
在散文这个文学创作的大花园里，
乡土散文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一大批有
担当有责任感的作家。

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内蒙古作家协
会会员的九歌，根植故乡，专注于乡土题
材作品创作，有数百篇散文发表于近百
家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

在乡土散文的创作上，九歌一直有
着清醒而明确的认识，即写别人没有写
过的，正视自身的优劣，扬长避短，努力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创作风
格，写出具有自己特色的乡土散文。细
读九歌的散文，分析其散文特色，不难发
现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 . 以平民视角呈现独特的审美
特征

一个人的写作，离不开他成长的环
境和个人的经历。九歌，出生在内蒙古
兴安盟扎赉特旗北部的一个村庄，放过
马，种过地，打过工，还做过小买卖，先后
三次失学三次复学，初中毕业考入兴安
盟师范学校，当过六年教师、十年记者、
两年史官，前前后后干过九个单位，但从
始至终没离开过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
他正是在这种与土地亲密接触的过程
中，内心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思考，以至
于在他散文里有了独特的视角。

九歌以平民视角，真实地描写故乡
的民风民俗，如啃春、扭秧歌、贴春联等，
他把自己熟悉的神奇古朴的东北民俗美
展现得淋漓尽致，使读者对这一地域的
文化氛围及人们的生存状态有了真切的
感受。在《过大年》一文中，贴对联，放鞭
炮，包饺子等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在其
笔下得以鲜活地再现，浓厚的生活气息
扑面而来，生活与艺术在这里合二为一。

九歌扎根沃土，充满赤子之情，极尽
笔墨展现东北乡村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展现东北独异的人文地理和风俗文化，
把在常人眼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
写得充满温情和诗意，让读者感受到生
命的神奇和生存的智慧。在《小米的味
道》一文，作者直接写道“谷子与乡人息
息相关”“孩子出生，落谷草上。谁家媳
妇坐月子，妇女胳膊挎筐鸡蛋进月房下
奶，小米水饭煮鸡蛋，催得奶头鼓成俩棒
槌。”“新娘子进门，傧相在前，伴娘在后，
一对儿新人走中间，夹道站满了婆家人，
攥着五谷粮攘撒新娘，乡人谓之冲喜。”

“人老了出殡前，盛两碗小米干饭，倒扣
一堆，供于棺头，补补活时的饥馑，冒尖
儿的倒头饭，让死者饱撑上路。”一个人
从生到死，谷子参与了他一生的每一个
重要时刻。谷子不仅仅是粮食的一种，
更是一种人生的记忆，生命的印痕。“谷
子可储数十载，饥荒年，保命”没有了谷
子，也就没有生命。没有了生命，什么都
是空谈。浓郁的地方习俗在作者饱含深
情的叙述中娓娓道来，这源于作者切身
的生命感受和发自内心的爱与感恩。

九歌不是一味地书写村民的勤劳善
良，回避他们人性上弱点和缺陷，而是以
平民视角真实地描写呈现，这样反而让
笔下的人物更加立体化，血肉丰满。在
《乡村人物小辑》中，作者融入多年的农
村生活记忆——乡野传说与奇人异事，
以及数十年的人生历练、经验，塑造了一
个个性格迥异的村人形象。他们或可
喜，或可怒，或可哀，或可悲，总之，给读
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饭碗子”，
他在村里到处蹭饭，当“屯里人像躲病主
癞狗一样避着饭碗子”，他竟然“上房”

“看谁家的烟囱冒烟大，掐准了再去”，作
者以极其简练的笔墨向我们呈现了一个
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的懒汉形象。此外，

“王小鬼”出生的诡异，“老黑”临死前的
怪异，都给读者一种新鲜的感受，陌生化
的感觉。

二 . 以悲悯情怀透露深刻的人生
哲学

九歌带着东北泥土的味道而来，带
着科尔沁草木的气息而来，他把对土地
对家乡深沉真挚的感情融入了他的文字
之中，把深刻的思想和悲悯情怀融入他
的文章之中。

“收狗的付完钱，在当街用一把鱼刀
子就把大黄给杀了。”作者虽寥寥数笔，
虽不言悲，但字字含悲，令人唏嘘不已。

“我站在大黄被杀的地方抹眼泪，向鹦庙
沟方向一劲地张望……”，不加任何雕琢
的文字，读者却回味无穷。“那一刻，我多
么希望大黄能奇迹般地从山坡上跑下来，
围在我身前身后，给我仗胆儿……”，对
一只狗给予无限深情，这是一种悲悯情
怀，这样情怀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随处可
见，这是他对生灵的珍惜、对生命的感
悟。

