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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经典

湘西的狗

“信”是最大的智慧

李群芳

我在这里所说的“湘西的狗”， 指
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湘西的狗。 湘西籍
作家的许多小说作品都有一个独特的
现象， 就是作品中狗的形象非常鲜活，
一点也不亚于其中的许多人物形象，
甚至其饱满程度还压倒许多人物形象。
可以说， 这些狗的形象， 是其作品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形象。 比如沈从文的
《边城》、 王跃文的 《漫水》 和彭见明
的 《那山·那人·那狗》。
首先， 这些狗本身就是与作品中
的主人公密不可分的一分子。 无论是
从生活中， 还是在心理接纳上， 它们
就是主人公的“家人”， 它们跟主人一
道生活， 一起劳动， 一同悲欢， 具有
了十分的灵性和“人格”。 《边城》 中
的黄狗， 跟碧溪岨的摆渡老人及其孙
女翠翠一道，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一
起摆渡。 “船将近岸边， 祖父正向客
人招呼‘慢点， 慢点’ 时， 那只黄狗
便口衔绳子， 最先一跃而上， 且俨然
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 把船绳紧衔
着拖船拢岸。” 很自然地， “他唯一的
朋友为一只渡船与一只黄狗， 唯一的
亲人便只那个女孩子。” 以至于“这人
家只一个老人， 一个女孩子， 一只黄
狗。” 狗与朋友、 家人相提并论。
《漫水》 中的狗， 主要是两只狗：
一只大黑狗， 余公公养的， 是只母狗；
“慧娘娘屋有条黄狗， 是余公公那黑狗
的儿子。” 大黑狗通人性， 余公公去菜
地， 它一路撒欢； 余公公劳动时， 它
就静坐在地边陪伴； 余公公说什么它
都能听懂。
《那山·那人·那狗》 中的狗， 也
是一只大黄狗。 它陪伴着两代乡邮员

在湘西的万山丛中跑邮， 既是老乡邮
员 （父亲） 的好帮手， 又是新乡邮员
（儿子） 的好向导。 “它历来是伴着老
乡邮员过河的。 它用它的身子吃力地
抵挡着水流， 极力在减缓急流对老人
日渐消瘦的腿杆子的冲力。” 它用吠叫
告诉山下的人邮递员来了， 它能准时
弄醒差点睡过头的乡邮员……俨然一
个不要工资的“乡邮员”。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狗在衬托人
物和推动情节上，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它们使作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可触可感， 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花
边补白”。 可以说， 没有它们的存在，
这些作品就会逊色不少， 甚至难成优
秀作品。
《边城》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
节。 端午节到了，赛龙舟的“蓬蓬鼓声掠
水越山到了渡船头那里时，最先注意到
的是那只黄狗。 那黄狗汪汪的吠着，受
了惊似的绕屋乱走，有人过渡时，便随
船渡过河东岸去，且跑到那小山头向城
里一方面大吠。 翠翠……见黄狗先在太
阳下睡着， 忽然醒来便发疯似的乱跑，
过了河又回来，就问它骂它：‘狗，狗，你
做什么！ 不许这样子！ ’可是一会儿那声
音被她发现了， 她于是也绕屋跑着，且
同黄狗一块儿渡过了小溪，站在小山头
听了许久，让那点迷人的鼓声，把自己
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 ”看来，人和
狗的心中的悸动和迷乱是“灵犀一点
通”的。
《漫水》 中的一曲“狗咬人” 的
戏， 非常精彩。 一次， 余公公的黑狗
一 叫 唤 ， 慧 娘 娘 的 黄 狗 就 “遵 母 意 ”

