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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和柴米油盐一起进行
□陶丽群

我一向非常害怕对写作说

点什么，倒不是说对写作真的没

什么可说，而是觉得自己远远没

到能对写作说点什么的份儿上。

这些年参加大大小小的文学活

动，每当听到那些写作者严肃且

严谨地对写作发言，我总是一边

惊叹一边羞愧。到底，在写作上，

自己有没有那点天分，以及下了

足够的功夫有足够的专心？

譬如现在，我一边写下这些

文字，一边还留意厨房上煲的

汤，玉米香菇胡萝卜外加两截莲

藕，一锅乱炖。每天正正经经地

吃东西一般只有晚餐这一顿，早

上和午餐混一顿，一般是清茶和

微波炉烤的红薯，勤快时也会煮

个鸡蛋。偶尔还会煮点面条。我

不知道我的身体是怎么回事，早

上和午餐只要吃有油盐的东西，

我总会脑袋昏沉一整天，类似于

发低烧，这一天就算是白白过

了。写作阅读，或者是奔波生活

上的其他事情，全没了精神头。

尤其痛恨写作时脑袋昏沉，

敲打出来的句子也像一个腿脚

灌满铅的行人一样滞涩，阅读也

变得混沌，纯粹就是眼睛浮过文

字，进不了脑袋。吃这些寡淡无

味的东西，多半还是为了保持清

晰的思维便于把书本里的字词输

入脑袋，或者把脑袋里的句子敲

打出来，使得行文能够顺利按照

既定的思路进行……又绕回了写

作。

2013年离开体制成为一个

闲散的人之后，有更多的心思放

在写作上了。活到这把年纪，能

坚持下来的东西已经不多，某段

生命时间里要死要活拼命得到

的东西，也已经变得云淡风轻，

甚至可有可无。只有这枯燥而且

费力的写作还在顽固进行，像和

一个自己极为不服气的对手在

较劲。好了，这下终于有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跟你磕了。心里暗暗

这样想。这似乎也是个借口。想

写，或者有东西可写，并不会真

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挡得住你。

2013年之前一直是写中篇，虽然

尽心尽力，总体而言还是感觉温

吞无力，不满意，却无法突破。

2013年至今，中篇只写了两个，

倒是陆陆续续写了20多个短篇

（产量极少，发现自己不是一个

有时间就能出作品的写作者，很

沮丧）。这些万把字左右、不允许

你多一句半句废话、篇幅紧凑得

令人呼吸紧张的作品居然畅通

无阻全部发表了，比所写过的任

何一个中篇都让我感到安慰，目

前我也只能说安慰，跟满意还一

点边都沾不上。

很想总结一下这个发生在

自己写作过程中的有趣现象，但

很遗憾，似乎没什么看得见摸得

着的痕迹。譬如2007年之前，一

直都是写些报纸副刊上发表的

千把字散文，那年不知什么机缘

却突然写了一个两万多字的小

说，发表并且还运气非常好地获

得了当年的广西文学奖。

我记得2015年上鲁院深造

班时，有一次和宁夏阿舍、湖南

马笑泉、浙江方格子、四川贺晓

晴在去动物园路上时，他们一路

讨论写作，我一直走着，一声不

吭。马笑泉忽然转头问我：你怎

么不说话？我讪笑着回答：不知

道说什么。他说了一句：你一直

是摸着黑写吗？怎么会对写作无

话可说？

他的意思我明白，是说我没

有任何理论想法乱写一气，能走

到今天运气成分居多。似乎他说

得对，但谁又能运气这么好能摸

着黑写十来年？

我一直对2013年很敏感，说

到写作，这一年是绕不开的。只要

不外出和不能动弹，每天除去忙

关于柴米油盐的事情，剩下的时

间全都搭到阅读写作、瑜伽和跑

步中去了，这逐渐成为一种铁一

般固定的程序，组成了我生活的

大部分。尤其是阅读。随着写作

不断深入，越来越感到阅读量少

是写作无可避免的硬伤。这个时

候才来谈阅读，虽然很丢人，但

是任何想认真写作的人都不可

避免的。

阅读和写作从这年起固定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保证一定数

量、带有思考的阅读是必须做

的。而写作，则审慎下笔，无法像

阅读那样每天进行，但每年保证

一定数量的创作，就算不满意，

也能训练文字的敏感度，这该是

对写作的最低要求了。

生活很琐碎和磨心，有生之

年都必须要投入极大的耐心和

毅力才能进行下去，而写作，于

我而言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了，剥离会使得生活失去平衡

感，我会活得头重脚轻的。

我正在进行《万年书——昭明太子大传》的

三稿修订，这是我的“地域文化”长篇小说系列

的第四部。自2000年开始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以

来，即着力于每部作品必须首先找到“地域文

化”的泥土，方才耕作。《父子连》讲述的是革命

型、建设型和新生代三代军人与中华传统甲胄

文化一脉相承下的尚武文化；《大富水》直面江

汉平原膏盐“孪生矿体”的资本工业与政治、经

济、社会、宗教、道德等交融下产生的“膏盐文

化”；《傩神》以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池州傩戏为叙事背景，企望揭示“人即神、神即

