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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有种分法在国外有种分法，，即把虚构也就是小说之外即把虚构也就是小说之外

的的，，““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的写作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的写作””称为称为““非虚构非虚构””；；而而

在中国在中国，，一直以一直以““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来定名这种写作来定名这种写作。。事事

实上实上，，这些称呼所指涉的核心这些称呼所指涉的核心，，都是纪实都是纪实————““讲讲

述真实的故事述真实的故事””。。但要做好这件事对作者和读者但要做好这件事对作者和读者

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挑战：：作者要带领读者走进真实世界作者要带领读者走进真实世界，，面面

对复杂的日常生活对复杂的日常生活，，归纳和整理出一个崭新的东归纳和整理出一个崭新的东

西西，，而这个东西里将混合有观察到的事实而这个东西里将混合有观察到的事实、、人的故人的故

事事、、学术理论等多种元素学术理论等多种元素。。

半个多世纪以来半个多世纪以来，，纪实文学的发展有了新变纪实文学的发展有了新变

化化，，纪实文学要想活下来纪实文学要想活下来，，要想活得好要想活得好，，必须打破必须打破

常规常规，，从简单化从简单化、、模式化的写作中突围出来模式化的写作中突围出来。。美国美国

纪实文学作家盖伊纪实文学作家盖伊··塔利斯从塔利斯从2020世纪世纪6060年代起年代起，，

便开始努力打破纪实与虚构之间的藩篱便开始努力打破纪实与虚构之间的藩篱。。他认为他认为

自己的写作是一场斗争自己的写作是一场斗争———与新闻写作那种非常—与新闻写作那种非常

有局限的写作形式的斗争有局限的写作形式的斗争。。他不断地突破界限他不断地突破界限，，

创作出一系列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作品创作出一系列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作品。。汤姆汤姆··沃沃

尔夫将这种文学创作形式定名为尔夫将这种文学创作形式定名为““新新闻写作新新闻写作””。。

虽然这种写作从诞生之初便备受争议虽然这种写作从诞生之初便备受争议，，但是但是，，后来后来

的创作者并未纠缠于此的创作者并未纠缠于此，，而是以作品来廓清文体而是以作品来廓清文体

的界限的界限，，最终形成了强大的非虚构写作阵营最终形成了强大的非虚构写作阵营。。美美

国纪实作家约翰国纪实作家约翰··麦克菲认为麦克菲认为———非虚构并不是—非虚构并不是

因为某一个人这样写就能形成的因为某一个人这样写就能形成的，，而是因为不同而是因为不同

时代的一大批人乐于从事实性材料中进行创作时代的一大批人乐于从事实性材料中进行创作，，

写出了许多不朽的作品而形成的写出了许多不朽的作品而形成的。。

从从20102010年年底开始年年底开始，，我的阅读与创作主要围我的阅读与创作主要围

绕着纪绕着纪实文学展实文学展开开。。通过学习与实践通过学习与实践，，我深刻感觉我深刻感觉

到国内外纪实文学都在发生嬗变到国内外纪实文学都在发生嬗变，，而这些变化也许而这些变化也许

就预示着纪实就预示着纪实文学在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文学在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首先首先，，纪实文学的创作方法发生了新变化纪实文学的创作方法发生了新变化。。
传统的纪实文学的采访方式传统的纪实文学的采访方式，，往往是针对一往往是针对一

个具体人物或事件展开个具体人物或事件展开。。作者通常会在一个固定作者通常会在一个固定

的时间的时间，，去不同的地点去不同的地点，，采访不同的人物采访不同的人物，，再把这再把这

些片段组合起来些片段组合起来。。这种方法我称之为这种方法我称之为““纬线式采纬线式采

访访””。。但是但是，，彼得彼得··海勒斯的海勒斯的《《寻路中国寻路中国》》却不是这却不是这

种套路种套路，，他是在不同的时间段他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只去一个固定的地只去一个固定的地

点进行观察和访问点进行观察和访问，，最终最终，，他写出了那个小地方在他写出了那个小地方在

几年之内的变化几年之内的变化。。盖伊盖伊··塔利斯在写作的时候塔利斯在写作的时候，，往往

往会花几个月往会花几个月、、半年甚至几年去采访半年甚至几年去采访。。他会反复他会反复

采访一个人达五六次采访一个人达五六次，，每次的时间都在每次的时间都在55小时以小时以

上上。。他认为作者和采访者的关系是他认为作者和采访者的关系是““倾注多少倾注多少，，得得

到多少到多少””。。这种方式我称之为这种方式我称之为““经线式采访经线式采访””。。

另一种变化是从宏观叙述到微观分析另一种变化是从宏观叙述到微观分析。。传统传统

的纪实文学作品总是习惯于宏观叙述的纪实文学作品总是习惯于宏观叙述，，像个全知像个全知

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显然显然，，这种方式并不能让当代读者这种方式并不能让当代读者

