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樱桃的散文集《心灵的牧
场》内容包罗甚广，从内蒙古文
化到历史名胜，从民俗风情到生
活点滴，从莫言到卡尔维诺，从
读书到写作……它们既是具体
的，串联起李樱桃生活的场域；
亦是抽象的，勾勒出李樱桃精神
世界的轨迹。从这些文章传达
出的情感意蕴里，我们深切感受
到李樱桃对文学的执着，对故乡
的依恋和对生活的热爱。

这部散文集里有不少涉及
鲁院的篇章，如《我的鲁院表
达》，记录她在鲁院学习时的情
形与思考。2016年的春夏，李
樱桃曾在鲁迅文学院第29届作
家高研班就读，我是她的班主
任。作为见证人，读起这些文
章，不由回忆起3年前的那段时光。其实，在此之
前，李樱桃已经有过类似的求学经历。2009年至
2012年，她在内蒙古大学文学创作研究班学习3
年。《心灵的牧场》“绿色的呼吸”一辑中，有数篇谈
到她就读内大文研班时的情景，给我印象深刻的是
那篇《真的期待，真的盼望！》。她描述自己文学道
路上曾经遭遇的彷徨：“书读着，作品写着，却像泛
潮的湿柴，虽点着了，却是不明不亮的火。想着，多
会儿才能亮成一根火把，照亮前方的路。”与纯粹的
文学渴望针锋相对的是抉择的两难，“工作是我的
饭碗，而且不是我一个人的饭碗。文学是我的追
求，追求了半辈子，已成了一种生活
常态，始终无法离弃。”在文学的道路
上，李樱桃艰难跋涉，执着得令人感
动。我始终相信，这份执着一定会带
给她一片美丽的文学天空。

在散文集《心灵的牧场》里，李樱
桃的文字须臾不离内蒙古文化的底

色，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
提供了滋养她文学创作的沃土，
也是她魂牵梦萦的精神原乡。在
李樱桃的笔下，呼和浩特这片青
色的草原不仅有胡服骑射、昭君
出塞为代表的灿烂文化，也承载
了她对于亲情、童年、故乡的美
好记忆。在第一辑“清凉的草
原”里，李樱桃用细腻的笔触将
以武川、居延海、丰州古城、黑水
泉村等为代表的内蒙古历史文
化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像一个
大地的行者，用脚步细细丈量这
里每一寸纹理和褶皱，言语间满
是欢喜和自豪。在《我的老屋》
《莜麦情》《端午节的味道》等篇
章里，她对故土风情的描摹令人
神往，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在

这些文章里，李樱桃常常以回忆开篇，童年的美
好、亲情的可贵、民风的淳朴，在今昔对比中焕发
出不可抵挡的魅力，让故乡具有了永远言说不尽
的精神内涵。

在另一些篇章里，李樱桃则以小说家的敏锐捕
捉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在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处
理中，传达出守护人间温情的价值取向。这些文章
集中在第二辑“记忆的苔藓”里，篇幅大都不长。如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呼唤以孩子般的真诚和单纯
破除成人世界人际交往的隔膜；《另一种痛苦》反思
现代教育制度下孩子成长的得与失；《一份报纸的

力量》通过一个意外之举揭示个人之
于社会、之于他人的价值所在，弘扬助
人为乐的正能量。这些可以看作生活
随笔和拾零的短章，在李樱桃的作品
中带有格外迷人的光辉，在浓浓的烟
火气和人情味中体现了一个文学创作
者的社会良知。

《心灵的牧场》——

在多彩的天空放飞心灵
◎张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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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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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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夏天，我去了一趟延
安，在参观王家坪、杨家岭的同时，
也在圣地大剧院观看了由陕西旅游
集团倾力打造的大型红色历史舞台
剧《延安保育院》。后来每每忆及当
时的所观所感，内心依旧十分感动，
总想写点儿什么来纪念这不寻常的
红色之旅。