九歌的散文更深层次的是透露出了
他对人生的思考。在《打谷场》的一文
里，他以极其详尽的笔墨写道：“那匹马
和那头牛，兴许没有参与这秋谷子的割
收，但，对这一切都不陌生。它们用生命
托举这场割收。它们的生命制造了这场
割收的盛大。这种盛大一直在农耕社会
里绵延着，起自殷商，起自秦汉，起自谁
也说不清的远古。队里院心支口大铁
锅，锅下架着干柴，那些柴，或许直接出
自树上，或者中途拐了个弯儿成桌成椅

成门窗成棺成车成床铺，现在，它们聚集
在一口大锅之下，举着深藏体内的烟火，
舔舐一口大锅的黑底，参与一场谷子割
收完毕的盛大仪式。水慢慢变热，在肉
与肉的缝隙处挤着冒，咕嘟咕嘟。那些
曾经在田间劳作的肉，吐出一团一团劳
累的血沫，推着挤着往锅边漾，它们亲近
土地，妄图铺漫土地。锅边拦着那些血
沫那些油脂，如同堤坝阻拦那些饱含鱼
虾生命的湖河之水。生的东西最终要止
步于死物。生要止步于死。”在作者的笔
下，对劳作一生牛马充满感激之情，对它
们弱老之后终究逃不过被杀被食的命运
给予无限的同情和深深的不满，同时也
道出深刻的人生哲理：生的东西最终要
止步于死物。生要止步于死。

在《乡村人物小辑》中，母亲虽出场
不多，但简简单单几句话，道出许多人生
哲学。《个半人》中“‘唉，逞强不久长！到
啥时侯都别逞强，长长远远是福。’母亲
语重心长地告诉二哥。”《王木匠》中“母
亲说：‘王木匠心眼子正，干归干，吃归
吃，睡归睡，这样人儿长久。’”通过这些
文章，读者会在领悟悲悯情怀之中，更深
层次地理解其中的人生哲学意义。

三. 以原生态语言传达特有的情趣

首先，他恰到好处地运用极具辨识
度的东北方言，体现出东北的地域特色
和民族风俗，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优美
的东北风情画。“吃饭靠牙，种地论茬”，

“大姑娘梳歪桃———随便（辫）儿了。”
“没你俩这鸡子儿，我还做不成槽子糕
了”，这些乡村俚语、歇后语、民间谚语信
手拈来，让作品呈现诙谐幽默的特点；

“三铧蹚，铲垄帮，二铧蹚，薅草忙，大铧
蹚，杀杀荒”，“骨碌碌，骨碌碌，谷子脱
裤，小米进屋，你妈煮饭，你奶奶喂猪，
你爹炕脚里打呼噜”，“谷草垛插钐刀，
你的兵马任我挑，挑哪个，挑红缨，红缨
没在家，挑你们老哥仨，哥仨去当兵，挑
你们老九，老九会放枪，挑你们一大
帮。”民谣恰到好处的点缀，增强了作品
乡土趣味性，让作品有一种扑面而来的
乡土气息。

其次，作者善于抓住准确的词语反
映出人物性格品质特点。“馋虫早就在嗓
子眼儿蛊蠕的朱大肚子一个跨步蹿到外
屋，一手抓起俩馒头，老虎钳子似的大手
一捏，馒头登时扁扁了，大嘴里一塞，抻
脖抖愣脑袋，嚼都没见嚼俩馒头入了
肚。”一段中通过一系列动词“跨、抓、塞、
抻、抖楞”准确传神地写出朱大肚子吃馒
头的迫不及待。同样的描写还体现在对
王大巴掌这个人物的刻画上，劳动前“王
大巴掌不急不火，抬起一只脚，把烟袋在
鞋底子上磕打灭，往裤腰带上一别，右手
握成纸筒状，‘呸’往里唾一口唾沫，操起
镰刀，嘴说开始，哈腰上垄狠割。”这一

