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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说，福克纳写来写去，只写了“邮票大”一块地

方。这不免有点儿夸张。其实他笔下的那块地方并不算太

小——付秀莹笔下的那块地方才小，与福克纳笔下的那块

地方比较起来，她那块地方就只能说比“邮票还小”了。她

写来写去，只写了一个小小的村庄——芳村。她的几乎所

有作品，都是建立在芳村这块土地上的。

就空间的占有而言，这世上的作家分两路，一路是开放

性的，东西南北，攻城略地，四处扩张，空间扯得很大。海明

威便是这一路的。他这一辈子写美洲、写欧洲、写非洲，写

了太多的地方，陆地不能满足他的“野心”，直写到了无边无

际的大海。一路是收敛性的，有节制的，不跑马圈地，不扩

张文学的领土，倒喜欢在一方小小的土地上做文章，有意

的。在后者看来，与其海阔天空，不如就在一块小小地方踏

踏实实、好好地做一番文章，细细地写、深深地写、彻彻底底

地写，写它个不分男女老少皆原形毕露，将文章真正做到

家，直到抵达圆满。如此这般，很有做实验的感觉，看看这

封闭性的一隅，人性究竟是如何表现的。这块地方就是实

验室——实验室自然不大，但它研究的却是全部人性，折射

的却是无比大的空间。从这点而言，福克纳与海明威，只是

写作的路数不一样而已，形而上的空间却并无大小之区分。

芳村不小，芳村很大。它几乎就是整个的中国农村，是

中国农村的缩影，甚至更大，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只写比

“邮票还小”的芳村，其实也是一个颇为艺术的构思和安排。

我想，付秀莹之所以如此“局限”自己，是因为她本就不

是一个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广泛涉猎不同疆域的人，她最

熟悉的空间也就是生她养她的芳村。表面上看，她虽然已

走出芳村，但实际上她永远也走不出芳村。那块地方培育

了她的价值观、情感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式和美学趣味

等。也只有那块地方可以慷慨地、源源不断地向她无私地

提供写作资源。她也绝不嫌弃芳村的资源，因为她已经聪

明地发现，芳村资源是优质的，并且是独一无二的。那些风

土人情、乡村故事，定能够帮她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也

许，她会终于不再写芳村，但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在

她觉得，其他的空间，还没有与她的肉体和灵魂完美融合，

而芳村的资源也没有现出枯竭的先兆。

“风俗画”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传统。我们在

《红楼梦》中——甚至是在更早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就看到中

国文学家们对风俗画的喜爱。而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对

风俗画的描绘则已蔚然成风，并对风俗画的意义有了十分

理性的认识。无论是在倾向于写风俗画的沈从文那里，还

是在并不特别在乎写风俗画而另有意图的鲁迅那里，都有

许多地道的风俗画描绘。进入上世纪80年代，风俗画的传

统又再度续上，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登峰造极，汪曾祺等人

以及他们的书写一时成为批评家和文学硕士、博士们的热

门论文题目。在此风尚之中，甚至还出现了一批伪风俗画

的作品。

但到上世纪末，文学被其他种种心思所牵，更因时代气

场的转移，这一风气式微，风俗画与我们的文学渐行渐远。

恰在此时，付秀莹不声不响地出现了。她竟然又开始了与

这一传统的悄然连接，并且更加专注与认真，也更加自然。

我们在她的几乎全部作品中都看到了她的这一难以消退的

兴趣。也许在她这里，这并非是一明确的意识，只不过是她

觉得既然书写乡村，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入风俗画——乡

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这些繁多的风俗。它不仅影响

了乡下人的世界观和生活情趣，也是乡村生活的重要内容，

许多乡村故事是与这些风俗纠缠在一起的。

生老病死、婚丧礼仪、民间宗教以及各种各样乡村节

日——有些节日也许不仅仅属于乡村，但乡村有乡村的方

式，一个乡村又有一个乡村的方式，这一切才使乡村生活成

为与城市生活不一样的生活。它们既是乡村的符号，也是

乡村与其无法剥离的现实生活。它们最终形成了具有一定

稳定性的风俗画，一代一代延续着，常看常新。我们发现这

些风俗又常常是与中国特有节气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节

