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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网络文学借助媒介变革的东风已

经实实在在地进入了公众的文化视野，成为

当代文学园地中令人无法忽视的文学景观

之一。庞大的网络作家群体、浩如烟海的网

络文本和万千粉丝的追捧阅读无可辩驳地

确证着网络文学的在场性和新锐性。

关于网络文学，一个已经形成的共识

是，网络文学是断裂的通俗文学的接续，它

恢复了中国古典小说最为原初的故事性与

传奇性的书写。从文学革命已降至到新时期

以来精英文学中被贬义和驱逐的大众化、娱

乐化、商业化的通俗文学重新唤醒并赋予其

蓬勃的活力。网络文学的平民化和自由性不

仅拆除了纸质文学发表和出版的森严壁垒，

为万千热爱文学的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

渠道，而且网络文学的写作改变了一代人对

文学价值的单维度认知，宣告了多元文学格

局的形成和众声喧哗时代的来临。

在网络文学形式大好的情状下，西部网

络文学的发展现状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

意处。毋庸置疑，网络文学在地域发展方面

存在着不平衡性。目前西部网络文学创作

严重滞后于东部和南部文化发达的省区。

具体而言，西部网络文学缺少具有鲜明网络

语言和审美特质的原创文学作品，即使有的

作者借助网络传播技术进行创作，但其大部

分的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依然偏向于传统

文学的创作路径，并非是媒介变革和商业资

本合力作用下产出的新型网络文学。譬如

宁夏网络作家黄河谣曾说：“我的网络作品，

绝对属于传统严肃的一类。”对大部分西部

网络作者而言，互联网技术陶铸出的“新瓶”

装的依然是传统纯文学的“旧酒”，所以西部

网络文学的类型以历史类和都市类为主，缺

少最受读者粉丝喜欢的玄幻类和言情类作

品。类型的单一造成了西部网络文学读者

群的流失，同时也折射出西部网络文学尚处

在起步阶段。

其次，西部匮乏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型商

业文学网站。商业化网站的建立与运营是网

络文学发展的助推器。网络文学以“产业化”

为价值本体，注重文学的市场价值。网络文

学的发展过程就是艺术与商业资本逐渐接

轨并不断磨合的过程，成熟的商业模式是网

络文学生产的重要保证，也在一定程度上拉

动了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网络文学的商业

化并不是其原罪，爬梳古今中外的小说史，

不难发现文学与商业的关系源远流长。伊

恩·瓦特曾指出，早在18世纪时，英国小说

就与书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小说降低了写

作难度，不再以贵族庇护人和文学精英的标

准为金科玉律，而是迎合了读者大众的口

味。网络文学的商业运作机制是时代文化转

型的一部分，能够使文坛格局更加多元化。

付费阅读模式的建立、签约制度的实行和IP

的全版权运营为网络作者提供了比较丰厚

的物质回报，激发了网络作者们的创作潜

能，提高了网络作者的写作积极性并体现出

网络作者的个人价值和写作意义。成熟的商

业化网站的建立是网络文学发出的时代召

唤，它的欠缺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网

络文学的良性发展。

再次，在全国重点网络作者中，西部省

份的网络作者人数所占比重偏少，与上海、

浙江、广州、北京、江苏等网络文学大省不可

同日而语。西部的网络作者队伍里更缺少像

甘肃的孑与2、陕西的银河九天等这样既有

代表性的网络文学作品又具有市场号召力

和粉丝读者群的网文作家。在东南部省份纷

纷建立网络文学院和大力扶持网络文学创

作的当代，西部的网络文学作者大多还处于

散兵游勇状态，在孤寂和忐忑中摸索前行。

最后，西部网络文学的阅读者和粉丝群

体总体人数较少，这与文学研究者和管理者

的缺席和缺乏引导有密切的关系。据笔者所

知，在西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认真投入网

文领域的研究者并不多见。学术界在面对网

络文学这种新的文化现象时，依然存在着傲

慢与偏见。没能意识到网络文学研究的重大

意义及其所具有的新颖性、前沿性。高校内

即便是讲授当代文学的教师们也大多不了

解网络文学，甚至偏执和激愤地将网络文学

指认为垃圾文学。在课程设置上，这些教师

不仅不会讲述网络文学的相关学理知识，而

且还会阻止学生对网络文学的阅读和写作

尝试。久而久之，便会扼杀青年学子对网络

文学的热爱。

以上诸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西部网络

文学发展的贫弱和滞后。西部能否获得网络

文学丰收的硕果除了行动起来切实解决以

上存在的诸种问题之外，最为重要的是文学

从业者需要放弃头脑中对文学封闭狭隘的

认知，敢于接受和正视文学变革和新的文学

形态正在生成的事实。广袤雄浑的西部大地

原本便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汇融之地之地。。

随着古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的开辟随着古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的开辟，，中原文中原文

