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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群

《阳光瀑布》 是邓湘子的长篇童年自传。 是自
传， 但并不是简单的回忆与记叙， 作者精心思考， 深
入浅出， 有叙述策略， 有艺术品质， 表达了作者对乡
土文化， 对童年的理解和思考。 作品通过书写留在
“我” 童年记忆里的“重大事件”， 以真切鲜活的童年
体验勾勒出一个乡村男孩成长的环境、 时代与文化背
景， 塑造了一个生活在山野乡村而有着敏锐观察与感
受力， 富有创造力的小男孩形象。

作品开篇即写“我” 经历着人生中生与死的重大
体验。 穿过悠远的时光再现童年， 却并不带给人时空
的隔膜感。 “它越开越快， 眼前的马路像风中的布匹
一样晃动， 我有点眩晕。” “一颗巨大的露水落在我
的脖子里， 冰凉冰凉……那种冰凉的感觉让我惊叫起

来。” 作者童年刚接触世界的那种感觉， 保存得竟如
此完整。 作者的视角和童年的视角合二为一， 重叠得
几乎没有痕迹。 这样的表达形成了强烈的牵引力， 让
读者能完全专注投入地进入故事的情景之中。

“我”生活的小山村是被大自然怀抱的，俯拾皆是
大自然的美与生动气息， 同时也是被湘楚文化浸染着
的。“我”患白喉后，求医无果，却是一位陌生的老人家
用土办法治好了；为了让“我”健康成长，爸爸妈妈让
“我”拜了石头做亲爹；“我”摔断的小腿用草药治不好，
神奇的水师轻而易举地就治好了……关于地域文化如
何在作品中体现和处理，作者显然是精心思考过的。 精
简的笔墨既烘托出浓郁的湘楚文化氛围， 又保留了其
神秘性和距离感。“我”的童年是有着中国特色的乡村
童年。 作者本身对乡土，对童年的理解和价值观，构成
了他笔下的乡村童年的现代性和永恒性。

在这部作品里， 邓湘子保持了他那一以贯之的讲
究、 节制的语言风格。 “我听到了一阵鸟叫， 那喧
闹的鸟声惊动了南竹的枝叶， 露水从高高的竹枝上
跌落下来。” “坐在爸爸的肩上， 我仿佛在雾海里飘
动……” 如果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体会过这种纯正
的汉语言文字所传达出来的美感， 没有感受过这种鲜

活的童年生命体验， 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邓湘子作为中国新乡土儿童文学的代表性人物，

乡土与童年始终是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写作资源。
在邓湘子诸多表现乡村童年主题的作品中， 《阳光瀑
布》 的创作有着特别的意义。 作者第一次完整地直面
自己的童年记忆， 所有的体验不再移位到另一种情境
的叙述里。 童年的记忆是每一个作家本身所熟悉的，
但将它运用到创作上尤其是长篇的创作上， 并不是很
好驾驭， 稍不留意就与文学的“艺术” 相去甚远。 唯
有在创作上有了很好的累积， 对人性有了深刻的洞
悉， 在艺术观和价值观上有了成熟的思考和独特的见
地， 才能深入浅出， 走向艺术的高度。《阳光瀑布》 是
邓湘子儿童文学创作重要节点上的一部标志性的作
品， 是他关于童年价值、 关于儿童文学与儿童的关系
问题上的一次深刻定位， 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那个过去的男孩从来就不曾离开过我， 而我尽
管离开家乡走了很远的路， 其实却从来没有走出过自
己童年生活的村庄。” 童年的坐标， 成为作者一生的
坐标。 童年与童年精神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也成为作
者不懈追求的价值和意义。

(《阳光瀑布》 邓湘子 著 希望出版社出版)