咬了一位收破烂的外乡人； 余公公和
慧娘娘争着赔钱， 继而在“好娘坏娘
好儿子坏儿子” 的言语间“双” 着了
慧娘娘， 从来好脾性的慧娘娘也生了
气， 不久又冰释了。 这些情节充分展
现了人物的微妙心理， 使读者洞烛到
幽微的人性。 余公公跟慧娘娘及她儿
子强坨之间， 本来就蒙着一层“微妙
玄通” 的人际关系和情感关系， 而两
家的狗又显摆着这样一种关系： 这两
层关系一表一里， 相互映衬， 有如重
影艺术字， 增添了作品的景观纵深和
层级， 显示出一种别样的美。
《那山·那人·那狗》 则把对狗的
形象塑造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
度。 不但在题目里与“人” 并提， 在
文中的着力也一点不亚于对人的塑造。
在作家笔下， 这只狗真正成为了
“人”， 具有了“人格”， 可以说， 它就
是一个“主角”。 作品中多次写到它的
情感行为和心理活动： “狗恶意地看
了新来的陌生汉子一眼” “狗‘汪汪’
地朝老人喊， 告诉他： 别痴痴呆呆，
该要做什么了” ……把狗这一“人物
形象” 塑造得如此鲜明突出， 应是这
部作品的最值得称道之处。 同时， 狗
的忠诚和乡邮员对人民、 对事业的忠
诚， 二者叠衬， 成就了作品的纵深感，
增添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有朋友从湘西回来， 告诉我湘西
人家非常爱养狗， 非常爱狗。 湘西籍
艺术家黄永玉就爱狗如命。 如此看来，
湘西籍作家的作品中， 狗的“人物形
象” 如此之多、 之鲜活、 之饱满， 是
有着深厚的生活底蕴的。

新书导读

刘永涛

认识胡小平已有十年。
这十年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他执着于
文学创作，步履从容厚实。 无数个日子，他将
白天交给所从事的银行工作，而夜晚，则是属
于他一个人的文学世界。 他曾说，如果隔几天
不写点东西，心里就空落落的，好生难受。 文
学在他那里，已经是一种融入血液的信仰。
近年来，胡小平陆续发表了《大泥鳅小泥
鳅》 等多部小说， 出版中篇小说集 《钱去哪
了》、长篇小说《催收》，累计逾300万字。 胡小
平2014年加入中国作协，2017年成为毛泽东
文学院的签约作家， 是湖南省金融作协副主
席、中国金融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令
人惊喜的是，继备受好评的《催收》之后，胡小
平新近推出了反复打磨三年的长篇小说 《蜕
变》，洋洋洒洒40万字。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社会转型提速、
金融创新发展加快的当下，置身其中，胡小平
手中的笔有肆意驰骋的广阔空间。 人与人、人
与资本、人与权位、人与良善之间，如何平衡
共生？《蜕变》以弘扬诚信为主题，呼应奔涌不
息的时代大潮，以小说故事中一系列的演变、
转变、改变，昭示大时代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企
业、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民众个体，蜕变的艰难
与坚韧，以及重生的使命和担当。
《蜕变》讲述了改制不久的江北冶炼公司
与濒临破产的岳北煤化厂因多年的货款纠纷
引发司法介入， 由于两家企业的特殊背景和
复杂的关系，加上信息的不对称，致使法院的
执行又一次落空，冶炼公司想趁机金蝉脱壳，
将债务转嫁给银行， 银行从协助执行演变成

筋骨与温度
赵颖峰

作家刘子华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
《梦回长江》 近期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 受到读者欢迎。 图书准确反映了
近二十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趋
势和“平垸行洪” 后移民的生存状况，
是一部有筋骨、 有温度的报告文学作
品。
文学的筋骨在于对时代精神的高
度理解。 我国关于生态环境的报告文
学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 《北京
失去平衡》 为发端， 出现了大量反映
并思考中国生态环境危机的报告文学
作品，诸如关注森林危机的《伐木者、醒
来》《绿色宣言》《悲壮的森林》等；反映
水危机的《长江生态报告》《中国的水污
染》《水啊，水》等；反映物种危急的《虎
案追踪》《天鹅之歌》等。 这些报告文学
作品从生态环境的视角出发，展示生态
环境危机， 对生态环境现状进行批判，
对问题根源进行反思， 对激发读者的
生态意识， 促进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
和保护， 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1990年代以来， 因为种种原因
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在报告文学领域
中， 振聋发聩的优秀生态报告文学鲜

见于报刊图书。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 其中生态文明建
设是实现中国复兴的基础建设。 生态
报告文学 《梦回长江》 正是在这一广
阔时空背景下推出的， 是对这个时代
精神的高度理解和回应， 吹响了新时
代生态报告文学的号角。
文学的温度在于对人民大众的深
切关注。 1998年 7月 3日 ， 长 江 暴 怒 ，
在洪水肆虐下， 华容县小集成垸倒垸
成为泽国， 世代居住在此的小集成垸
人的家园没了。 此次洪灾后， 在中央、
省、 市各级政府的统一部署下， 华容
县开始了艰难的平垸行洪和移民工程。
《梦回长江》 较为全面地反应了小集成
垸平垸行洪移民迁居情况， 为集成人
民写一部“家史”， 为他们家园的消散
留下了绝唱。 虽然“平垸行洪” 是国
家 统 一 部 署 ， 但 在 《梦 回 长 江》 里 ，
不是简单记录政策的执行， 书中能感
受到作者对普通民众的充满温情的关
注。 灾民步行上访、 救灾募捐、 移民
生活现状、 劝返移民等， 一幕幕、 一
帧帧， 无不客观真实地体现出生态环
境保护政策下的大众生活和情感。
时至今日， 小集成垸移民已过了