人”的傩的人性之本和文化之源……即便如此，

我依然对“文化”如何进入小说，有着诸多困惑

和探索。

明代王骥德在《曲律》中总结戏曲创作之

道：“俱博搜精采，蓄之胸中，于抽毫时掇取其神

情标韵，写律吕，令声乐自肥肠满脑中流出，自

然纵横该洽。”长篇小说就是一部大戏，它要达

到“纵横该洽”的高度和境界，“博搜精采”指的

即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有意汲取和无意浸洇。

我在长篇小说方面的创作，也是在竭力寻找如

此的文化根基。

我在长篇小说的准备阶段，十分重视时代

背景的选择，总觉得没有清晰的时代印痕，无论

是人物还是故事都可能浮萍化。作家迟子建说：

“在我眼中，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编织历史的大

都是小人物；因为只有从他们身上，才能体现最

日常的生活图景，而历史是由无数的日常生活

画面连缀而成的。”于是，我在《大富水》创作

中，选取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抗战胜利

近50年江汉膏盐产销的特定时代，同时从政治

角度主要塑造了与膏盐税利紧密联系的“父母

官”人物“侯堃”，从经济角度主要选取了具有时

代晴雨表意味的先进经济运营方式，从社会角

度主要采写了膏盐产销独有的资本工业分工结

构模式……试图在如此背景中，去拿捏极具时

代特性的事象或人物，构建这方文化地域。

文化是个大观园，千姿万种。它们如何为长

篇小说所用，我受过其利，也迷于其惑。其利是，

一些艺术留存在人物和故事中得以选用后，增

强了我的文体文化感、可读性和新奇味，比如我

在《傩神》中大胆地进行“引用”，写到主人公参

与傩舞《打赤鸟》时，全文引用三节“喊断”；写到

“文革”后复傩时，直接将傩艺传人给我画的傩

舞《舞回回》图案照搬到书中；在写到不同时代

的各种傩戏表演时，我选取了池州几乎所有傩

戏戏文……让读者对这一古老文化有了全新的

认识。当然，我也一直受制于部分文化载体的专

业性、个体性强的制约，在开掘、改造和选用上

不时出现硬伤。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秘鲁作家巴·略萨在谈

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风格时说：“他因为语言

地道和纯正而属于古典血统，但是并不僵化，也

不好用古语，而是更善于吸收民间成语、谚语和

使用新词和外来词。”语言作为文化，我多次尝

试着选择来自特定地域的方言和一个人区别于

另一个人独有的表达语汇来完善我的小说。如

果我的几个长篇正如我所想要冠以“地域文化

小说”之名的话，那么我是沾了它们的语言的光

鲜。《大富水》是楚文化下的语言体系，我刻意选

取了当地带有明显标志性反问句式“么子……

噻”。至于人物独到的表达叙事，我略有得意的

是《父子连》具有不同三代军人特色的“军语”、

《大富水》中张口就是“有句老古话：……”的黄

诚玖、《傩神》中见神说神话、遇人说人话的傩

傩。与其说，他们是小说人物，不如说是地域文

化的代言人。

民俗风情，是一个地域长期形成的风尚、礼

节、习惯等的总和，也是长篇小说讲好中国故事

的标志性要素之一。我努力地让婚丧嫁娶、节日

礼拜、宗法信仰等地域文化元素参与我的人物塑

造、故事建构，于是也得到了一些大家鼓励性的表

扬：《父子连》是“人物的性格史与时代风云、社会

变迁、人间冷暖、世间百态有机地融为一体”（丁临

一语）、《大富水》是“一部具有风俗诗、乡土魂的

作品”（雷达语）、《傩神》“采取了个性突出与地

方彩色很浓的私人化叙事方式”（张志强语）。

作家吉狄马加曾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生

活在一定的族群和社会里，民族的历史和民族

的文化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文化基础，每一

个民族的作家和诗人都有责任去保护和纯洁自

己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的文字。”文学透视的是人

类心灵的世界、显现的是人类生命的意义、展示

的是人类精神的力量，而这一切都蕴藏在民族

语言、宗教、心理、民俗、建筑和工艺等六大文化

之中。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因其阔大的架构和包

容，更能在人的精神时空中完成民族文化传承

的使命——我如此认识，也在如此践行和努力，

并且直到永远。

文化底色之上的长篇小说创作文化底色之上的长篇小说创作
□阮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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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在路上，，我们且行且写我们且行且写
本期话题：