《延安保育院》是一部具有代表
性的红色舞台剧，编创者历时3年，
以真实故事和人物为原型创作了剧
本，并融汇了陕北一代的安塞腰鼓、
陕北民歌等民间艺术形式和现代化
的舞台呈现方式，营造了沉浸式舞
台体验，将观众带入那个烽火岁月
中，感受人间大爱。在观看的过程
中，我几度哽咽，从开始一直流泪到
结束。既为着剧中红军战士与稚子
令人揪心的生离死别，也为着保育
院院长为了能够顺利带走一名烈士
遗孤而忍痛将女儿红霞留给乡亲的
无私与无奈，更为着放羊老人和无
数红军战士为保存革命后代而英勇
献身的慷慨大义。此外，这个基于
历史而演绎的红色舞剧还勾起了我
对父辈和幼子的深深思念，可谓感
慨颇多。

当看到战士们为了上前线而不
得不与幼子分离时，我想到了自己
幼小的孩子，从而更加被先烈们伟
大与无私的精神所震撼。为了让革
命取得成功，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
战场，抛头颅洒热血，不得不将年幼
的孩子留在后方。纵然时光荏苒，
但父母对孩子的牵挂和不舍是不变
的，孩子的哭泣一声声敲打在他们
的心上，该是多么让人心碎！保育
院院长的丈夫甚至直到牺牲都没有
见过他们的女儿红霞。当来自前线
的电话响起时，女儿红霞的声声呼
唤，终于宽慰了他长久的思女之情，
不久便溘然长逝……在那个革命的
年代里，有多少在外征战的战士，就
有多少这样令人悲伤的故事。而这
些故事，其实就是你我父辈生活经
历的写照。为了推翻那个腐朽的旧
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新国家，
他们背井离乡，抛家舍业，加入到浩
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中，既不能照拂

娇妻幼子，也不能在年
迈的父母面前尽孝。
但为了民族和国家的
未来，他们奋不顾身，
舍生忘死，用青春和热
血铸就中华民族新的
辉煌，见证新中国的诞
生。在建设时期，他们
也保持着爱国爱党的
赤子之心，爱岗敬业，
勤劳勇敢，奋战在各行
各业中。

当看到红军战士迎着烈日和风
雪前行，与汹涌的河水搏斗，用血肉
之躯抵挡肆虐的战火时，我想到了
我朴实而善良的爷爷。革命年代，
他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无所畏惧。
建设时期，他依旧保持着坚韧不拔
的精神，努力工作，尽职尽责，将儿
女养育成人。在我的印象里，爷爷
不爱说话，但内心坚定，有主见，有
魄力，是家里名副其实的顶梁柱。

父亲曾多次给我讲述爷爷年轻时的
英勇事迹，但令我惭愧的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悲伤地发现那些故事
渐渐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他出现
在我梦里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也
许是那时我岁数太小，再或者是时
间真的很长，长到我无法记住全部
的细节。所以，当观看《延安保育
院》时，我忽然感到莫名的心酸和悲
伤，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那些舞台
上的红军战士仿佛就是我的爷爷，
让我想起了他经历的那些苦难而英
勇的岁月，想起了他低调而伟大的
点点滴滴，几度想要放声大哭……

“铭记于心是最好的怀念”。我
们常说要缅怀先烈，铭记革命先烈
的事迹与精神。是的，忘记过去就
等于背叛。虽然那个血与火的年代
已经过去，沐浴在新时代的我们不
用再忍受与家人分离的痛苦，不用
在暗夜啜饮思念的悲伤。但如果因
为太过幸福而淡忘了父辈的牺牲与
奉献，我们又拿什么来传承我们的
精神，让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呢？
孟子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告子下》）当太阳落下的那
些静谧的夜晚，我们是否还记得该
如何讲述爷爷们的那些英雄故事，
让我们的儿孙后代切身感受到幸福
得来之不易，先烈精神之永存。电
影《寻梦环游记》中有一首歌，是米
格尔的曾祖父埃克托为了梦想远赴
他乡时，留给他女儿的。歌中唱到：

“请记住我，虽然我要去远方。当听
见吉他的悲伤，这是我跟你在一起，
唯一的凭据。直到我再次拥抱你。
请记住我……”看完《延安保育院》
后，我脑海里萦绕不去的就是这句