明明、、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这希腊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这

片热土上交汇融合片热土上交汇融合。。新时期以来新时期以来，，西部文学西部文学

以其民族风情的彰显以其民族风情的彰显，，宗教情结的深浓及道宗教情结的深浓及道

德伦理的坚守而成为中华文化版图中令人德伦理的坚守而成为中华文化版图中令人

瞩目的存在瞩目的存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文坛中国文坛

风起云涌的文学思潮和花样翻新的创作实风起云涌的文学思潮和花样翻新的创作实

验对西部作家产生的影响并不大验对西部作家产生的影响并不大。。许多作家许多作家

更愿意在一个熟悉稳妥的更愿意在一个熟悉稳妥的““自留地自留地””中埋头中埋头

苦耕苦耕。。站在前现代主义的文化立场上追念逝站在前现代主义的文化立场上追念逝

去往昔的温情缱绻去往昔的温情缱绻，，批判现代文明的罪恶入批判现代文明的罪恶入

侵和城市之恶侵和城市之恶。。当然当然，，作家是应该建立起独作家是应该建立起独

属于个体的写作富矿的属于个体的写作富矿的，，但却不能在文学思但却不能在文学思

想与文学审美中故步自封想与文学审美中故步自封。。大部分西部作家大部分西部作家

陷溺在既定的创作模式中陷溺在既定的创作模式中，，不关心不理解变不关心不理解变

革的文学生态革的文学生态，，甚至固执地形成一种共识甚至固执地形成一种共识：：

西部文学的自足性已足够强大西部文学的自足性已足够强大，，没有必要作没有必要作

出冒险的新尝试出冒险的新尝试，，更不必关注当代文学的前更不必关注当代文学的前

沿动态沿动态，，以免被裹挟而去以免被裹挟而去。。对西部文学而言对西部文学而言，，

我们有必要重申文学的自由精神我们有必要重申文学的自由精神———文学—文学

是精神的自由翱翔是精神的自由翱翔，，对有追求的作家而言对有追求的作家而言，，

文学写作永远在路上文学写作永远在路上，，无限的可能和创造空无限的可能和创造空

间等待着作家们的勘探和开启间等待着作家们的勘探和开启。。

西部的作家和研究者要意识到在一个西部的作家和研究者要意识到在一个

多元开放和媒介变革的时代多元开放和媒介变革的时代，，传统文学与网传统文学与网

络文学之间是能够络文学之间是能够““兼容并包兼容并包””的的，，而且这种而且这种

包容和互补既是文学生态良性发展的需求包容和互补既是文学生态良性发展的需求，，

也是无可阻挡的文学发展潮流也是无可阻挡的文学发展潮流。。

西部的网络文学在坚持严肃文学写作西部的网络文学在坚持严肃文学写作

的责任良知时的责任良知时，，也应该学习和借鉴商业化的也应该学习和借鉴商业化的

网络文学质素网络文学质素，，本着寓教于乐的原则搭建起本着寓教于乐的原则搭建起

商业资本与艺术价值之间的通途商业资本与艺术价值之间的通途。。与坚持与坚持

““小小白文白文””创作路向的网络作者不同创作路向的网络作者不同，，西部的西部的

网络作者更强调的是文学的精神品格和价网络作者更强调的是文学的精神品格和价

值承担值承担。。当下当下，，网络文学中现实主义题材回网络文学中现实主义题材回

暖暖，，读者的阅读品位逐年提升读者的阅读品位逐年提升，，网络文学作网络文学作

品品日益精致成熟日益精致成熟，，对生活的揭示渐臻深对生活的揭示渐臻深

透……这些变化为西部网络文学的奋起直透……这些变化为西部网络文学的奋起直

追提供了契机追提供了契机。。只要西部网络作者坚持不懈只要西部网络作者坚持不懈

地进行艺术实践和探索地进行艺术实践和探索，，合理地解决文学的合理地解决文学的

诗学规范和平民大众阅读趣味之间的矛盾诗学规范和平民大众阅读趣味之间的矛盾，，

他他们中的部分作者也许更有望在未来的某一们中的部分作者也许更有望在未来的某一