在怀疑中前行
□周瑄璞

总会有一个时期，深深地怀

疑自己，还有没有写下去的能力。

曾经我以为自己会永不倦

怠，才思如泉，只要坐在电脑前

面，手指放在键盘之上，就像轻轻

拧开了水龙头，渴望的东西会涓

涓而出。也确实有那样的好光景，

那时候永远不知道累，永远有写

不完的话，那些语言的小鞭炮、思

想的小火花密集地炸裂，将我的

天空映出美丽的色彩，它们赋予

我坚定的自信。

2016年的大半时间，用在了

经营《多湾》上，采访、对话、签售、

研讨、评论专辑，读者见面，看似

半天时间的活动，都需要前期准

备，后期整理，每一件事都需要占

用时间去做，我总也不能开始新

的写作，于是发现一个可悲的现

象，写作产量直线下降，质量也变

得可疑，文学期刊上，渐渐少了我

的名字。作为一个作家，好像你只

有这一部作品，陶醉其间，总也走

不出“多湾”，一部作品，难道要这

样下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已

经羞于再提起“多湾”，朋友圈再

发有关《多湾》的消息，点赞越来

越少，我仿佛看到朋友们不屑的

眼神：除了《多湾》，你还有什么？

很多人都在问，《多湾》之后，

你将写什么？你将会写成什么样

子？关心我的人们，脸上呈现深深

的担忧。我何尝没有自问呢？一个

作家，要不断拿出新作，要一次次

超越自己，这是世人公认的常识。

手上正在写作的一个长篇，选题

高大上，进展却缓慢。起笔近两

年，只写了10多万字。平均每个

月不足一万字，有的情节进展不

下去，有些语言生涩干巴，似乎再

也没有了从前的灵气，没有了融

会贯通之气，想匆忙收场，又心有

不甘。我最常做的事，是将它打

开，浏览，关闭，不甘心，再打开，

再关闭。当然，这其间，也写了几

个中短篇，一些创作谈，泛泛发表

而已。

我愿意再用长久的寂寞与等

待，迎来下一部新作的诞生。而她

将是什么样子，还不能确定。我不

断自问，是什么让我倦怠，失去了

写作的热情和勇气？现在的我，只

是躲在自己的角落，默默炮制下

一部作品，艰难而又不甘，坐在电

脑前，手指常常闲置。写不下去的

时候，只在网上乱看，或者想尽办

法推后打开写作的页面，开机一

个小时，还是不能进入写作，好像

那是繁重的劳役，明知赋税在身，

逃不脱的，却是能躲一会儿是一

会儿，只将“要写作”当成一个说

辞和精神寄托，只在网上看到别

人光彩夺目的成就、层出不穷的

新作，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写作

者最痛苦的时候。为了配合这种

情绪，常常还要暗自落几滴眼泪，

由此变得脆弱敏感，别人的每个

话题，都在影射我的失败和无能。

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

天资庸常，半生枉然。

每一个下午和傍晚，都有面

对时光的无力感。什么都没有做，

怎么又是一天，一个在电脑前，

只写了几百字的人，也必须迎来

这一天的结束吗？一个又一个这

样无望的一天，足以让人对生活

失去信心，感到自己已然苍老，

失去了力量和奋斗的精神，已经

被这个时代淘汰，远远地看着同

行们大步向前走去，只将我一人

抛下。

时光老人在设置我们的生活

时，或许运用了一些特别的手法，

让我们不只是步伐均匀地向前

走，也不会了无牵挂地从一个胜

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老人家可

能布局了一些路障，环环相扣，曲

曲折折，会让我们绕一点路，甚至

走入岐途，跌进泥坑，或者干脆被

一种莫名的力量，阻止在路途上，

耽搁在迷雾中，我们不得已徘徊

四顾，惊慌不定，失了定力。难道

这是为着使我们看到更多的风

景，感受到别样的人生况味？甚至

应该折回身，沿着来时的路，拣拾

你掉落的东西，让你再体悟一下

初心？当我写下这段话，带着对自

己的嘲讽和厌倦，或许这又是自

我开脱，多像我们常见的心灵鸡

汤。

我没有必要硬撑着，做出一

副踌躇满志一往无前的样子。我

手写我心，就是诚实地写下此情

与此景，写出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此刻的我，坐在傍晚6点多的夕