“请记住我”。“铭记于心”大概是无
数先烈内心对后代子孙朴素而简单
的遗言：请你记住我，记住我的事
业，记住我的精神，并将它传承下
去。

革命先烈作为中国精神的杰
出代表，不应被埋没在历史长河
中，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担当栉风沐雨，开创未来，他们
的精神与事迹也应代代承袭，流
传后世。按照电影理论家安德
烈·巴赞的说法，“肖像”是抵御死
亡的。文艺作品堪称是一类特别
的“肖像”，小说戏剧也好，电影电
视也好，其存在大抵为着同样的
目的——以高度浓缩和艺术化的
作品引发“共情”，传递民族精神
和核心价值观。借助作品，观众
内心深处的记忆之门会被打开，
在欣赏的同时获得心灵的滋养与
共鸣，从而无形中实现美育的目
的。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而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
魂。”好的文艺作品应是传承中华民
族文化血脉的良心之作，成为传递
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继往开来的
精神食粮。《延安保育院》就是这样
一部作品，它以红色革命文化为内
核，再现了革命岁月的人与事，以春
风化雨的方式唤起观众内心的情感
共鸣和集体记忆，是值得我们欣赏
品味的经典之作。

高云峰的散文是以生活的原色为底色的创作，
是典型的有时代痕迹的非虚构写作。他的散文取
材自己的故乡及生活，围绕着亲情、乡情以及丰富
的社会记忆进行创作，主题集中，但题材又丰富多
样，多层面、多角度展示了自己的生活观察和生命
体验。

关于故乡的写作是很难在深度上出现大的突
破的。但是，故乡的独异性和体验的个人化特点又
往往赋予这种题材的创作更多意想不到的精彩。
正是这个原因，鲁迅笔下的绍兴、沈从文笔下的湘
西、汪曾祺笔下的高邮、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等
都具备了审美意义上的文学经典性。在高云峰的
笔下，我们可以记住陕北榆林神木一个叫高念文的
村镇。这里有大的陡坡，有走上半天才能到达的集
市，有野外的坟地，有窑洞，有在地上嘶叫的野麻
雀，有黑豆秸，有大黑羊，有诱人的汽油味儿，更有
身体佝偻的奶奶、为苦难而生的母亲，当然还有一
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一个敏感但又自尊的孩童。
正是以这个少年、这个儿童为中心，一个地域特征
明显的“故乡”空间才成为了其散文的重要叙事对
象，这个少年、这个儿童的行旅以及成长体验成为
了叙事的中心。这个空间内的故事、风物以及作者
刻意遮掩的情感和有意袒露的情怀，消除了这个陕
北地域对于读者的陌生感，高云峰笔下“故乡”的文
学性逐渐显现出来。

但是，上述这些关于故乡的地方性知识的描写
仅仅是对地方物质的有意识的呈现，而在这些表现
的后面，读者应该读出一个远离故乡的“我”的怀乡
情怀。作者采用这种典型的回溯式童年叙事视角，
给读者呈现了一个远距离、有年代感但又不昏黄的

“原乡”想象。作者对“原乡”的想象是立足于自己
的童年切身体验的。在他的记忆中，上个世纪60
年代家乡父老乡亲的群像：“晚春时节，天气温暖，
天空湛蓝，明晃晃的阳光下，人们一个个脸上热气
腾腾，按季节本该换下棉衣了，可是很多人还是穿
着棉袄，热得不行，就敞开怀。更多的人，和我一样
穿夹袄，就是把棉袄里的棉花挖掉了，衣服颜色是
一色的黑。来来往往的人一个个精瘦精瘦，脸色黢
黑，黑是集市的底色。”（《少年不识愁
滋味》）关于亲人的回忆，如奶奶：“在
我的记忆里，奶奶就是一个柱着拐
杖，摇摇晃晃独往独来的小脚老婆
婆。一个人站在硷畔上，佝偻着身
子，撑着枣树枝做成的拐杖，望着村
口，久久伫立，若寒风中的一颗苦杏