人性善的诗意表达
杨华方

20年， 小集成垸平垸行洪后发挥了怎
样的作用？ 各级政府做了哪些工作？
小集成垸一万多人分散安置在全县各
地生活， 有的人还远走他乡， 天各一
方， 他们在他乡还好吗？ 他们的人生
有怎样的喜怒哀乐？ 他们对故乡怀有
怎样的情感？ 这些问题， 《梦回长江》
进行了全面解答， 也正是这种对广大
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注， 让 《梦回长江》
具有不一样的温度。
刘子华是平垸行洪的见证人和参
与 者 ， 在 建设 美 丽 中 国 的 大 背 景 下 ，
在“平垸行洪” 20年之际， 他创作出
版 《梦回长江》， 可谓切合时宜， 意义
深远。
( 《梦 回 长 江 》 刘 子 华 著 湖 南
人民出版社出版 )

走马观书
《诗歌与短文》

《弗洛伊德传》

《唐开国》

未央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美 ]

于赓哲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 书 是
著名诗人未
央一本厚重
的作品选集，
其中一些历
史资料尤为
珍贵。 无论
是诗歌还是
短文， 都跳
跃着作者一
颗光明忠诚
充满大爱的
心。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彼得·盖伊 著 商务印书馆

有人认为他
是创造现代心灵
的天才、 创建
者、 大师、 巨
人。 另一种声音
却说他是独裁
者、 剽窃者、 说
谎家、 无与伦比
的庸医。 何为弗
洛伊德的真面
目？ 种种鲜为人
知的弗洛伊德，
在 彼 得·盖 伊 笔 下 呈 现 出 一 幅 “既 圣
且凡” 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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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被执行对象。 几经曲折，最终峰回路转，银
行风险得到化解，煤化厂的改制得以实施，因
诚信欠缺而面临着产销下滑、高管双规、银行
惜贷困境的冶炼公司也重塑形象，走向新生。
小说塑造了张明亮、成大为、万长花、孔
大华等众多个性鲜明的形象。 比如，着墨最多
的张明亮，秉公办事，兼顾情理，又不失原则
底线。 冶炼公司的万长花是解开僵局的关键
人物， 亲眼见证了公司信誉下滑所引发的经
济危机，诚信是宝，她为此做出了常人难以承
受的抉择。 煤化厂孔大华是“蜕变”的典型。 起
初他在公司衰落之际独立门户赚得钵 满 盆
满。 在煤化厂改组恢复生产的过程中，他又发
挥了特殊作用。 可谓其衰也大华， 其兴也大
华。
《蜕变》写的是胡小平最熟悉的金融市场
故事。 这些人物角色铺陈，全无凌空蹈虚，蕴
满人间烟火。 他们的理想、欲望，恶与善、喜与
悲，在作家对企业兴衰转化书写中，得到淋漓
尽致的呈现。
小说是“我们”与周遭世界关系的隐喻。
胡小平将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蜕变》，就是
一个巨大的隐喻，象征意味浓郁。 冶炼公司金
蝉脱壳，引发沉沦，作茧自缚；而当蜕去虚伪
的外衣，回归诚信，正本清源，方能自度度人。
小说中的人名地名，也往往一语双关。“张明
亮”“万长花”莫不如此，他们寄寓了作家的深
邃情思，是理想人格的外化。
大道至简，悟在天成。《蜕变》跳出了庸俗
的财经小说叙事圈套， 以居高声远的站位和
见微知著的锋利， 书写了这个时代的疼痛与
荣光——
—社会改革发展步伐坚实， 重建诚信
之路虽坎坷曲折却必勇往直前。 这是一部改
革和诚信的赞歌，是作家对自我的超越，是对
时代的深情呼喊。
对文学力量的信仰根植灵魂， 对人性良
善的求索孜孜不倦。 胡小平笃信这就是有价
值的人生。“信”是他的朴素初心，也是他最大
的智慧。 这么多年， 在金融圈的喧嚣浮华之
中，他独守一方宁静，无数个寂然的夜里匍匐
案头，似踌躇在初始原点，却是丈量世相的光
怪陆离，修葺人性的坐标灯塔。 在不老的时
光里，胡小平沉淀出的开阔格局和大家气象，
将让他走向无垠的远方。
( 《蜕变》 胡小平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