满意满意。。茨威格的纪实作品茨威格的纪实作品《《巴西巴西：：黄金之国黄金之国》》描述描述

了巴西的历史了巴西的历史、、经济和文化经济和文化，，文笔优美文笔优美，，情感真情感真

挚挚。。但是但是，，这本书和奈保尔的纪实作品完全不这本书和奈保尔的纪实作品完全不

同同。。在奈保尔的作品里在奈保尔的作品里，，充满了各种小人物和各充满了各种小人物和各

种细节种细节、、小故事小故事。。奈保尔像个密探奈保尔像个密探，，混迹于不同阶混迹于不同阶

层的人物之中层的人物之中，，记录下他们的行动和想法记录下他们的行动和想法；；而茨威而茨威

格则像个彬彬有礼的绅士格则像个彬彬有礼的绅士，，选择了一种宏观而优选择了一种宏观而优

美的概述方式美的概述方式，，他从来不会具体地描述某个佣人他从来不会具体地描述某个佣人

或司机或司机，，更不会随便写出一个小人物的名字更不会随便写出一个小人物的名字。。

在纪实作品中在纪实作品中，，到底应该到底应该““无我无我””还是还是““有有

我我””？？彼得彼得··海勒斯的老师约翰海勒斯的老师约翰··麦克菲的麦克菲的《《控制自控制自

然然》》和和《《与荒与荒野同行野同行》，》，其写法与学生完全不同其写法与学生完全不同，，虽虽

然所有的观察都是从然所有的观察都是从““我我””生发的生发的，，但他却尽量不写但他却尽量不写

出现出现““我我””的句子的句子。。实在不得已实在不得已，，才把自己捎带上写才把自己捎带上写

一句一句。。而在彼得而在彼得··海勒斯的文章里海勒斯的文章里，，却处处可见却处处可见

““我我””：：我的观察我的观察、、我的思考我的思考、、我和他人的对话我和他人的对话。。在纪在纪

实作品中实作品中，，到底应该到底应该““有我有我””还是还是““无我无我””？？根据我的根据我的

创作经验创作经验，，我认为应该视作品内容而定我认为应该视作品内容而定———如果—如果

““我我””是这个作品的主线是这个作品的主线，，那就不能回避那就不能回避““我我””的出的出

现现；；但如果作品中的被描述对象已足够丰满但如果作品中的被描述对象已足够丰满，，那就那就

可减少叙述者可减少叙述者““我我””的出现的出现。。因为纪实文学的重点因为纪实文学的重点

是文学是文学，，它毕竟不是新闻它毕竟不是新闻，，力图百分之百客观力图百分之百客观。。

传统的纪实文学的结构传统的纪实文学的结构，，大多是顺时针的闭大多是顺时针的闭

合式结构合式结构———从故事的发生开始—从故事的发生开始，，慢慢演进到高慢慢演进到高

潮潮，，最后达到结局最后达到结局。。但当代纪实文学作品在结构但当代纪实文学作品在结构

上有了更多的新探索上有了更多的新探索。。约翰约翰··麦克菲有一篇写独麦克菲有一篇写独

木舟旅行的作品木舟旅行的作品，，是从旅行的中间看到一头熊开是从旅行的中间看到一头熊开

始写起始写起，，到旅行结束时到旅行结束时，，又用回忆的方式讲述此前又用回忆的方式讲述此前

的经历的经历。。他再从旅行开始之初讲起他再从旅行开始之初讲起，，一直到作品一直到作品

开头看到熊开头看到熊，，整本书便结束了整本书便结束了。。

20152015年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女作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女作

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举动意味着以历史这个举动意味着以历史、、时时

代代、、社会和人性的深度发掘为己任的纪实写作社会和人性的深度发掘为己任的纪实写作，，在在

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上都得到了空前承认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上都得到了空前承认。。阿列阿列