阳里，窗外像一个辉煌的悲剧高

潮，窗内的我，陷入无望感，好像

这 2000字的作业，已然难住了

我，让我踟蹰一番，深深地怀疑自

己，是不是什么都不会写了。那天

收到鲁院严老师短信通知，转达

郭老师邀约的时候，我简直要感

动得热泪盈眶了：还有人记得我，

召唤我，而我这个正在消沉的人，

将要振作精神，试图用2000字，

证明自己的存在。

岁月和生活一点点收走了曾

经赋予我的青春与热情，我所拥

有的越来越少，可我始终还有诚

恳，永远真实地表达自己，假如我

的写作，只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反

面的例证，用最笨拙最传统的方

法，以多年之力，写出一部《多

湾》，然后，就再也拿不出像样的

作品，那么，愿赌服输，就这样吧。

也或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与

徘徊，重新树立起写作的勇气，那

散失的热情与才华，犹如神祇，再

次临幸于我，就像我们曾经看过

的那个动画片，女主人公呼唤：赐

予我力量吧。若是那样，我将感谢

命运，感恩文学，她再一次拯救了

我。当然，她就是什么都不再给

我，并且还将继续一点点收走，我

还是要感激这一切。从此，做一个

安静的人，依然关心文坛和文学，

面对书桌，心平气和，阅读这世上

众多优秀的作品。

大约 10年前，去贵州参加一个笔

会。我们赴乡间采风，一次偶然的交谈，

结识了她——那是我认识的真正意义上

的留守女人。新造的屋子宽阔荒芜，清冷

的水泥四壁，与满屋子的时间一起，淹没

了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时值春天，世界

翠绿，所有一切正往暖里走，这母子俩却

依然穿着冬天厚重的棉服。递水杯时偶

尔碰到她的手，冰彻，寒至心底。

那些年，我一直在写小说，与各种虚

构的人物打交道，邀请他们出入我的文

字。在生活之外建立另一种意义上的真

实，所谓文学的真实。

短篇小说《小艾今年十三岁》，女孩小艾13

岁，与祖父留守在家。父母离家多年，每次寄回

来的鞋子都不合脚，他们忘记孩子成长的速度，

衣服不是太长，就是太小。

做电影的何先生，通过朋友联系上我，打算

做关于留守孩子的电影，读了我的几个关于留

守家庭的中短篇小说，欲沟通合作意向。正逢

798独立电影展，我们约在一个播映处见面。天

寒地冻，暖气很充足。我们从独立电影题材，聊

到外面呼啸的寒风，就聊到了小艾。

相谈甚宜。直到谈到是否真实展现小艾怀

孕，我们之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歧。

真实是底线，我无法对世事视而不见。13岁的

小艾在一个春天的夜晚，与跟着戏班子外出寻找

父母的17岁男孩，相拥于荒凉的戏台，取暖，安慰。

然后，问题来了，我看到的真实，是否是客

观意义上的真实？目击者描摹现场时是否直抵

他者内心？

何先生说，让13岁的女孩怀孕，过于残忍。

作为父亲，他不忍。

我也不忍。对小艾的怜惜，我更甚。

当然，电影没有做成。有关生活的真实与文

学的真实，我们无法达成共识。事实上，我们都

不忍直面。

2012年，我开始在中国大地行走。绿皮火

车，刚从井底回到地面的煤矿工人，每年去新疆

奎屯摘棉花只为了去巴扎赶集的女子，在山村

吃素念佛不杀生的壮年男子。作为目击者，讲述

一个个陌生群体的故事，给另一拨陌生的人听。

尖锐的家庭关系，危及生存尊严的某些力量，一

路延伸向远处的写在大地上的红十字架。记录，

非虚构，强大的现实面前，我常恐笔力不逮。

回到书房，整理照片，听录音，翻看笔记，世

界再次重新打开。写小说10多年，着迷于虚构带

来的无限魅力。此刻，现实热气腾腾，作为目击

者的我却束手无策，我不知如何把“实录”转化

为最为贴切的文字呈现。以往的写作经验迅速

隐退，取而代之的是触手可及的真切的人和事。

置身生活现场，介入现实内部，带给我庞杂的生

活枝蔓，取舍，用细节来连接文字与“地气”，从

而打通脉络，找到现实真实与文学真实的路

径——非虚构写作给予我极大的挑战。