“抬”一“磕”同样传神。劳动之后“王大
巴掌干得漂亮，一气儿没歇，割完俩来回
儿，到地头磕打磕打鞋壳篓里的土，倒在
正对着自己趟子的大道上，拢成一堆，撅
一截箭杆儿，插上，算做标记，穿上鞋，用
胳肢窝镰刀一夹，回家了。”作者词汇量
丰富，用词准确生动，给读者以一定的视
觉冲击心灵震撼。“筷子头杵大酱”中的

“杵”用得巧妙，简洁凝练地写出吃饭人
用力之猛，对大酱的喜爱，更凸显出东北
人豪放粗犷的性格特点。没有比“杵”更
恰当的词语，“沾”“点”“蘸”等词语都不
能表现出这个特定地域中人们生活习性
以及隐藏在深处的精神品质。

再次，九歌在文字中融入了民族语
言的元素，呈现了蒙汉杂居的乡村原
貌。笔下的乡人是淳朴的，民风是敦厚
的，乡村是和谐的。他书写的那个乡村
里，不乏汉族大哥手把手教蒙古族牧民
兄弟种庄稼，蒙古族大嫂传授汉族姐妹
熬奶茶一类的生活场景。在《学话》一文
中，把一位汉族老大哥和蒙古族兄弟学
蒙语写得妙趣横生，语言简洁幽默，人物
生动鲜活。

最后，作者善用短句，使其散文呈现
出一种特有的凝练，含蓄深沉，读者读他
的散文，有一种读诗的节奏，轻快婉转。
还有一些语句充满张力，富于生活哲理
和思辨的精神。“系着围裙的母亲才是一
个完整的母亲”，眼前不禁浮现一个日夜
操劳的母亲形象，表达出对勤劳母亲的
热爱与怜惜；“有磨的马劳苦，离了磨的
马，孤苦”，不仅仅是以对比的手法写出
马与磨纠缠不清的关系，更多给读者留
下思考的空间；还有“草终归是草，终究
逃不掉被杀的命”这句，思考之外还有一
种无以言表的哀情和慨叹。

总之，九歌的乡土散文有着明显的
地域特色、独特的审美价值以及浓厚的
人文情怀，而这一切都通过独树一帜的
语言得以呈现，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
受到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体会到乡村
生活那咀不尽嚼不烂的韵味，那种宽容、
隐忍、明朗甚至失落的乡村精神。

九歌乡土散文的特质
◎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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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夏桂楣的三卷集《徐悲鸿时代》由上、中、下三部组
成，是以描写徐悲鸿一生为主、兼写同时代艺术家的历史
文学，是首部全景再现徐悲鸿及其艺术家朋友圈命运变
迁的史诗性作品。它讲诉了徐悲鸿坎坷崎岖、多灾多难，
而又砥砺进取、成就斐然的一生。以徐悲鸿的一生为时
间跨度，同时以他为中心线索串联起相关的艺术家，可以
说描绘了一幅艺术家的群像画卷。该书用鸿篇巨制来梳
理徐悲鸿的生存轨迹及其朋友圈，让读者在千千万万个
铢锱必较的细节中看到一个真实与渴望的徐悲鸿，还有
他周围众多的艺术大师，及其一部波澜壮阔的20世纪形
象性的艺术史。

《徐悲鸿时代》中讲述的艺术家有100多位，如齐白
石、刘海粟、张大千、傅抱石、吴作人、蒋兆和、李苦禅、李
可染、宗白华、徐志摩、田汉、郁达夫、盛成、常书鸿、滑田
友、李桦、艾中信、董希文、尹瘦石、王式廓、吴冠中等，对
他们的群体生存做了细致探索与描绘，对人物的师生相
承、艺术交往、矛盾纠葛、爱恨情仇等娓娓道来；突出他们
业精于勤、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精神，也突出了他们作为
较早放眼看世界的人，所具有的开放意识，以及在那个特
定的历史时期对祖国的热爱、忠诚；面对民族危急存亡，
他们不忘自己肩负的责任，即便是用艺术也要表达他们
的家国情怀。从这些艺术家的身上，感受到的不仅仅是
对艺术的渴求，更是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本书无论是
作为艺术家人物群体传记，还是作为艺术史的一个窗口，
都让人感到受益匪浅。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不胜
唏嘘、震撼，令人反省，更给人以希望。