天能够成为与张恨水天能够成为与张恨水、、金庸金庸、、阿加莎阿加莎··克里斯克里斯

蒂蒂、、斯蒂芬斯蒂芬··金等比肩而立的通俗文学大家金等比肩而立的通俗文学大家。。

在未来在未来，，在远方在远方，，在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政策的政策

东风助力下东风助力下，，惟愿网络文学的繁盛景象也能惟愿网络文学的繁盛景象也能

在西部大地上呈现出来在西部大地上呈现出来。。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网络文学背景下西部网络文学
的现状及未来愿景的现状及未来愿景

□□乌兰其木格乌兰其木格

王杏芬的新作、长篇报告文学《青

春·缪伯英》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设计洁白素雅、简单大方。书不厚，

十几万字，一部小长篇而已，但是阅读

其中的文字，品味其中的图片，了解其

中的人物和故事，总觉得这本书很有

分量。仔细琢磨，我想应该有三个方面

的原因。

其一，《青春·缪伯英》重树了革命

先驱的光辉形象，意义重大。

《青春·缪伯英》的主人公缪伯英，

1899年10月生于湖南长沙县，与杨开

慧既是同乡又是闺蜜，二人的父亲就

是志同道合的挚友。1916年7月，缪伯

英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三年

后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成为李大钊

的学生。1920年10月，缪伯英经李大

钊介绍入党，不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位女党员，而且是党的一大前全

国53名党员之一。走上职业革命道路

的缪伯英，提出“顺着人类进化的趋

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口

号，号召女同胞冲决封建罗网。1922年

8月，她当选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筹备

委员，1924年3月，出任中共北京区执

行委员会妇女部长，后根据党组织的

安排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出席国

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26年10月，

缪伯英以湖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

主任的公开身份前往汉口，协助蔡畅

开展妇女工作。1927年，缪伯英秘密奔

赴上海担任中共沪东区妇女运动委员

会主任，在此期间，以华夏中学物理教

师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因长期奔波于艰难困苦的险境中，

居无定所，生活清贫，终至积劳成疾，1929年10月，缪伯英在上

海病逝，年仅30岁。

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位了不起的里程碑式的革命先驱，值

得大书特书。可是，因为她英年早逝，一年多后丈夫何孟雄也被

捕牺牲，两个只有几岁的孩子无人照顾，下落不明，她的尸骨也

不知所终。种种原因使得后来很少有人再提起她，缪伯英的名字

几乎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

近代以来，尤其到了20世纪初期，中国人民对争取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渴望是多么强烈，一