桫椤

网络文学发展二十多年来， 一直是一副“反传
统” 的面孔。 近几年来， 网络文学开始认真观察和
理解现实， 逐渐从浮躁中变得相对沉静， 从而诞生
了像 《欢乐颂》 《大江东去》 《大国重工》 等现实
主义佳作， 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在对日常生活的
关注中， 有一类题材在网络写作中尚是冷门， 即对
伤痛、 灾难、 破坏等带有悲剧意味、 会引起读者
“负面” 情感的生活现象的书写。 这似乎是为了防止
在紧张的生活之余给读者再带来精神压力， 但面对
现实的真实情状， 引导大众直面生命伤痛和人生悲
剧， 也是网络文学应该思考的问题。

湖南著名网络作家天下尘埃的网络小说 《星星
亮晶晶》 曾获得“海峡两岸网络原创文学大赛” 最
高奖， 入围第二届首都青少年最喜爱网络小说榜，
入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优秀网络文学
原创作品推介作品”， 最近这部小说正式出版， 受到
了广泛关注。 这部作品以自闭症家庭的生活状态为
背景， 以病患儿童母亲郑芸的视角和为孩子治病的
所遭所遇为主线， 既表现了我们社会对这一特殊群
体的关怀， 也呈现了病患家庭及其成员的精神之痛。
其网上网下的优异口碑， 证明了网络文学不仅适合
写“爽点”， 同样也能写“痛点”。 这部作品也是网
络文学在经历野蛮生长之后开始追求精品化的“拐
点” 上出现的佳作之一。

作为一部现实题材作品， 作者的笔触深入密密
麻麻的日常事件中， 勾勒出一个自闭症孩子及其一
家人无法回避的现实生活。 小说没有美化或恶化现
实， 而是将人物置于真实的现实世界中， 既写出了
生活的艰难， 也写出了家庭成员为了孩子做出的不
懈努力， 同时也写到了社会关注的力量， 通过立体
化的书写， 还原了真实的、 丰富的人情百态和社会
相貌。 小说采用的是非虚构式的写实方式， 现场感
强， 真实的故事叙述， 本真的情感描画， 使小说迸
射出丰沛的情感。 尤其是主人公郑芸多次酣畅淋漓
的情绪宣泄， 具有极强的情感冲击力， 在小说中形
成强大的感染力。 《星星亮晶晶》 中人物的纠结、
痛苦、 迷惘、 无助， 触动的是读者内心深处最柔软
的那一点， 在悲悯、 同情的意义上形成了另一种代
入感， 使读者感受到了病患家庭和生命的“不可承
受之重”。

作品的真实性也来自于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
郑芸的家庭从最初不愿意接受现实， 到最后直面现
实， 积极寻求治疗和应对方案， 承受住沉重的经济
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 在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
小说中不少场景和细节描写真切温暖， 打动人心。
例如， 当写到当儿子牛牛被医生确认为自闭症患者
时， 作者对郑芸一家人的举动和表现进行了生动传
神的描写， 以每个人物标志性的行为展露出他们各
自的心理。 生活从来都不会因为众生有所期待而网
开一面， 医生的宣布只是序曲， 从此这一家人开始
了背负枷锁前进的求生之旅。 每一种沉重都有不能
被卸载的理由， 当郑芸悲观绝望意图自杀的时候，
对儿子未完成的义务， 对父母未尽的孝道， 让她选
择了对生命妥协和顽强地担当。

在传递情感的同时，《星星亮晶晶》 也具有积极
的现实启迪意义。 一方面， 作者提出了社会如何关
爱自闭症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系列问题， 试图通过
小说呼吁社会关注自闭症儿童患者， 加强对自闭症
孩子的关爱和扶助， 让病患者及其家庭得到关心、
关注和关爱， 让他们有更多的勇气正视现实， 面对
未来， 融入社会； 另一方面， 小说对自闭症患者的
家庭生活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例如， 自闭症儿童
表现出来的有关问题， 家人应该如何应对， 如何处
理， 特别是如何对病人进行康复训练， 引导自闭症

患者积极地走出家庭、 融
入社会等， 这显然也是作
者创作小说所要表达的主
要意图之一。 这部小说也
是一部充满丰富生命体验
的少年儿童成长小说， 闪
烁着人性的光芒， 洋溢着
人情的温暖。