克谢耶维奇曾坦言克谢耶维奇曾坦言：：““真相都是零散的真相都是零散的，，多种多样多种多样

的的，，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能同时容纳进一个心脏不能同时容纳进一个心脏

和大脑和大脑””。。后来后来，，她找到了她找到了““复调式复调式””风格风格———不再—不再

只是作者一个人发声只是作者一个人发声，，让多种第一人称交叉让多种第一人称交叉，，让多让多

种语境交叉种语境交叉。。作者并不想评价任何人作者并不想评价任何人，，而只是形而只是形

而上地描述一种人类生活的状态而上地描述一种人类生活的状态。。在行文中在行文中，，作作

者的声音偶尔也会出现者的声音偶尔也会出现，，但只起到穿针引线的连但只起到穿针引线的连

缀作用缀作用。。波兰作家雷沙德波兰作家雷沙德··卡普钦斯基创作的卡普钦斯基创作的《《皇皇

帝帝———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使用的也是这种方使用的也是这种方

法法。。作者让皇帝身旁的侍卫讲述作者让皇帝身旁的侍卫讲述，，让大门看守人让大门看守人

讲述讲述，，让大臣讲述让大臣讲述，，让给皇帝管家提包的人讲述让给皇帝管家提包的人讲述。。

而村上春树的纪实作品而村上春树的纪实作品《《地下地下》，》，也是让也是让““地铁沙林地铁沙林

事件事件””中的受害者自己来讲述各自的经历中的受害者自己来讲述各自的经历。。

其次其次，，纪实文学中的某些文体发生了新的改变纪实文学中的某些文体发生了新的改变。。
游记原本是纪实文学中不起眼的文体游记原本是纪实文学中不起眼的文体，，很多很多

小说家都会随手写上一点小说家都会随手写上一点。。但是随着社会的发但是随着社会的发

展展，，游记已日益壮大起来游记已日益壮大起来。。作家奈保尔不仅写出作家奈保尔不仅写出

印度三部曲印度三部曲，，还在到达非洲还在到达非洲、、美国等地后著文多美国等地后著文多

篇篇，，大大拓宽了游记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大大拓宽了游记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多丽丝多丽丝··

莱辛的游记莱辛的游记《《非洲的笑声非洲的笑声》》厚重而大气厚重而大气，，书中通过书中通过

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将庞杂的故事将庞杂的故事

片段拼接起来片段拼接起来。。这种写法和那些泛泛而谈的传统这种写法和那些泛泛而谈的传统

游记大相径庭游记大相径庭。。瑞典探险家斯文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赫定的《《亚洲腹亚洲腹

地旅行记地旅行记》》堪称探险家游记的经典之作堪称探险家游记的经典之作，，而杨镰的而杨镰的

《《黑戈壁黑戈壁》《》《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等作品等作品，，完全是完全是

对斯文对斯文··赫定的致敬式写作赫定的致敬式写作。《。《多瑙河之旅多瑙河之旅》》是意大是意大

利作家克劳迪欧利作家克劳迪欧··马格里斯的成名作马格里斯的成名作。。作家以生作家以生

动的笔触动的笔触，，穿梭于哲学穿梭于哲学、、语义学语义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

之间之间，，通篇文章流光溢彩通篇文章流光溢彩，，博大精深博大精深。。

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学者的著作也不再像以前学者的著作也不再像以前

那样枯燥那样枯燥。。人类学家列维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忧郁的热

带带》》和奈杰尔和奈杰尔··巴利的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小泥屋笔

记记》》写得都很机智幽默写得都很机智幽默。。列维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巴西斯特劳斯研究巴西

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人，，不是为了猎奇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更好地审视而是为了更好地审视

自身社会自身社会。《。《忧郁的热带忧郁的热带》》受到台湾作家朱天文的受到台湾作家朱天文的

追捧追捧。。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充满了鲜明的个人印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充满了鲜明的个人印

迹迹———它是用人的声音在说话—它是用人的声音在说话，，而不是学者在讲而不是学者在讲

课课，，它的受众是普通人而非专家它的受众是普通人而非专家。《。《我的凉山兄弟我的凉山兄弟》》

是台湾学者刘绍华的博士论文是台湾学者刘绍华的博士论文，，也是一部非常优也是一部非常优

秀的纪实作品秀的纪实作品。。

自传体在纪实文学创作中变得日渐重要自传体在纪实文学创作中变得日渐重要，，英英

国作家乔治国作家乔治 ··奥威尔曾创作了自传体纪实三部奥威尔曾创作了自传体纪实三部

曲曲：《：《巴黎伦敦落魄记巴黎伦敦落魄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通往威根码头之路》《》《向加向加

泰罗尼亚致敬泰罗尼亚致敬》。》。奥威尔说奥威尔说，，““我认为我并不一定我认为我并不一定

非得严格地按照事情的发生顺序去写非得严格地按照事情的发生顺序去写，，但我所描但我所描

写的一切确实曾经发生过写的一切确实曾经发生过。。””这些书不是学术意义这些书不是学术意义

上的社会调查上的社会调查，，而只是作者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而只是作者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深深