树，孤零零地枯瘦。”（《奶奶》）如母亲，“母亲一年四
季除了下地干农活做饭洗锅，手里总有针线活，不
是织毛袜就是纳鞋底。冬天的晚上，煤油灯下，一
夜一夜地熬。积劳成疾，母亲患上严重的支气管
炎，咳嗽一声接着一声，煤油灯下熬夜做鞋缝衣却
不能停息，常常是鸡叫了，才和衣而卧。”（《为苦难
而生的母亲》）通过这种切身的体验叙事，作者再次
回到了故乡，让回忆发声，将情感深埋其中，真正激
活了“故乡”的文学性。

解剖其散文的叙事结构，可以发现，“故乡”在
他的笔下被悄然置换成了散文文本中存在的“原
乡”这一情感意象。“原乡”相较之于“故乡”是被剔
除了异空间“侨寓”意识的一个概念，“故乡”带有较
为丰富的异地性想象，而“原乡”则强调在地性和时
代感，这个概念排斥虚拟和想象，体现了强烈的写
实味道。正是这种强烈的写实性与自叙传的创作，
以最原始的生存欲望为基础，消弭了作者创作时的

“望乡”姿态，让读者真正融入了带有年代感的故事
氛围。

在高云峰的散文中，对话性是一个重要的写作
特点。文学创作，尤其是散文，带有极强的对话
性。这种对话性在他的笔下有两个层面的体现，一
是与历史中自然风物、故事及人物的对话，一是与
自我的对话。这种潜意识中的对话意识给他的散
文创作带来了别样的风景，既激活了历史，完成了
审视历史的文本意义，强化了历史感，又通过自我
的对话及反省，深化了文章的意义空间，突出了散
文的哲理性。

与历史中自然风物、故事及人物的对话，延展
并丰富了他的散文的文本厚度。高云峰的散文，除
了对故乡的倚重，还善于筛选生活中的典型事件，
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激活那些被皇天后土湮没的
小人物、烟火气、流年的光影、掩映在土房子中的琐
碎的人情世故等，既唤醒了自己的记忆，又完成了
与亲人、乡土风物、时代印记的对话。但是，他并不
是简单的将“故乡”前置，而是在表现故乡的文字
中，将故乡置于历史、时代的氛围中，将个人的观
察、体验作为文本推进的内驱力。他写花石崖，“陕
北的村镇大多在山沟里，花石崖更典型，四面是高
高的黄土山，一条小河由北向南，东面的山起得稍
缓一些，山洼上背北面南座落了100多户人家。西
面的山起得急，在山根修了供销社、粮站、邮电所等
人民公社的机关”。在平缓的叙述背后，作者让故
乡、让亲情蒙上了历史的沧桑感，写人物突出打上
历史印记的故事情节，写故乡时又较为轻松地跳出
小我的记忆，让时代出镜。

在他的散文中运用最多的是对谈和自我的戏
谑。在《有多少人与我一样，命运与房子紧密相连》
中，作者写到了房子对于爱情、婚姻的重要性，“如
果你不准备将来结婚，那么你现在得有房子，这个
逻辑很严密，无隙可乘。能不能和自己爱的人成一
个家，得有一个房子，房子是家的前提，房子是安顿
爱的地方，这没错。”

王安忆曾这样评价汪曾祺的散文叙事：“总是
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
最平凡的事情。轻轻松松带了读者走一条最最平
坦顺利简直的道路，将人一径引入，人们立定了才
发现：原来是这里。”高云峰的文字也通过类似于

此的一种叙事，面对故乡、故人，尤其
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形成了有特色的
个人叙述模式。在他平凡的叙事中，
有心的读者是能够读出一个人的旧
时光和有故事的曾经的。而再细读，
或许还能读出一份面对过往的坦然
与从容。

以生活为底色的真情书写
——高云峰故乡散文读后

◎刘绪才

好的文艺作品应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良心之作，成为
传递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继往开来的精神食粮。《延安保育院》
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红色革命文化为内核，再现了革命岁月
的人与事，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唤起观众内心的情感共鸣和集体记
忆，是值得我们欣赏品味的经典之作。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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