《贴地飞行》
王辉文 著 湖南科技出版社

该书作者近20多年来一直跟踪关注磁浮交通的进展，
在收集大量相关资料并采访相关专家教授及工程技术人
员的基础上写成此书。 图书着重展现了以国防科技大学
和中车株机公司为主体的创新团队从零起步， 历经37年
不懈奋斗， 终于实现我国中低速磁浮列车工程化、 产业
化成功实践的历程。

《真正的接纳，
就是爱上不完美的自己》

[美] 爱丽丝·博伊斯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如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
许多人， 要么因自己的性格缺陷而自卑不已， 要么终其
一生都在徒劳无功的证明自己。 在本书中， 作者从人们
最不容易接纳自己的几个面向如思维模式、 自尊、 亲密
关系、 工作与金钱入手， 帮助人们重新建立对自身性格
的认知。

吴正锋

蔡测海的文学创作与湘楚文化精神具有
紧密的关系。 蔡测海生长在湘西这块神奇的
热土上， 熟稔这里的山山水水， 热爱这块土
地上的人民， 深切同情湘西民族不幸的历史
命运， 表现出“楚人” 的悲剧意识。 蔡测海
的文学孕育于深厚的湘楚文化之中， 独特的
湘楚文化给了他的文学创作以重要的艺术滋
养， 特别是他创作的长篇小说 《家园万岁》，
呈现出浓郁的湘楚文化特色， 为湘楚文学精
神的当代建构作出了贡献。

小说对湘西人民的历史苦难作了真切如
实的描写，表现了作家强烈的民本精神。 在小
说中，三川半土地贫瘠，人们住岩洞，住茅草
屋，一场大风可以将房子“像放风筝一样”吹
走， 野猪也常常来袭扰。 那年发生严重的旱
灾，老百姓为了活下去只得吃树叶、葛根、蕨
根，吃老鼠、蜈蚣、地牛、吃观音土。 所以，当赵
常的母亲发现野猪粪里长出的绿豆苗时，是
那么的惊喜。 她偷偷地守护豆苗，终于在孩子
出生时摘到了绿豆，“她挎了竹篮去那处保护
了多时的秘密的绿豆地， 把成熟了的绿豆摘
回来煮汤。 一边摘绿豆， 血一边顺着腿流下
来。 她撑到一块大青石板上， 生了孩子，男
孩。 ”在作者平静的叙述中，读者感到人民的
苦难与坚强。 小说对人们苦难的叙述，往往只
是寥寥几笔，便能引起读者深切的同情，这是
作者深切的民本精神的体现， 同时显示了小
说现实主义描写的深度。

作者关注湘西民族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命
运， 表现出炽热的民族情怀。 一个民族作家
只有关注自己的民族， 关注它的历史变迁与
未来发展， 把自己的创作与民族的命运紧紧
相连， 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艺术创作动力，
这样的作品也才具有生命力。 《家园万岁》
通过对三川半历史变迁的叙事， 展现了湘西
民族从“改土归流” 以来近三百年的历史。
清王朝在三川半推行“改土归流” 政策， 老
司城土司王彭锭被派往外地做流官， 赵常的
父亲则由外地来治理三川半。 改土归流政策
在三川半激起了土家人的反抗， 最后与清王
朝达成协议： 三川半实行本地人治理， 朝廷
免除赋税， 但三川半不得称国封帝。 这显示

了湘西民族伟大的斗争精神。 民国时期， 三
川半被准许种植鸦片， 虽然繁荣了当地的经
济， 但也带来了人们精神的堕落。 新中国成
立后， 三川半虽然历经各种政治运动， 但经
济发展依然取得重要成果， 人们终于过上了
幸福生活。 作者对三川半的历史变迁作了史
志性的描述， 折射了湘西三百年来的历史发
展变迁， 表现了其深切的民族情怀。 “三川
半向何处去” 这一主题始终回荡在作品之
中。 与此同时， 作者提出以“责任心、 善意
和思考” 三者来进行湘西民族品德的重构。
凌宇先生指出， 这部作品是一种以爱为根基
的平民叙事， 表现的是一种平民政治观、 充
满童心的浪漫表达。 这是非常准确的。