入实地考察后的纪实文学入实地考察后的纪实文学。。作品深刻厚重作品深刻厚重，，显现显现

了奥威尔不同凡响的作家品质了奥威尔不同凡响的作家品质。。

再次再次，，如何界定事实与虚构的边界如何界定事实与虚构的边界，，已成为纪已成为纪
实文学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实文学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在文学和新闻在文学和新闻

之间架起了桥梁之间架起了桥梁。。那个时代的叙事大师惯常在此那个时代的叙事大师惯常在此

桥上来来往往桥上来来往往，，沃尔特沃尔特··惠特曼惠特曼、、马克马克··吐温吐温、、查尔查尔

斯斯··狄更斯都曾为报纸写作过狄更斯都曾为报纸写作过。。2020世纪世纪6060年代年代，，

汤姆汤姆··沃尔夫沃尔夫、、诺曼诺曼··梅勒等人以梅勒等人以““新新闻主义新新闻主义””写写

作为旗杆作为旗杆，，对纪实文学的创作疆域进行了拓展对纪实文学的创作疆域进行了拓展。。

这并非一两个人头脑发热的结果这并非一两个人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生活现场而是生活现场

日益复杂化后日益复杂化后，，要求纪实文学也要不断发展要求纪实文学也要不断发展，，催逼催逼

着作者从单纯旁观者的叙述着作者从单纯旁观者的叙述，，到创造出一种到创造出一种““更大更大

胆胆、、更具有难度更具有难度””的文体的文体。。

无论写短篇或长篇的纪实著作无论写短篇或长篇的纪实著作，，盖伊盖伊··特利斯特利斯

都会列出提纲都会列出提纲。。他会像电影导演一样他会像电影导演一样，，用场景的用场景的

方式来思考创作方式来思考创作。。他在纸上画好路线他在纸上画好路线，，标注出从标注出从

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

物的全部过程物的全部过程。《。《被仰望与被遗忘的被仰望与被遗忘的》》分三部分分三部分：：纽纽

约约、、大桥和各种人物大桥和各种人物。。这些素材看似普通这些素材看似普通，，但被作但被作

者用不同的者用不同的、、更具个性化的方式挖掘并利用了起更具个性化的方式挖掘并利用了起

来来，，展现出纪实文学前所未有的新魅力展现出纪实文学前所未有的新魅力。《。《王国与王国与

权力权力》》长达长达4242万字万字，，像一部长篇小说像一部长篇小说，，它描述了它描述了

““撼动世界的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纽约时报》》””。。这部作品确实实现了这部作品确实实现了

作者的雄心作者的雄心————““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前人未至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前人未至

之境之境””。。盖伊盖伊··特利斯在纪实写作中特利斯在纪实写作中，，从不编造姓从不编造姓

名名，，也不编造个性也不编造个性，，以及随意改造事实性的信息以及随意改造事实性的信息，，

而是通过调研而是通过调研、、信任以及建立关系信任以及建立关系，，来了解真实的来了解真实的

生活生活。。

和盖伊和盖伊··特利斯及约翰特利斯及约翰··麦克菲等只以纪实类麦克菲等只以纪实类

创作为主的作家不同创作为主的作家不同，，有些作家不仅创作纪实作有些作家不仅创作纪实作

品品，，同时还进行虚构类的小说创作同时还进行虚构类的小说创作。。最典型的是最典型的是

奈保尔奈保尔，，他总是左手纪实他总是左手纪实，，右手小说右手小说。。然而然而，，虚构虚构

和纪实的界限在哪里和纪实的界限在哪里？？虽然大多数读者会将诺虽然大多数读者会将诺

曼曼··梅勒的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刽子手之歌》》视为非虚构的经典之作视为非虚构的经典之作，，