批又一批缪伯英这样的先驱满腔热忱，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奋

不顾身、百折不挠，但前途又是多么渺茫。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

想，信念因其执著而为信念。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从革命先

驱身上，我们能获得更多鼓舞和力量，更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

感谢王杏芬，她以舍我其谁的责任心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

懈努力，为我们留住了缪伯英那行将远去的身影。我们不仅知道

了第一位女党员姓甚名谁、家住哪里、父兄几何、音容笑貌、所作

所为，而且通过全家福、结婚照、蓝色小闹钟、赭色玉石印章、青色

翻毛领大衣这一件件珍贵的实物图片，让人感到缪伯英从未走

远，她始终就在我们身边。英雄重新回归，庸常的生活有了先贤陪

伴，琐碎的日子就会发出更多昂扬向上的声音。

其二，《青春·缪伯英》凝聚了作者太多的心血，情感深沉。

创作《青春·缪伯英》，王杏芬的心情是既兴奋又沉重的。兴

奋的是缪伯英的形象如此鲜活亮丽，事迹如此生动感人；沉重的

是像缪伯英这样的人物竟然几乎无人知晓。于是，对于先驱的愧

疚变成了一探究竟的渴望，一探究竟的渴望又变成了发掘历史、

留住英雄的社会责任，这情感强烈得让作者义无反顾。

众所周知，红色题材的文学作品难写，而红色题材的报告文

学就更难写了，你不能随心所欲在键盘上用手指指挥千军万马，

也不能异想天开在稿纸上靠笔尖挑起骇浪惊涛，时间、地点、人

物、事件不但必须和史实严丝合缝、榫卯相接，还要接受方方面面

正史野史家们挑剔目光的检验，而你又不能把枯燥乏味的历史资

料堆砌在那里一走了之。既然是文学作品，毛茸茸的、有质感有体

温的人物形象和鲜活的细节就是其根本属性和魅力所在。

令人欣慰的是，王杏芬凭借扎实用功和文学才情出色地完

成了创作。在《青春·缪伯英》中，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处理得那么

巧妙、那么完美。品读全书，我们不但学习、重温、巩固了那段激

情澎湃的历史知识 ，也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文学的美妙，作品

中的许多细节真可谓情趣盎然。比如，缪伯英的弟弟立三中秋节

站在村口盼望爹爹缪芸可和姐姐缪伯英回家，作者有这样的细

写“……立三撅着嘴转移到一块爬满青苔的大石头上，两只公鸡

在他脚下打架，支棱着翅膀飞得老高；两只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崽

既不观战，也不劝架，优哉游哉在斗红了眼的公鸡们旁边觅食。

再远点，一头猪从栏里跑了出来，头上裹一条单帕子的农人气急

败坏地边骂边追，他的狗勇士般一往直前，吠声震天。”这样的场

景我们谁没见过？再比如毛泽东、何孟雄等20多名学生因为舍

不得鞋子而赤脚徒步去北京的描写，让我们清晰感受到了当时

热血青年的青春气息。还有那块时隐时现的赭色玉石，它是贯穿

缪伯英、何孟雄这对革命伴侣感情脉络的红线，有了这条红线，

二人的爱情逐渐发展，合情合理，甜蜜幸福，曼妙如歌。这其中明

显带着作者虚构的色彩，但是用这块玉石雕刻而成的“伯雄藏

书”印章，其图片赫然出现在作品中。文学乎？史实乎？亦真亦幻，

回味无穷。

在历史真实的框架下动用文学才情使人物和故事活泼生

动、呼之欲出，王杏芬的功力可见一斑，也增加了作品的分量。

其三，《青春·缪伯英》代表着社会的呼声，恰逢其时。

当今社会，追逐名利，金钱至上，唯我独尊，不但难以产生英

雄，对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很多人也采取遗忘漠视、取笑怀疑

甚至歪曲丑化的态度。这不但很悲哀，而且很危险，如果人们信

念被瓦解，心灵被掏空，精神支柱被抽走，其结局将会怎样？

王杏芬明显感觉到这种社会之痛，所以她把习近平总书记

的这段话放在了书的最前面：“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礼赞

英雄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我们要用生动

的文学语言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装点祖国的秀美河山，描绘

中华民族的卓越风华，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

荣誉感。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

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

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

英雄的事情。要抒写多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团结的中国，激励

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越是背离英雄的时代越要大声呼唤英雄，留住那些行将远

去的身影已经成了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青春·缪伯英》刚一出

版即受到肯定和关注，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

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青春·缪伯英》必定会传播得越来越广，王

杏芬这样的作家必定会越来越多，缪伯英式的英雄人物必定会

越来越深切地走进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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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