非虚构不是实录，我们关心关注的是“实

录”之外的理性思索和独特感受。即：实录初衷，

实录立场，实录之后的哲学思考与现实意义的

把握——以及“实录”的文学性。

《留守女人》的写作，某种意义上说，是虚构

创作与非虚构文学间的落寞转身。不消

说，很长一段时间，与我个人生活息息

相关的人和事，自觉不自觉地代入其

中。如果说，曾经感同身受于某个小说

人物的悲欢离合，那么，非虚构写作带

给我的，却已如根系，植入在心里。时时

反省，非虚构，是否只是目击与实录？那

远远不够，得有提炼，关于用心记录的

一个群体，一种现象，期许有高于实录

本身的见地。

而我能做的常常只是记录，无法还

原遇见他们时的气候和温度，但我能看

到他们的眼睛。我们总是长久地对视。

从第一部非虚构《留守女人》开始，到记

录迁徙10年离乡背井的移民群体的《他

乡是故乡》，再到新出版的以中国麻风

病防治60年为背景的《一百年的暗与

光》。我不再钟情于虚构一份情感虚拟

一份情绪，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不忍再回头重读虚构出来的故事。在强

大的现实面前，虚构的力量如此单薄、

弱小。那种之前追求的轻盈气息，在一

节节火车硬座车厢混杂的汗味中，在那

些长年见不到父母的留守儿童面前，显

得遥远而羞愧。非虚构写作和小说创作，并非厚

此薄彼，只是，生活这把匕首太过锋利，太过刻

薄，高远辽阔。容不得我轻慢。

事实上，从小说转向非虚构，是我遭遇的一

个创作困境。历年走访、记录、积累，从生活的层

面来看，的确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我一度放弃小

说，却又心心念念，饱受相思之苦。不可否认，我

已走出之前絮絮叨叨式的写作，向往广度深度

的叙述，然而，那些看似丰富的经历，当我试图

把它们用小说的方式呈现时，气息、内容，甚至

情绪的掌控，依然是纪实的痕迹。

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纪实式的小说是否能

成为我一段时间的小说训练。摘下一个苹果，是

把苹果做成樱桃，还是吃了苹果，融入血液后，

重新栽种出一棵樱桃树来。这是我近些年需要

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非虚构写作几年，于我，像是重生，饱经沧

桑之感。坦言生活没有亏待自己，是不容易的，

即便从生活获取很多。归结到创作，似乎更为挑

剔，甚至语言上有轻度的洁癖，不忍看某些过于

残忍的场景，一如我们不忍13岁的小艾有了身

孕一样。

坦白说，当初决定从小说创作转向非虚构

写作时，是抱着私心的。小说之泉已然枯竭，我

想探求另一种生活真相，到远方到陌生的领地

获取不为人知的秘密，来充实小说创作。一头扎

进现实之中，在乡村教会，在一所全是留守儿童

的学校，在一个哭泣的年长的村支书面前，我的

笔除了客观的记录之外，不能再有多余的讲述。

但，即便如此，我深知，这也并非是生活的

全部。

在不断质疑中修整，完善。但内心依然凄

惶，不知如何以最熨帖的方式叙述蓬勃的时代，

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他们未竟的梦想——爱与

被爱，坚守与疏离。从不放弃追求，却也从未获

得。这大约便是现世记录带给我的虚妄感。

近些年，对于非虚构的畏惧，欲罢不能又芒

刺在背。我想说的是，越来越觉得非虚构的圣

洁，令我敬畏。生活的长河奔涌向前，日出苍茫，

日落苍凉，都是生活的原味，不敢轻易下笔。强

烈的对于非虚构这种文体的挚爱与重度洁癖，

让我心生怯意。

向他们致敬，生活在中国大地的人们。他们

的希望与荣耀、挣扎、卑微，他们那彻头彻尾的

痛，像一件千疮百孔的衣服，穿在我的身上；像

千万根细密的针，扎进一个非虚构写作者的内

心；他们款待生活的点滴之暖，是新摘的棉花。

有气息、灵魂、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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