但作家认为它最终不是纪实作品但作家认为它最终不是纪实作品（（见见《《巴黎评论巴黎评论》》

的访谈的访谈）。）。他说他在创作时意识到他说他在创作时意识到““事实和虚构之事实和虚构之

间有一个有趣的互反关系间有一个有趣的互反关系””，，他他““越尽量地描写实越尽量地描写实

际情况际情况，，它就越显得虚构化它就越显得虚构化””。。杜鲁门杜鲁门··卡波特的卡波特的

《《冷血冷血》》也被誉为非虚构的经典之作也被誉为非虚构的经典之作，，但主人公有但主人公有

印第安血统是作家附加上去的印第安血统是作家附加上去的，，那么那么，《，《冷血冷血》》到底到底

属于纪实还是小说属于纪实还是小说？？

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创造出新的创造出新的

形式形式，，但是但是，，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需要优质的地图越需要优质的地图

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我认为我认为，，在事实与虚构之在事实与虚构之

间间，，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纪实作品不能增添纪实作品不能增添、、不能不能

欺骗欺骗，，不能干扰他人不能干扰他人；；不能因自己的观察而导致观不能因自己的观察而导致观

察对象发生变化察对象发生变化；；不能出现合成人物与合成场景不能出现合成人物与合成场景；；

不能糅合时间不能糅合时间，，让读者误把一个月当成一天让读者误把一个月当成一天。。作作

者仅在他听到或看到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直接引者仅在他听到或看到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直接引

语语，，不加引号的对话和陈述不加引号的对话和陈述，，是在作者肯定确有其是在作者肯定确有其

事的情况下释义改写的事的情况下释义改写的。。纪实作品并非不能描述纪实作品并非不能描述

想象想象，，但是但是，，当纪实作者在进入想象领域时当纪实作者在进入想象领域时，，应该应该

用用““我猜想我猜想””、、““对我来说似乎是对我来说似乎是””等词汇明确表明等词汇明确表明，，

不要让读者产生误解不要让读者产生误解。。

我想我想，，检验纪实作品是否真实还有个清楚而检验纪实作品是否真实还有个清楚而

简单的试金石简单的试金石，，即作者有没有想要刻意欺骗读即作者有没有想要刻意欺骗读

者者。。如果作者有所隐瞒如果作者有所隐瞒，，应该坦白地告诉读者应该坦白地告诉读者。。

刘绍华在刘绍华在《《我的凉山兄弟我的凉山兄弟》》的自序中坦言她的主要的自序中坦言她的主要

田野研究地点田野研究地点———凉山昭觉县的—凉山昭觉县的““利姆乡利姆乡””是化是化

名名。。她声称她声称：：““我的研究伦理让我必须用代名称呼我的研究伦理让我必须用代名称呼

它它””。。那么那么，，这种这种““代名代名””是否可行是否可行？？是否在纪实文是否在纪实文

学作品中学作品中，，要求百分之百的全部真实要求百分之百的全部真实？？如何体现如何体现

纪实作品的文学性纪实作品的文学性？？纪实文学和新闻特稿的界限纪实文学和新闻特稿的界限

在哪里在哪里？？是否可将纪实文学中的是否可将纪实文学中的““真实原则真实原则””改为改为

““真诚原则真诚原则””？？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廓清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时廓清。。

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充满了探索充满了探索。。

但是但是，，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他所要做的是他所要做的是，，

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讲述一个和小说家一样讲述一个和小说家一样

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故事。。纪实文学正在日益壮大纪实文学正在日益壮大，，它充满了它充满了

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可能性，，因为因为，，无论任何时代无论任何时代，，人们对真相人们对真相、、

对内幕对内幕、、对故事的需求都是永久存在的对故事的需求都是永久存在的。。我认为我认为，，

即便在互联网实时传播的快节奏之下即便在互联网实时传播的快节奏之下，，当即时的当即时的、、

碎片化的新闻消费已成时尚碎片化的新闻消费已成时尚，，但大众对具有深度但大众对具有深度

和力度的纪实作品的需求和力度的纪实作品的需求，，不仅没有减弱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反而愈

加旺盛加旺盛。。未来未来，，纪实文学一定大有可为纪实文学一定大有可为。。

“

”

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纪实文学的发展需要打破常规，，，，，，，，，，，，，，，，，，，，，，，，，，，，，，，，，，，，，，，，，，，，，，，，，，，，，，，，，，，，，，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创造出

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新的形式，，，，，，，，，，，，，，，，，，，，，，，，，，，，，，，，，，，，，，，，，，，，，，，，，，，，，，，，，，，，，，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深入挖掘下去，，，，，，，，，，，，，，，，，，，，，，，，，，，，，，，，，，，，，，，，，，，，，，，，，，，，，，，，，，，，，，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越需要优

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质的地图和精准的罗盘来定位。。。。。。。。。。。。。。。。。。。。。。。。。。。。。。。。。。。。。。。。。。。。。。。。。。。。。。。。。。。。。。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我认为，，，，，，，，，，，，，，，，，，，，，，，，，，，，，，，，，，，，，，，，，，，，，，，，，，，，，，，，，，，，，，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事实与虚构之间，，，，，，，，，，，，，，，，，，，，，，，，，，，，，，，，，，，，，，，，，，，，，，，，，，，，，，，，，，，，，，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一定是要有界限的。。。。。。。。。。。。。。。。。。。。。。。。。。。。。。。。。。。。。。。。。。。。。。。。。。。。。。。。。。。。。。