本书以
流畅精炼、
诙谐自如的
叙述风格对
隋末唐初的
人物、 事件
及其间的各
种关系条分
缕析地耙梳
与解读， 以
无限接近历
史真相的态
度为读者客观再现了波谲云诡
又真实饱满的唐朝开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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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青反映金融题材的长篇小说 《金纸
鸢》， 以李昊、 唐涌波、 宋拓然三个银行
人的浮沉为切入点， 透视了中国改革开放
时期的社会巨变。 作者以朴实的语言和真
实的细节刻画， 多层面展现了都市人追梦
中的变化， 细腻地表达了时代变迁中人性
澄明境界的不懈追求， 良知在欲望中的坚
守， 灵魂在 纷 繁 世 界 中 面 临 的 救 赎 与 拷
问。 小说展现了善良人性与本我欲望的冲
突， 并在常态的叙事中饱含深刻的哲思。
唐涌波是小说中刻画得最为细致的形
象之一。 他被公认为胆小怕事， 在妻子郭
羡琳面前唯 命 是 从 ， 在 单 位 工 作 兢 兢 业
业， 但在姐姐饭店遭遇抢劫而愤怒之时，
一拳朝抢劫人头部打去， 虽然他没有练过
武， 但这一拳因为他的压抑和愤怒， 却有
千钧之力， 又击中对方的要害， 致使对方
一命呜呼。 唐涌波平常是一个慎重之人，
遇事能克制自己， 由于邪恶念头的显露，
使唐涌波内心活跃着本我欲望的影子， 他
把他在人前超我的道德和规范打碎了， 正
是这种隐隐存在的反抗冲动， 造成了他一
拳致人死地的惨重后果。
除了对人性欲望的揭示， 小说更多的
是对人性美好的描写。 唐涌波失手将人打
死后入狱，得知母亲去世后分外伤心，有一
天， 唐涌波在搬运矿石时仿佛听见母亲的
呼唤，那声音像是从天上传来。 他四处寻找
声音的方向，却已无法辨识了。 母亲虽然去
世，她的在天之灵一直关怀着他。 小说中描
写了母爱的伟大，也赞美了无言的父爱。 唐
涌波出狱之后， 为了不让儿子心里留下阴
影，答应了前妻的要求，等儿子刚宝高考结
束才与他相见。 十二年的等待，将一位英俊
的青年父亲形象变成了如同苍老花甲老人
的面容。 十二年来，唐涌波一直没有放下做
父亲的责任和对儿子的爱， 为给儿子攒学
费，让儿子学业有成，他只身一人历尽坎坷
在陌生的城市开面馆。 他尽力弥补十二年
来“断篇”的父子记忆。 小说一方面描写
了唐涌波曾一时冲动的恶， 另一方面不
断彰显他作为父亲的慈祥之爱， 这种父
爱与他从母亲那里得到的爱， 是一脉相
承的人性本来的善。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 1 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从 《金纸鸢》 中，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
人性美的诗意表达。 唐涌波和李昊、 宋拓
然是同事， 他们一同参加招干统考被银行
录取， 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三个人经
常在一起谈人生、 谈理想， 在事业上相互
关心帮 衬 ， 当 唐 涌 波 一 时 冲 动 意 外 打 死
人， 李昊请来律师朋友帮其打官司， 并与
宋拓然一起凑钱赔偿受害者。 三个人的发
展虽然大相径庭， 但他们的友情之花从没
凋谢， 作者用诗意的语言构筑了一个纯洁
的友善世界， 没有勾心斗角， 没有利欲熏
心， 而是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相互扶持。
作者笔下的人物是温情的， 虽然他们在人
生中遭受了苦难， 但苦难浇灭不了人世间
的真情。 小说的最后， 作者用诗一样的语
言描绘唐涌波去世之前的满面笑容， “他
看到太阳的光芒像一团火一样， 他朝太阳
飞去， 迅即融入了太阳的火焰之中”。 他
战胜了本我的原始欲望， 达到了人格上的
升华。
曹青十多年前写诗歌， 在这部小说
中， 作者的语言习惯性地蕴含了诗意。 作
者通过诗意的表达向我们说明， 人间的善
是大于 恶 的 。 我 们 由 此 而 看 到 人 间 的 美
好， 人类的希望。
( 《金纸鸢》 曹青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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