李建臣的散文《故乡的河》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初读

一遍，心已有所感；待《新华文摘》予以转载，再细读一遍，感

受更深；而复读数遍，则已进入河的深处，俨然物我两忘，成

为河流的一朵浪花，随河水向遥远的故乡奔去。故乡的河，

一条流淌在心底的河。这条河流在我胸中蛰伏，是建臣的美

文，勾起了我对故乡河流的思念。“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

起故园情”，好的文章，就是能起到这样拨动心弦的作用。许

多读者盛赞《故乡的河》，也是这篇文章拨动了人们的心弦，

引发了众人对故乡的思念。

天下的河流都是相通的，世上的人心也是相通的。凡正

常的人，都有一种根的意识，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树高

万丈，也忘不了自己的根，人行万里，也难忘生养自己的故

乡。因此，人们有很强的“寻根意识”，对自己的故乡念念不

忘，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甜，故乡的

一切都让人留恋。何以如此，《故乡的河》的作者作了透彻分

析：“这是因为，在我们睁开好奇的双眼，去认识、理解和感

悟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故乡给了我们滋养、欢乐、希望和信

念。它开启我们人生旅程的起点，确定了生命价值的航

线……也正因如此，故乡才成为了我们奋斗的动力、情感的

依托、信念的支撑。”故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为深刻的记忆，

而故乡又是由一个个儿时记忆的图像构成，其中河流是最

为清晰的图像、最具色彩的图像，一说到故乡，故乡的河流

就会在脑海中飘然而至。故乡的河，成为故乡最突出的标

志，镶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曾看到一篇文章谈乔羽创作歌

词《我的祖国》的感受。乔羽先生说，他起首一句“一条大河

波浪宽”就是想起家乡村中的那条河流。那是一条小河，伴

他度过了欢乐的童年。他由此想到，每个人儿时都有一条小

河伴随成长，人们对河流有深深的思恋。之所以写成“一条

大河”，是因为在幼童脑里，多小的河也是“大河”，而“一条

大河”具象征意义，能把人们思乡爱国的心凝聚起来。在强

烈的感情冲动下，他一口气写下“一条大河波浪宽”之后的

歌词。这首经典名曲，将被世代传唱下去。因为在唱这首歌

的时候，人人心中都在涌动一条河流，宽阔的波浪、香两岸

的稻花、远去的白帆，引发我们对故乡的思念，也引发建设

家乡和祖国的豪情壮志。

人人心底有一条故乡的河，但每个人心底的河流又是

不同的。不仅山川形胜不同决定的河流样貌不同，河两岸的

物产和风土人情也不同，连两岸人们对河流的感受也是独

特的。《故乡的河》就写出了河流独特的个性和作者独特的

感受。这条发源于辽宁清原县的河流，到了吉林省梅河口，

由于梅河的加水，水势更加壮观起来。这是东北中部的一条

河流，河两岸自然是东北风情。“冬季，除了堆雪人、打雪仗，

孩子们更喜欢到一望无际的冰面上打滑跐溜或支冰车。”那

种在零下二三十度气温下，支着名叫“单腿驴”的冰车，一口

气支出几公里的情景，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童年记忆。这对

生活在南方的朋友是不可想象的。我曾在东北长期生活过，

对此有一些见闻。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也多次去过梅河口，

见过文中的辉发河。这条河养育了千千万万优秀的梅河儿

女。作者在这里出生、成长，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国家机关

工作，对故乡有一种深厚的思念和感恩之情。记得在一次从

长春去梅河口的火车上，遇到一位哼着故乡小曲的中年妇

女。她说自己是梅河口人，小时因为家里穷被送给了关内的

亲戚。几十年过去了，她忘不了梅河口，忘不了辉发河，忘不

了童年时的乡亲们，千里迢迢，她奔波在寻根的路上。“近乡

情更怯”，我看到她眼里闪烁着泪光。

作者在《故乡的河》中说：“外面的世界虽精彩，但生命

之根永远在故园。多年来，我去过塞纳河，到过莱茵河，走过

多瑙河，领略过哈德逊河。但最令我魂牵梦绕的还是那条弯弯

的小河。”我对此亦有同样的感受。一次去国外参加书展，偶得

空闲，面对莱茵河坐了半天。面对异域的河流，我突然想起了故

乡村北的那条河；看到游玩的儿童手拿划船的工具，我想起了当

年在故乡小河中洗澡、游泳、摸鱼的情景，一时间竟潸然泪下。我

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有长长的割不断的乡愁。近日妹夫从

河南老家打来电话，说故乡的老屋就要塌了，为避免出伤人之危

险，还是拆了为好。这个提议已推迟几年，我终于同意拆除。但

还是提出留一堵老墙，使我回老家时有一个念想。我当然知道，

房子终究会拆，老墙终究会倒，但永远拆除不了我对故乡的