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写小说更像一个试错的过程，，，，，，，，，，，，，，，，，，，，，，，，，，，，，，，，，，，，，，，，，，，，，，，，，，，，，，，，，，，，，，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充满了探

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索。。。。。。。。。。。。。。。。。。。。。。。。。。。。。。。。。。。。。。。。。。。。。。。。。。。。。。。。。。。。。。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但是，，，，，，，，，，，，，，，，，，，，，，，，，，，，，，，，，，，，，，，，，，，，，，，，，，，，，，，，，，，，，，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纪实作家是戴着镣铐跳舞，，，，，，，，，，，，，，，，，，，，，，，，，，，，，，，，，，，，，，，，，，，，，，，，，，，，，，，，，，，，，，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他所要

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做的是，，，，，，，，，，，，，，，，，，，，，，，，，，，，，，，，，，，，，，，，，，，，，，，，，，，，，，，，，，，，，，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在不违反事实的前提下，，，，，，，，，，，，，，，，，，，，，，，，，，，，，，，，，，，，，，，，，，，，，，，，，，，，，，，，，，，，，，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讲述一个

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和小说家一样精彩的故事。。。。。。。。。。。。。。。。。。。。。。。。。。。。。。。。。。。。。。。。。。。。。。。。。。。。。。。。。。。。。。