迄今为止，在我们民族的绘画史上，还没有一位艺术
大师能像徐悲鸿那样在山河破碎、颠沛流离中，百折不挠
地发现、培养、团结了那么众多的艺术家，进行着艰苦卓
绝的艺术救国活动；也少有人的情感深处遭遇过他那样
的苦难，而且将自己的苦难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
在一起；更没有人像他那样“生性拙劣，爱艺术入骨髓”，
给后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艺术珍品，对于提高整个民族
的精神素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像八大山人、徐悲鸿这样的艺术大师，几十年、几百
年，甚至上千年才会出现一位。在他们身上，凝聚着整个
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

《徐悲鸿时代》严格按照历史资料来塑造人物，没有
凭空臆测，都是历史和艺术的真实。徐悲鸿是本书传主，
他将艺术家的故事串连起来。主线和支线穿插，支线和
支线彼此呼应，形成了严谨相扣的叙事结构。人物命运
传奇生动，语言流畅形象。“有一些学问、有许多艺术；有
一些趣味、有许多曲折……”，内容引人入胜，亦能陶冶艺
术情操。该书是有艺术品位的历史故事性力作，配有
338张图片，图文并茂，是了解中国现当代艺术大师人生
历程和艺术追求的巨著。

《徐悲鸿时代》作者夏桂楣反复阅读有关徐悲鸿的专
著20多部，参观徐悲鸿纪念馆达数十次之多，当北京大
学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炜烨向他约稿撰写《徐悲鸿时代》
时，他便与之一拍即合。于是他迈开双脚，抵达徐悲鸿的
出生地江苏宜兴屺亭桥盘桓半年之久进行采访，然后又

跑遍宜兴县城的四乡八镇，及其上海、南京、重庆、北京徐
悲鸿脚步遍及的地方……经过长达10年的打造，把这部
三卷集《徐悲鸿时代》摆在了读者面前。慢慢品读洋洋百
万字的《徐悲鸿时代》，从徐悲鸿降生的1896年那个洪荒
年代写起，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徐悲鸿去世
时候为止。

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很多作家都以对女性的描而见其
功力：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小杜马的《茶花女》、莫
泊桑的《一生》无不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时代》中
对女性形象的有力塑造，对表现有血有肉的徐悲鸿也至关
重要。这无疑是作家写作手法的高明之处。全书对4位
徐悲鸿爱恋过的女人的描写贯穿全书，又以徐悲鸿为轴
心，串连起百余位中外艺术家及其民国时期人物。

除了对其它几位女性的描写，作者夏桂楣在《徐悲鸿
时代》中，对徐悲鸿与廖静文情感纠葛的叙述同样投入了
真挚细腻的情感，描写得极尽精微，入情入理，生动感
人。1946年1月，徐悲鸿与廖静文在重庆举行婚礼，证婚
人是郭沫若和沈钧儒。婚后不久，廖静文便随徐悲鸿北
上接手“北平艺专”。徐悲鸿的选择没有错，廖静文虽然
与他只生活了7年，但她却像玛丽厮守雪莱的诗歌一样，
为徐悲鸿的作品厮守一生，无限高扬了他的现实主义、写
实主义创作道路。徐悲鸿于1953年去世后，遵循他的遗
愿，廖静文将他1350件作品和1100件唐宋以来及近代
名家的作品，还有无数陶瓷、碑帖和各种艺术品全部捐献
给了国家，价值在百亿元以上。

作者夏桂楣还在《徐悲鸿时代》中描写了田汉的妻子
安娥、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滑田友的法国妻子王合内，
以及画家潘玉良和孙多慈的闺中密友李家英、吴健雄等
众多女性形象，同样真实细腻，生动感人，散发出女性光
辉。从中可以看出夏桂楣描写女性的深厚功力。