气便成为她的作品的重要元素，最终导致她不写节气就无

法让她的人物出场、无法开始故事的叙述。这部长篇小说

一开头，竟然用好几页文字，不慌不忙地按时序写了各种节

气以及与节气相关的若干风俗。接下来的叙述与描写，风

俗画无数次地镶嵌在她的行文之中。我们现在无法设想，

若将全部风俗画从她的作品移除出去，她的小说是否还能

存在。当然，我们也会这样发问：若无这些风俗画，乡村生

活是否还存在？是否还是乡村生活？

就付秀莹而言，她沉浸于风俗画的书写，可能还因为这

种书写满足了她的美学情趣。这种情趣含有诗性，含有远

古的缥缈与神性。

世上小说无非两种，一种是写日常经验，一种是写震惊

经验。

付秀莹的小说通常只写日常经验，而不写震惊经验。

无论《爱情到处流传》等短篇小说还是这部长篇小说，写的

都是一些日常琐事。这些事甚至连事件都谈不上，只能算

作事情。这些事情平平常常，甚至平平淡淡，事情的发展很

难说有什么高潮，更难说高潮迭起。她的作品经不起我们

认知的小说情节设计的通常格式去衡量，因为它完全是按

另样的小说理念写就的，搭不上。这些小说理念几乎就是

她个人的，因为我们在以往的小说史上，还很少见到如此日

常的小说。上世纪80年代，曾有新现实主义浪潮兴起，一

批作家热衷于日常经验的写作，“一地鸡毛”成为那个时期

得宠素材的象征。但现在回头去看，这些日常经验依然在

情节上是有很用心的安排的。而付秀莹的小说，看上去在

情节安排上是没有什么心机和计划的。我们甚至很难说她

的作品有什么情节。面对她的小说，过去的那套小说艺术

的条条框框，几乎没有任何解释能力。可是只要开始阅读，

你又无法抗拒它的阅读魅力。就在比新写实主义的日常经

验还要日常的经验之中，我们被她的看似平常的叙述无声

地掌控，而不知不觉地失去自己。

当我们真正回到人类生活的本真状态时，也许我们会

承认付秀莹是有理的：人的日常状态就是如此，并无大起大

落的事情，也无看上去特别严重的事情，一切就是那么回

事，并非如从前小说写的那样忽上忽下，波澜壮阔——波澜

虽有，但弧度很小。小是小，却依然抓人，甚至比那些写震

惊经验的小说还要抓人。究其道理，大概就是如此状态更

切近实际存在之状态。

但付秀莹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事实：这世界上并非没有

震惊经验，但这些震惊经验，常常是日常经验积累到一定程

度之后的突然爆发。付秀莹创造了付秀莹式的结尾：还是

一副平平淡淡的样子，还是一种平平淡淡的叙述，最后事情

忽然陡转，变得异常严重。看似突然，但细察，就觉得这般

严重实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必然的结果，人家是早

有伏笔的，完全合乎逻辑。这些结尾往往只三言两语，并且

在叙述上依然波澜不惊。这就是付秀莹的小说艺术。

在付秀莹这里，文学性是至高无上的。她的院校背景，

我们似乎在她如此乡村的作品中不太能看得出来。我们似

乎很难将如此风格的文字、情调和生活，与她高等院校的学

习背景联系起来。新时期出来一批有院校背景的作家，但

他们的腔调以及关注的生活领域，显然与她两样。即使写

乡村，也一定不是这样的乡村。一看就是局外人。院校培

养了一批这样的作家。那么，付秀莹的学院背景果真没有

对她的写作产生影响吗？否。我们只要仔细追究，细心体

会，就会很容易在她的文字背后看到一种文学态度，而这种

态度一定是与院校背景有关的，这就是：十分看重作品的文

学性——并且是十分纯粹的文学性。她的打着付秀莹烙印

的文体本身，就是院校学习的产物。与她同时，写乡村的小

说很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马上就能发现她的乡村小说与

非院校背景的作家所写的乡村小说的明显差异。我们这里

无意说两者高下，而只是说一个事实。

她写，肯定不只是一门心思地去写乡村生活，在写的过

程中，她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小说是一门艺术”的理念固执

地坚持着。她会考虑结构的问题、语言的问题、语调的问

题、意境的问题……一切小说要考虑的艺术问题。大概也

正是她如此在意小说的艺术问题，由她创造的这些文本才

会成为我们今天文学批评的话题。关于她的小说，我们有

许多话可说。比如风景描写。我们很少看到今天的小说家

像她如此恋迷风景。这是一个失去风景的时代。而在她这

里，若没有这些风景，文字活动简直无法进行。阅读她的作

品，我们随时可以与风景相遇——一路风景。而她的风景

又是别具一格、气象非凡的。她的风景背后，似有中国古典

诗歌的风韵。世间万物，在她这里，都是有灵的。再比如她

小说中的象声词。她的小说永远是有声音的，风声雨声，蝉

鸣蛙鸣，这世上，就没有无声之事物。而她的象声词常常是

她独创的。“远远地，谁家的鸡开始打鸣儿了。我——一声

儿，我——一声儿，我——又一声儿。紧跟着，像是故意凑

热闹，又有一只鸡叫起来。我——我我——我我我——我

我我我我——”“雨丝细细的，一千簇一万簇银针似的，从

半空里落下来。落在树木上，花草上，苏苏苏苏的乱响。”