纪实文学的新变化和可能性纪实文学的新变化和可能性
□□丁丁 燕燕

责任编辑：行 超 电话：（010）65001102 电子信箱：wybwxb@vip.126.com 文学评论 2017年12月15日 星期五

■第一感受

新观察新观察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已经很少有人能耐着性

子坐下来安静地读一本书，潜心作文的人更是少得

可怜。我亦不能免俗，然而俊苗的《旧梦琐忆》，我却

分外认真地拜读了。我惊喜的是文化新人的涌现，

同时也觉得我读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往昔所缺乏的

在文化方向锲而不舍的精神。

在山西作家的队伍里，俊苗算是后起之秀，她的

散文集《旧梦琐忆》是一本回忆过往、回忆乡土生活

的书。我们知道，农耕文明的社会里有勤劳、淳朴、

善良，也有饥饿、焦苦和困顿。我是从那个年代走过

来的人，知道那时的农村除了时常填不饱肚子以外，

还有许许多多生活困苦需要我们去克服。但是一篇

接一篇读俊苗的文章，你会发现她对乡土生活其实

是一种选择性的回忆，经她过滤后，过往只剩下了真

善美。例如：她在《冬日》里写道：“天一冷，人也变懒

了。只有老人闲不住，依旧爱串门，却也只限于左邻

右舍之间的走动了，身上的棉袄穿了多年，拆拆洗

洗、缝缝补补，里边的棉花早成了烂套子，穿在身上

不暖和不说，还像套了件硬盔甲，即便这样，还是要

每天裹着破袄出去转转……几个老人围着火盆，絮

叨会儿年景，絮叨会儿陈年旧事，再絮叨会儿人心不

古……”她能把物质匮乏的年代写得平实、恬淡，悠

悠地透出一种慢生活的美！

大多数女人写散文，一溜儿细细密密的碎步儿

如戏台上的旦角，性急的人看不得，喜欢的又是一些

只看颜色的看客，一个劲儿地叫好，若问好在哪里，

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他们看的是明艳、看的是

姹紫嫣红，看的是乱花迷人眼的热闹、纷繁。俊苗不

一样，她的文笔极好，落笔轻盈却力透纸背。她的文

字更像原野上星星点点的野菊花，就那样寂寞、安静

地开在秋阳里，含光蕴秀、跳跃轻灵，用一种冷香引

领着我们走进她的回忆里，品沧桑、阅古今。

俊苗的人生之路走得并不顺畅，但这并不影响

她的开朗豁达，《旧梦琐忆》里，挤满了她的小欢喜，

即使写苦难，她也写得平静从容，例如在《青黄不接

二三月》里她写道：“往往我要用一声叹息打断自己

的臆想，我不知该为山村女人的淳朴、巧思所赞叹，

还是该感谢上苍的好生之德，毕竟没有下籽播种，却

有野菜可填肚子，供乡民在青黄不接的时节里，把日

子支撑下去……即便是吃糠咽菜，小伙子们还是一

日日长得健硕高大了，年逾古稀的老人们在嚼着野

菜的时候，脸上也不见颓废之色，甚至很少说一句泄

气的话，我想或许他们根本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但

他们知道一句话：生下来，就要活下去。”不发泄、不

抱怨、不怨天尤人，这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学功底，还

需要一种胸怀，一种人生境界。

文人最难戒的就是卖弄之心，俊苗则像个散漫、

淡定的旅人，她只是一路走，一路如实地记下了自己

的人生境遇和感触。这种境遇也许很平凡，这感触也

许很普通，然而是她自己的，她舍不得丢，她知道自己

是易朽的，自己的文字也是易朽的，不过她不在乎。

另一方面，她相信人生最本质的东西最终还是单纯

的，而且永远不会消失。所以她能放下“语不惊人死

不休”的虚荣心，呈现的是自然，是本色。

但是文章一味的平铺直叙就成了流水账，所以

散文是讲究味的。平淡而要有味，这就难了。一个

人写散文，是因为他（她）品尝了某种人生滋味，想把

它写出来。人间至味本就是以原味取胜，酸甜苦辣

只是佐料，前提是东西本身要好。林语堂有一妙比：

只有鲜鱼才可清蒸。家无鲜鱼，就不要宴客。换句

话说就是：心中无感受，就不要作文。《旧梦琐忆》的

题材很好，有童年记忆、有民风习俗、有村景风貌等

等，无论是叙事、抒情、议论、写景、咏物，她都能做到

不无病呻吟、不附庸风雅、不敷衍塞责、不没话找

话。她不是大厨，做不了高级大餐，只是认真地将生

活琐事揉搓成了餐前小点，供读者享用。她这种尊

重文字，不用文字骗人骗己的作风与精神，其实值得

我们每一个写作的人学习、借鉴。

如果说读书是播种思想，那么写作便是思想所

结出的果实。读俊苗的文章，你能领略到一种恬淡、

沉静之美。从童年开始一直写到现在，林林总总，字

里行间流淌着一种悠远和缠绵。我知道，她特别在

意而且珍惜这些生活琐事和细节，并把这些散珠碎

玉串缀在一起，珍藏起来，让它们在岁月的行进中沉

淀酝酿，并让它们发光发热，为自己也为读者提供养

分和能量。这些小故事、小秘密、小欢喜如潺潺小溪，

一路欢笑，一路蹦跳，走自己的路，思考自己的思考，

感悟自己的感悟，遇石翻细浪，逢草抖绿绸，不舍昼

夜地奔向远方。

我一直合不上书，眼前浮现着所有的前尘往事，

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的人也合不上《旧梦琐忆》里那

些乡村琐事、风土人情，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

物从艰辛的抗争到麻木和沉沦……那些情节飘入云

端、落入水中，风吹过，必会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书最终还是合上了，但脑海里突然蹦出一句古