思念。在我的心底，永远有一条故乡的小河在流淌。

李建臣《故乡的河》

一条流淌在心底的河一条流淌在心底的河
□□樊希安樊希安

今年2月，由漓江出版社推出的麦子杨长篇小

说《可口与可乐》，讲述了一对恋人从南方“逃亡”北

京的“奋斗”故事。用句时髦的说法，就是一对“北

漂”男女的故事。“北漂”题材，或者说由乡村、集镇

乃至中小城市向大都会寻找人生机会、追求青春梦

想的题材，早已成为文艺创作的“热门”。究其发

轫，甚至可以追溯到巴尔扎克时代，那些“拉斯蒂

涅”、“吕西安”们，不也一样是由“外省青年”闯入巴

黎“人间喜剧”之中的吗。随着中国社会和时代的

变迁，也随着一代青年视野的拓展，当下中国现实

中的“北上广深”故事自然也毫无悬念地展开来。

到今天，呈现为多姿多彩的文学形态，似乎是题中

应有之义。

然而，就笔者的阅读感受来看，这一题材的文

学作品尽管数量众多，不乏佳作，但如巴尔扎克那

样，把“外省青年”的“奋斗史”置之于社会、时代的

大背景下予以刻画，如“人间喜剧”般深刻勾勒灵魂

的巨制，似乎尚在期待中。文学创作是不能急于求

成的。无论对文学界总体而言还是对作家个人来

说，积累、酝酿、思考、表现，都需要一个过程，有时

甚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晚近阅读这一题材

的小说，发现一些作家在对生活的思考、对人物的

刻画以及艺术表现等方面，都展示出了特色。比如

《可口与可乐》应该是近期值得推荐的佳作。

这部长篇小说的男主人公可乐，是一个身份失

落的“官二代”，自私、狂妄，沉迷享乐，似乎难以割

舍优越背景养成的痼疾。即使面对家境剧变，他仍

然不弃“官场梦”。人之可悲，似乎还不在因身份的

失落而成为社会的“弃儿”。因价值的迷失而继续

捡拾那陈腐观念的残羹冷饭，或应是一个当代青年

更大的悲哀。可乐就是怀抱着这落伍于时代的丑

陋，去意气洋洋地重振自己的奢华之梦的。正是这

种迷失，使可乐注定演出一场“可乐”的悲剧。“可

乐”剧情的高潮就是，因为他对名利场的钻营，甚至

不惜以追随爱恋自己的女友作抵押。女友“可口”

也就由此成为男友追名逐利的牺牲品。来自南方

小渔村的姑娘可口，美貌而淳朴，却失之于单纯。

面对人欲横流的都会和蝇营狗苟的男友，她的命运

可想而知。当然，小说对两位主人公性格发展的展

现，并不是脸谱化的。它在情节的演进中，逐步展

示了“善”的亮点与毁灭，“恶”的诱惑与吞噬……这

部长篇小说，其价值就在于演示了一部颇具时代气

息的“价值迷失悲剧”，是当代青年在大城市拼搏、

迷失、突围的生动缩影，是身体无缝不钻、灵魂找不

到出口的时代“切片”。就性格的逻辑发展而言，我

们当然无法要求可乐实现他的“突围”，而只能眼望

他灵与肉的糜烂。就连可口这样一个良善而单纯

的人物，在遭受了一番人生的磨难之后，除了遁入

空门，作家也很难为她设置更为励志的结局了吧。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都要求一个“光明的尾巴”

是愚蠢的，要求每部作品都指出一个突围的出口，

甚至也有些勉为其难。能写好一对人物的毁灭，足

以引人唏嘘，令人深省，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给人

生以启示，已属难得。

改革开放多年的中国，既享受着丰硕的经济成

果，也为人的发展提供着更多的机遇。“自由迁徙”

让更多人面临着更广阔的天地，使他们释放出无限

的潜能。与这相谐而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也不断

有无数“当代英雄”横空出世。即便上不了“财富排

行榜”，也闹个“有房有车”“盆满钵满”。这或许也

成为了许多打拼青年的梦想。文学当然要为我们

这个时代诚实劳动所获得的回报而喝彩，甚至也有

义务为淳朴的生活向往而歌唱，但仅仅这样还不足

以达到文学应有的境界。大时代的文学，应有直面

“沉渣泛起”的敏锐和勇气，有明荣辱知廉耻的价值

倡导，有“为”与“不为”的人生选择。《可口与可乐》

的可贵在于，在遮天盖地的呼唤声中，戳穿了某种

“当代英雄”的假面。《可口与可乐》的主人公来至北

京，绞尽脑汁寻找的所谓“向上通道”，本身就是一

个吞噬青春与廉耻的泥淖，即使其中有短暂的春风

得意，又怎么可能不在那泥淖里越陷越深，最终陷

入不齿于人的境地？

曾有评论家评价麦子杨的小说流淌着“小夜曲

的抒情调子”，这部长篇新作显然延续了麦子杨的

叙事特色。即使是写如此惨烈的人生悲剧，这部

小说的调式也始终洋溢着文学的纯净气息，笔调

优美抒情。它描写少男少女青春朦胧中的蛮勇，

本能的尝试，浓郁而纯净，真诚而羞涩，颇具民谣

气息。麦子杨语言上的个性也十分突出，每有生

机勃勃的语句使读者内心一颤。这位诗人出身的

小说家，即使是讲故事，也保持着诗化的意境和语

言特质。有论者说，《可口与可乐》是一部独具南方

气质的“北漂爱情小说”，或可说是对这一作品的较

为准确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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