“骑上电动车，日日日日日就走了”……这些象声词，远比我

们从前的词典里规范的象声词更形象更准确也更容易让人

产生联想。她的作品似乎开创了一个象声词的新时代。再

比如……

付秀莹的小说世界是极大丰富的。

“付秀莹文体”既是现代文学史的一脉相承，又是她富

有灵性的个人创造。

芳村培育了付秀莹的价值观、情

感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式和美学趣

味，也只有那块地方可以慷慨地、源

源不断地向她无私地提供写作资源。

在付秀莹这里，文学性是至高无

上的。在写的过程中，她会自觉不自

觉地将“小说是一门艺术”的理念固

执地坚持着。她会考虑结构的问题、

语言的问题、语调的问题、意境的问

题……一切小说要考虑的艺术问题。

文学评论 2016年11月16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行 超

■创作谈

惟
有
故
乡
不
可
辜
负

□
付
秀
莹

老乡的生活总让我们牵肠挂肚
——评蒋巍报告文学新作《这里没有地平线》 □李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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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快评 宋尾中篇小说《下半城》，《人民文学》201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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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聚焦 付秀莹长篇小说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陌上》：》：

一向不大好意思写创作谈。总觉得，一部作品出来，就由不得

自己了。是好是坏，得读者说了算。

然而这一回是个例外。对于《陌上》，竟然有很多话要说。

随着年纪渐长，对故乡的牵挂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也是初

老症状之一种呢？河北老家的那个村庄，那个村庄里的人和事，那

里的草木砖瓦、鸡鸣狗吠，都令我在遥远的异乡魂牵梦萦，日夜不得

安宁。

我在那个村庄出生，长大。至今那里还生活着我众多的亲

人，父亲已经步入了他的暮年，而母亲已经在村庄的泥土里长眠了

18个春秋。我同那个小村庄血脉相联，永不能割断。我几乎每天都

要给我的老父亲打电话。也没有什么事，不过是陪他说说家常。我

知道他的一日三餐，我清楚每一户人家的婚丧嫁娶、是非纠葛。甚

至，我熟悉那个村庄的每一声咳嗽，每一声叹息。对于“芳村”的痛

和痒，我了然于心。

你相信吗？有一度，那个遥远的“芳村”，竟然是我日常情绪的

晴雨表。谁家发达了，谁家败落了，谁家添了丁，谁家老了人，恩怨、

爱恨、情仇、甘苦……我的心起起伏伏，全是因了“芳村”。父亲的愁

眉、姐姐的哭泣、乡人们奔忙的身影，所有这一切，在我心中肿胀着、

肿胀着，令人寝食难安。

我想写写“芳村”。我想写写“芳村”的那些男人女人们。在时

代风潮中，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那些乡村人

物们，站在命运的风口处，随着时势俯仰，进退失据。他们内心所经

历的，也是芳村所经历的。我幻想着，写出了芳村，或许就是写出了

中国千千万万的村庄，写出了我们当下的乡土中国。至少，从某个

侧面，写出乡土中国在时代变迁中的波光云影。大约，透过这个时

代的波光云影，或多或少的，可以领略这个时代的山河巨变。

这部小说采用的是散点透视。确切地说，这部小说没有主人

公。我的责编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而是

芳村。他的眼睛真毒，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内心。

《陌上》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长篇结构。26个相对独立的短

篇，上一篇的某个人物一闪而过，可能恰恰是下一篇里的主角。芳

村的那些男人女人们来来往往，关系彼此勾连，时时有交错，不断有

回响。总共有多少人物出现，我并没有认真计算过。我幻想着，让

每一个人都活起来、飞起来，活泼泼的，成长为独特的这一个。这么

长时间了，他们其实一直在我心里折腾着，蠢蠢欲动。如今我放他

们出来，放他们在人间走一趟，成败荣辱，要看他们自己的缘分和造

化了，我奈何不得。

这部长篇写得辛苦。因为虚构和现实缠绕，有太多的情感牵

扯。也因为，要不断地开始。“万事开头难”，《陌上》的写作令我深刻

体验了这句话的重量。这是对叙事难度的一种挑战，也是对耐心、

意志以及才华的一种考验。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一直躁动

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

惟有故乡和亲人不可辜负。但愿我做到了。

下半城是重庆主城的发祥地，堪称重庆的母城，大致范围
是：从朝天门沿着东水门、望龙门等至储奇门一线，上边以新华
路为限。宋尾的《下半城》借助于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下半
城”，虚构出一个他精神意义上的“下半城”，然后又看着这个