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惟愿这种气

候恒久再恒久，让俊苗这样具有乔木之质的文学新

秀，蹿长到应有的高度。

■短 评

尊重文字 尊重生活
□崔 巍 罗雄的诗集《中华正气歌》气势宏大，

具有史诗般的特质，这与罗雄诗歌的描写

对象是分不开的。这部诗集是为缅怀开国

元勋刘少奇而写，罗雄以叙事诗的形式，抓

拍刘少奇生命历程中一个个重要镜头，让

我们看到了刘少奇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

巨人身影、高尚人格、历史贡献和深远影

响，诗作既是在描写刘少奇伟大而悲壮的

人生轨迹，也是在勾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开国史”和共和国前期的“建设史”。

《少奇颂——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5

周年》凝练、精短，却具有史诗般的特质和

韵味，作者抓住伟人的独特经历、重大举

措、重要历史片段展开“特写镜头”式的描

写，构成罗雄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我们

只要看看诗集第二部分“辉煌的足迹”中若

干诗作的标题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如“刘

九书柜”、“安源路矿”、“收回汉口英租界”、

“临危受命新四军政委”、“突破封锁回延

安”等，上述标题都显示出作者对刘少奇所

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所留下的辉煌历史

片段的准确把握和描写。《刘九书柜》写道：

“刘九书柜的雅号/像砂砾中的金子闪亮晶

莹/像纺车前油灯的火苗/点亮一个山村孩

子最初的行程”。“刘九书柜”是诗人对刘少

奇伟大而悲壮的一生所作的最初剪影。

语言的朴实、生动、新颖，构成罗雄诗

歌的第三个突出特点。《竹沟传奇》写道：

“少奇的伟大与平凡/同国人的命运一样/

几多喜乐/几多平淡/几多宽容/几多善良/

几多神奇/几多磨难/几多曲折/几多辉煌/

也像竹沟镇的石榴/永远奉献着甜蜜与芬

芳”。诗人用丝毫不雕饰的日常生活语言

形象地写出了伟大又是平凡的性格和人生

特点。

《东湖塘的香樟》写道：“1969 年/春天

电闪雷鸣/夏日持续高温/秋来风吹落叶/

冬至寒气袭人/生灵墨面/草木凋零”。从

字面意义是写1969年自然的四季交替，非

常具象，仿佛能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从其内蕴的意义看，则是写1969年中国社

会严峻、残酷的政治环境。《在刘主席遗像

前》写道：“每当我看到这帧照片/或是在照

片旁走过/我都不忍心多看一眼/无限的伤

痛总是让泪水充盈眼眶/三米长的展柜/像

一个世纪那样漫长”，描写“我”心情的沉痛

和脚步的沉重，可谓新颖而贴切。

罗雄曾长期工作在乡、县基层，正是有

了这样的经历，他的作品才能植根于生活

沃土，吸收精神营养，沐浴时代阳光，充满

了文化气息和责任意识。

史诗气魄与特写镜头
——读《中华正气歌》 □余三定

诗集《灯火》是镇江市委宣传部主编的

一部讴歌道德模范先进人物的作品集。诗

集共44首诗，完全出自生活在基层的草根

诗人之手。他们的审美观念是民族的，遵

循着传统的诗学，有着较多文化意蕴和人

性光辉。他们以自己的社会阅历、生活感

悟、学识水平、写作基础以及对写作对象事

迹的熟读、学习、琢磨、溶入，终于深受感

动，写出了以情动人接地气的诗篇。

读完《灯火》中的诗稿，我被不少作品

中的诗情打动。虽说是抒情诗，但能感受

到隐藏其中的动人事迹，这些作品没有更

多的文字技巧，却有精心的构思和立意。

比如写一个数十年如一日，每年清明都为

一个当年牺牲的新四军战士祭扫的拥军老

人，作者采用了烈士、老人、老人后代三个

角度的对话形式，很富有感染力（赵康琪

《清明泪》）；纵使一个小小的意象，也能给

人以全新的感觉，比如写一个环卫工人从

深夜工作到清晨，作者用了“拖着最后一车

垃圾，像一个移动的拉链头/慢慢拉上了这

个城市的夜晚”（纯子《对一个清洁工的描

述》），横空出世的鲜活想象——“拉链头”，

十分贴切而富有感染力。

全书讴歌了44位社会底层的先进人

物，他们当中没有冲锋陷阵建功立业的英

雄，而是当代社会精神高尚的普通人。他

们有的是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不惜倾囊助

学的无私老人——“写他的生平，宜用阳

光/抒他的情怀，宜蘸春风/燃已为柴，照彼

心灵/掘已为矿，炼彼为钢/从不希冀此生

立碑写传/只愿，心灵之舟有涯有岸”（张晓

波《他的名字叫仲义》）；有的是丈夫去世后

依然不离不弃照顾年迈公婆及残疾兄弟的

农村妇女——“你像一颗闪亮的露珠/跌碎

了晶莹/折射出耀眼的光芒”（唐军《许下大

爱在人间》）；有的是为了保护人民利益勇

斗歹徒，身负重伤仍紧追不舍擒拿凶犯的

年轻交警——“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传说/传

说中有太多的悲欢离合/而你说/‘我要做

的就是让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王天玉《铁

血男儿》）；有的是几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

病重丈夫，四处寻医问药的农村妇女——

“你是一只鸟/我的背是你的窝/车队是枝

头/社会这棵大树/任我们栖息”（蔡炜《我

要永远背着你》）；有的是扎根农村帮助农

民集体致富，坚持科技兴农付出全部心血

的基层干部——“50多年啊/你的容颜从青

春到苍老/你的身姿从挺拔到弯曲/你的步

履从矫健到蹒跚/ 但你对那片土地的热爱

一直没变/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梦想一直

没变/追梦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一直没变”

（蔡永祥《写给赵亚夫》）。这些诗有文采、

有情味、有哲思、有风骨，阅读它们是一种

审美享受，诗情陶冶道德情操，更有显著的

社会效应。

更重要的是，这些诗的作者全部都是

镇江本地培养的业余诗人，他们更了解大

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完全是为了大

众而写诗，因此深受大众欢迎。这部用诗

歌形式抒写先进典型面向大众的诗集，是

一种探索和实验，也是诗歌面向大众的一

大收获，相信会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

感慨·感动·感恩
——读诗集《灯火》 □黄东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