小说还展示了湘西神秘独特的巫傩文化
及其魔幻艺术。 巫傩文化是中国儒家、 道家
文化传统之外， 流传在中国南方楚地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文化， 后来巫傩文化受到中原文
化的挤压而不断萎缩， 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而是在湘西地区顽强地留存着、 发展着。 蔡
测海从小浸润在这种文化传统中， 对于湘西
地区的巫傩文化颇为了解。 《家园万岁》 描
写了湘西民族独特的神话传说、 民间故事、
文化遗存、 民情风俗等， 这些描述展示了湘
西神秘的巫傩文化特色。 小说还表现了魔幻
艺术色彩， 这既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的影响， 更应该是湘西本民族神话的特征。
譬如小说描写赵常与风变的梅娘初试云雨
情， 聪明街人用后脑勺讲话， 野猪在山洞里
沾了人气便能讲人话， 将读者引入到神奇魔
幻的艺术世界， 表现了湘西巫傩文化的神秘
色彩。 法国著名的理论家列维—布留而指
出：“作为神秘思维的原始人的思维也必然是
原逻辑的思维， 亦即首先对人和物的神秘力
量和属性感兴趣的原始人的思维， 是以互渗
律的形式来想象它们之间的关系的， 它对逻
辑思维所不能容忍的矛盾毫不关心。”

蔡测海以他强烈的民本意识和炽热的民
族情怀， 执着于湘西人民苦难的书写和湘西
民族历史变迁的描述， 进而对湘西民族发展
道路与未来命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 《家园万岁》 为湘楚文化精神
的当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湖南文学的
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艺术借鉴。

潇湘风情

穿岩山与
昆仑神话

陈黎明 向芳谨

但凡去过穿岩山的人无一不被其山势所震撼， 一峰
突兀，群山怒拥，层峦叠翠，千岩壁立。当朝阳从云层中露
出的万丈光芒，照耀在穿岩山上熠熠生辉。 美丽的穿岩山
位于溆浦县统溪河镇境内、 雪峰山东麓溆水上游的二都
河畔。

雪峰山位于湖南中西部，自北而南绵延800余里。 据
地方志记载：今雪峰山在宋代称梅山，而梅山是由“芈(mi)
山”音转而来。“芈山”是楚人居住之地，故又称“楚山”。

“楚山”之前叫“会稽山”，“会稽山”之前与武陵山合称“昆
仑山”。古史传说的仙山“昆仑山”汉儒认为其地在今青藏
高原，但概无考据。 传说中的昆仑是人间仙境，其上有增
城九重、悬圃、凉风、樊桐等不同山域，有珠树、玉树、琁
树、不死树和绛树、碧树、瑶树等丛林，还有供食用的木禾
和蟠桃。悬圃是天帝众神在凡界的居所，不但有把门的开
明兽，还有精美的倾宫、旋室、金台、玉楼、瑶池等各式建
筑，及供众神上下天庭的建木（天梯）和天柱。 这些昆仑传
说散见于战国至汉晋年间的诸多典籍。 可这令人产生无
限遐想的神山昆仑究竟何在？

从现有典籍看，昆仑神话虽盛传于战国，但其在民间
的流播或许要早得多。 我们若从反映先秦民众世界观和
精神思想的中华文学全面考察， 不难发现代表当时中华
文坛的学派实分为以《楚辞》和《诗经》为代表的南、北二
系。 其中北系之《诗经》，凡言情、言事、咏物，皆不离现实
主义的朴实与雅致，大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风韵。 而南
系之《楚辞》却是另一番光景。