“下半城”如文中的“老慢”一样消失，我想，他的内心至少有些
悲伤吧。

作为一个从湖北迁移而来的异乡人，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
滚打，宋尾俨然成了重庆城里地道的老文青。《下半城》里重庆
方言的使用，以及对以报业大楼为辐射圆心所描摹的下半城生
活，使得小说呈现出极强的画面感和重庆味道。他所写到的下
半城的日常生活，我想每一个为生计而奔波的重庆人都会深有
感触。路边流着污水的街道、简陋而杂乱的宿舍，宋尾在这样
极具人情味的日常生活里，依然怀着文学的理想。

宋尾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是媒体人。他排斥着媒体生活，但
媒体生活也在排斥着他。对他而言，纸媒的衰落与网媒的兴起，他早就失去了
关注的热情，一副疲态让他只想停下来慢下来。又或者说，他对过往的媒体生
活因为眷恋太深而不愿意跟着时代一起向前。就这样，宋尾以一个媒体人的

“不与时俱进”为反抗，留了下来。
一个老文青遇到一个记者，自然而然就孕育出“老慢”这个角色。老慢，一

个资深摄影记者的形象，一个饱读诗书的老文青，这是各种角色的宋尾的化
身。小说以“寻找老慢”为线索，不断娓娓道来，为我们塑造出一个熟悉的老
慢。老慢第一次在生态农场的消失，是作者刻意的安排。老慢第二次的消失，
他的身上闪烁着善良的光芒，遇见一个叫做慧娴的女人，被骗光所有的积蓄，可
老慢依然保持着老文青特有的淡定。因为消失，老慢逐渐不被大家理解。其实
不是老慢的消失，而是“我”、东灵、老光这些人自身一些东西的缺失。老慢和大
家之间的距离，慢慢地造就了一个精神病患者老慢，畸形社会的病症在此体现
得淋漓尽致。

小说的另一看点在于，“我”最终选择了和老慢同样的方式消失。在梦与醒
之间，在是与非之间，“我”选择脱光尘世所累而赤裸地躺下。小说的结尾看似
有些荒诞，但实际极具指向性。赤裸地死去，不就是我们向大自然的一种回归
吗？不就是我们对病态社会的一种远离吗？