徐悲鸿不仅属于他的那个时代，而且属于整个国家、
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属于被他感动同时也对他
无比崇敬和热爱的人。仅从这一点上，在中国近现代美
术史上就绝无仅有。而《徐悲鸿时代》中所写的徐悲鸿大
师的朋友圈——100多位文艺家群体，也卓尔不群，可圈
可点。

笔者认识夏桂楣应该有40多年了。他的文学之路是
从绘画起点开始的。他明明画出了名气，可却突然摇身一
变，出人预料地变成“两栖”作家，至今已经出版长篇小说、
传记文学、理论著作、儿童文学30余部，都是大部头。

正因为夏桂楣是画家出身，所以，他的三卷集《徐悲
鸿时代》写得非常有画面感，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景物的
描写，都像是一幅画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感受到了文学
和美术的双重享受。

《徐悲鸿时代》中的艺术家群像
◎阮直

李娟的散文集《你是我的暖》（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
年 12月版）所收录的文章，是我熟悉的味道，如山间清
泉、山野小花，带着泥土的气息，氤氲成一种气象，清澈纯
净而芳香。

李娟以一颗善良敏感的心，执着地坚守在读写的田
园里。一如朴实辛勤的老农，不论刮风下雨，不论晨昏阴
晴，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的情感体验人生，
用自己的视角洞悉社会，“我手写我心”，先后推出了四五
本厚重的散文作品集，还获得“孙犁文学奖”等大奖。李
娟说，爱写作的人，一定是内心敏感的人。用这颗敏感之
心，感受生之美好，在平淡而庸常的生活里寻找一点点诗
意。你看，在李娟的笔下，一朵花，一幅画，一纸书帖，一
弯明月，甚或一本书，一个人，一段情感……都是那么暖
心，那么动人。平凡岁月中的悲欣，日常生活的美好，感
动着我们，也传递着无限生趣。所以她说：“人生在世，真
正打动你我的，其实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一定
是气势恢宏的长篇巨著。深深感动你我的，就是这些充
满人间烟火气息的便条和信笺。”或许，正是她怀着这样
的情怀，才看山山有色，观水水有情。读她的散文，你不
会觉得累，也无需正襟危坐，反而如同与三五知己，品茶
闲话，相看两不厌，温暖而贴心。打头的一篇《洁净人
生》，写栀子花，写民国老课本，写读朱天文的散文集，写
看吴冠中的画展，写杨绛先生，写老师送给我的白瓷挂
件，写读张爱玲的小说……一桩桩，一件件，无一不是透
着“洁净”二字：“洁净的东西分外有风骨”“心灵洁净的
人，周身散发着淡然的芬芳”“真正的好文字，洁净饱满，
一如清水。”由物及人，由外而内，最终指向人的内心世

界：“洁净，大概是每个人一生最难的修炼，无论文字，还
是人生。”这是表明作者写作心迹的真情告白，更是为整
本书打底色的庄重宣言。

李娟的散文就是这样，看似闲闲的叙说，看似漫不经
心，看似无关宏旨，但内里却藏着一个坚实的核：纯净、纯
粹，不做作，不哀怨，不哗众取宠。在她的散文里，世界是
那样的美好，人性是那么的真实，文字是那样的富有张
力。

在她的笔下，贯穿着读书和行旅这样鲜明的主
题。木心、汪曾祺、沈从文、黄永玉、张爱玲、胡兰成、
吴冠中、林海音……凤凰古城、汉江之畔、徽州、香港、
京都、江南小镇、呼伦贝尔草原……花草、树木、溪流、
蓝天、小鸟……这些熟悉的人和事、人和城、人和景、人
和情，都一一走来，深情款款，诗意浪漫。最是书香能
致远，李娟沉浸在万卷诗书中，读书读人，也不忘抬头
看天，瞭望一下诗和远方。读书，让她的心生出了飞翔
的翅膀，行旅，让她的目光犀利而温暖，她用一阵阵文
字的春雨，唤醒了万千花朵，引导着无数的读者热爱生
活，热爱读书。

用点点春雨唤醒万千花朵
——读李娟散文集《你是我的暖》

◎胡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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