《楚辞》字里行间充满了狂野、刚烈、激情与奔放，突
显出交织现实与畅想的浪漫情怀， 发扬光大了奇幻诡谲
的昆仑神话。屈原在其辞赋中，曾几度提到昆仑悬圃，《离
骚》云：“朝发轫于苍梧兮，余夕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
兮，日忽忽其将暮。 ”屈原幻想自己有如神话中的仙子，驾
着龙凤去神界漫游，向天帝倾诉苦衷，幻想着自己早晨离
开苍梧，日暮时分就到了昆仑悬圃。 诗中的苍梧，在战国
时代位于今雪峰山南端的南岭山系一带。从苍梧到悬圃，
朝发夕至，虽有夸张，但二地当不至太远，或许邻近。 自然
地理上与苍梧南岭山系联系最密切的则是雪峰山。

屈原再次提到登昆仑悬圃，是在《涉江》中。 其辞云：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
云之崔嵬……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
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意思
是说他穿着奇服，佩着长剑，戴着切云冠饰，欲驾青虬、白
螭与重华（舜帝）去神游悬圃、瑶池，期望登昆仑食玉英与
天地同寿。 帝舜葬苍梧之野的传说由来已久，司马迁《史
记》有明确记载。 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所出长沙国南部
地形图上也绘有舜帝陵标识， 屈原幻想与舜帝登昆仑游
悬圃的陈词， 透露了这个人间仙境所在位置的一些指向
性信息。

有学者考证， 屈原大约在溆浦居住了九年时间，《九
歌》《天问》写就于此。屈原为何要来偏远的溆浦并久居于
此？或许他早已听闻关于昆仑悬圃所在地的传说，想来此
圣地探个究竟？可如今身在其境，却并没有看到传说中令
人神往的悬圃奇观。他疑惑了！他激越了！他写了《天问》，
从天地日月山川、阴阳鸟兽灵异，到三皇五帝夏商周、人
间世事，一口气提出了172个不解之谜，其中的“昆仑悬
圃，其凥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就是他叩问上苍的
困惑：人们不是说这里就是昆仑悬圃的所在吗？我怎么没
找着？ 它到底坐落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传说中的昆仑悬
圃纵有其真迹也会因自然力的侵蚀而湮没无存， 何况昆
仑之广大、险峻，亦非常人脚力所能及。 但这并不妨碍后
世之人对神山昆仑悬圃的继续追寻与探索。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 考古工作者在距穿岩山不远
的雪峰山西侧今洪江市（原黔阳县）岔头乡高庙，发现了
宝贵的古文化遗存， 有祭祀天地神灵的大型祭坛和精美
白陶祭器，祭器上有太阳神、龙、凤鸟和山川、城垛等艺术
图像，及与太阳历有关的八角星日晷图像，无论内容和构
图方式都具有初创性的意义， 其年代上限距今近8000
年，被命名为高庙文化。尤其是昆仑神话中最核心的元素
天帝（太帝或称太一），以及为帝服务的龙、凤等系列神灵
图像均在高庙文化遗存中完美地呈现出来。 这里还发现
了薏苡，也就是《山海经·海内西经》所载昆仑之虚上的木
禾（盛产于今湘、桂、川、黔诸省区，在西北青藏高原不能
成活）。 还发现了供众帝所自上下天庭的建木天梯图像。
《淮南子·坠形训》和《山海经·海内经》曾专门讲到这种巨
木，并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
响，盖天地之中也”。这个“都广”就在南岭及其附近区域，
与北回归线邻近。所以，当夏至日及其前后几天的中午太
阳直射到建木顶端时，其投影就与建木俯视投影相重合，
呈现出日中无影的形态， 这一自然现象在青藏高原是不
可能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高庙文化先民不仅是中国远
古神系的初创者，而且是昆仑神话的原创者。以雪峰山为
中心的高庙文化分布区， 就是中华远古时代昆仑神话的
原生地。 屈原当年深感困惑的昆仑悬圃， 其本真或即在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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