《下半城》更像是一篇祭文，是对文中以老慢、“我”、东灵为代表的文艺老炮
儿的怀念，是对一代老文青兼具老媒体人精神坐标里消失的“下半城”的祭祀。

“下半城”的消失对他们来说是残酷的，甚至是致命的。

农民的生活状况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

而处于看不到地平线的中国大西南的贵州农村，更

是中国能否按时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蒋巍的长篇

报告文学新作《这里没有地平线》以对亿万老乡牵肠

挂肚的关爱，记述和描绘了贵州省海雀村这个“苦甲

天下”的村庄与贫困决战、脱贫致富的艰辛历程，刻

画在这个伟大进程中的领头人、原支部书记文朝荣

的动人形象。

蒋巍是一位容易动情的作家。新作采取的叙事

策略便是一再施放“催泪弹”，试图用那些令作者不

禁落泪的人和事，来打动读者、感染读者。

作品中，蒋巍多次写到流泪场景。第一次是彝

族姑娘罗荞花一曲山歌引发的泪水。海雀村是中国

著名的贫困角落，干旱、贫瘠，山里人骨头硬，不会

哭。在苗族跳花节上，罗荞花的一曲山歌却把所有

人都给唱哭了：“锅里断了粮，灯芯没了油，/雪草当

被，雨过没路走。/山里的日子眼里的泪，/哪年哪月

流到头？/哥你有心喊一声，/妹这就跟你走！/跟你

走，死在外乡——不回头……”歌词唱出了大伙儿的

心声，引起强烈共鸣，而歌词里所描述的场景，正是

当时海雀村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第二次恸哭是在

村委会分配上级救济衣被时。家里孩子多、生活困

难的大男人陈明德，因为抓阄没抓到棉被，当即抱头

哭号不止，为了劝慰他，抓到棉被的王学芳将棉絮让

给他，自己留下了布套。第三次是在街头，陈明德眼

瞧着孪生儿子心满意足地吃着面条和白面馍馍，感

到自己太没本事太对不起家人和孩子，泪流不已。

第四次是陈明德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挪用了580元公

款，主动向文朝荣坦白，悔恨不已而落泪。第五次是

文朝荣拿出自己闺女出嫁的“手礼”帮陈明德偿还挪

用的公款，而让陈明德感激涕零。

此外，于同江盼望生个儿子过上好日子，在老婆

连续生了三个女儿之后，酗酒打骂，逼死了老婆，在

文朝荣的教育下流下了后悔的眼泪；罗荞花嫁给李

保华后因对方渴望生男孩而遭遇离婚，回乡后无地

耕种的她意外地得到文朝荣的无私支援，将自己儿

子的三亩地让给她种，让荞花感动落泪；朱玉良多年

来对荞花不离不弃的爱情，最终打动了荞花，几次见

面荞花都不禁落泪……所有这些场景，都是作者着

意捕捉的生活中的动人瞬间。作家也力图将这些生

活中原滋原味的内容生动地讲述出来，将海雀村贫

困落后的面貌真实无遗地揭示给读者，以引起读者

的情感共振。

恶劣的自然条件、偏僻闭塞、交通不便，多子女、

疾病交加等沉重的负担，使海雀村的乡亲们长期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需要依靠外来的救济度日。而在

这个村子里，却有一个旗帜一样的党支部及其支部

书记文朝荣。他以身作则、敢于担当，吃苦在前享乐

在后，把好处让给大家，把困难自己扛起。他四次推

掉救济粮，每天最早起床，吹响铜哨招呼大伙儿上

工，当荞花因唱山歌遭到上级“批判”时他挺身而出

主动担起责任，为了群众利益他敢于冒犯上级被称

为火神爷。改革后，他提出海雀村发家致富三字

经。为了鼓励大家少生孩子，他带头做了结扎，还让

本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儿子和媳妇结扎。为了号召

大家上山种树，他把妻子准备给女儿坐月子的一百

多个鸡蛋都煮了给大家吃，又带着乡亲们深夜进城

先斩后奏“偷走”上万棵松苗。退休后依旧保持本

色，背篓、镰刀、笔记本不离身，时刻关心村子的发

展……这是一位朴实的村支书，他的事迹很平凡，但

他却是千千万万基层党支书的典型代表，是忠诚干

净担当的共产党员干部的突出代表。

文朝荣是作者竭力刻画和倾情讴歌的主角，而

罗荞花与朱玉良曲折的爱情故事则给本书染上一层

忧伤而美丽的色彩。因为不堪海雀村的窘困生活，

罗荞花无奈悔了与穷困潦倒的朱玉良的婚约，外嫁

到了富裕地区。然而，朱玉良却始终如一地照顾着

罗家的生活。等到荞花接连生了两个女娃被休返回

海雀村，朱玉良毫不嫌弃，两人喜结姻缘。是穷困让

一对已经定亲的男女分手，又是改革后不断变化发

展的新生活让这对苦命人终成夫妻。这个曲折动人

的故事正好折射出海雀村与贫困决战所带来的喜人

变化。

作者采取了前后对比的手法，表现脱贫攻坚战

实施后海雀村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新华社记者刘子

富笔下，1985年时中国贫困角落海雀村苗族老大娘

安美珍家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缺3个月的盐，一家四

口人只有三个碗，已经断粮多日。而到了2015年，

安美珍和儿子一家三口住上了120平方米的大房

子，家里有沙发、电视机、洗衣机，有牛有马和四只

猪，一年收获了两千斤包谷、一千斤荞子、一万斤洋

芋，饭甑里煮的是白花花的米饭。——海雀村人均

年收入近六千元，人均粮食三百多公斤，那段苦甲天

下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

在海雀村逐步脱贫致富的过程中，上级部门和

各级领导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作者如实记述了上

自中央下至省市县等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向海

雀村伸出的援手。这是我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

坚战中的一个走向成功的个案。从这个个案中，我

们仿佛看到了2020年七千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中

国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作为勇于担

当的报告文学作家，蒋巍两度深入海雀村，解剖这只

微小的“麻雀”，力图描绘出中国梦伟大征程的崎岖

坎坷与壮丽多彩。他用自己对老乡无比牵挂无比热

爱之心，倾情写下了一部有灵魂有温度的佳作。

作品特别注重海雀村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特

点，在叙事中更多地描述苗族、彝族的生活习俗、风

土人情，为作品镶染上了丰富多彩的颜色。譬如，苗

族称蝴蝶为妈妈，有独特的跳花节习俗。彝族女孩

成年时举行“换裙礼”，谈婚论嫁时必须请巫师“烧鸡

卦”，送手礼，结婚时进行“抢亲”等等，都为这部作品

添彩良多，赋予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