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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虚构长臂，能帮我抵达
更深远的时空

湘江周刊：能否谈谈《空山》写作的最初

动因？从起念到动笔，推动你写作这篇小说的

最大驱动力是什么？

沈念：《空山》的写作是在下乡的途中进

行的，是我迄今小说作品中体积最大的一个

中篇。写作的最初动因，就是我在下乡途中遇

到的一位村民。

2019 年至 2020 年底，我被省委宣传部借

调加入省委第十八脱贫攻坚督查组，前往湘

南山区的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每次下乡十

天半月，实地走访了 180 多个村庄。在一个叫

务江的水库移民村，我遇见一位长相奇特的

老人。上世纪 80 年代，他放牛时遇到大雨，从

山上滑倒摔落陡崖，被一棵树拦腰救下，额头

重重磕在树干上，整个脑门凹进去一大块。老

人有一个儿子，1977 年出生，六年前离家后不

知所踪。他就是小说中彭老招的原型。但他又

是无名氏，是乡野大地芸芸众生的代言人。

从乡下回到城市，老人的表情一直在我

脑子里盘旋。他的命运，激活了我对过去乡村

生活的经验与记忆，引发我对乡村及乡村人

物的思考和书写。

湘江周刊：关于展现脱贫攻坚的文学创

作，兼具调查性、记录性和真实性的报告文学

似乎是一大主流，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多文本

也大都是非虚构纪实。为何用“虚构”这一表

现方式来纤毫毕现地展现波澜壮阔的时代？

小说的叙事方式在表现主流题材上有何独特

性、延展性和困难之处，你如何处理和突破？

沈念：我的写作形式主要是小说和散文，

下乡过程中，有了创作的想法之后，我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小说这一体裁。我笔下的人物都

是乡村的小人物，他们的命运和行为，体现的

是生活的小细节，但很可能会不经意间奔腾

出惊涛骇浪。

选择小说，是因为小说的虚构长臂，能帮

我抵达更远的过去，也能伸向更远的未来，我

觉得以小说来写作这些脱贫大时代里的小人

物，更自由，更能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我不敢

说我在小说中创造出了新人物，但至少我留

下了真实的小人物形象。乡村和脱贫攻坚，是

个巨大的写作场，是条宽广的河流，容得下各

种文体的尝试，可以有无数浪花的欢腾，最终

它们构成和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图景和

永恒的文学记忆。

走在大地上，比坐在书房里
更有勇气和真情

湘江周刊：故事将“我”的身份，定位为一

名从大山里走出来、又从省报到基层挂职的

记者。为何选择“记者”的视角来观察和记录

易地扶贫搬迁这一历史时刻？曾经的记者身

份是否有助于你对人物和事件的观察、采访、

洞悉与把握？

沈念：小说中挂职记者“我”的设置，与湖

南早几年开展过选派一批优秀编辑记者下乡

挂职的活动有关。我们这群在省城工作的人，

多数都有乡村生活的记忆，有时把自己当作

一个县、乡的干部，设想我们身处这样的处

境，要如何来解决现实难题。前几年的决战脱

贫，与其说考验了一批干部，不如说也是在考

验一批离开乡土的知识分子。乡村是中国社

会的大地，承载着万物，也承载着繁华的城

市，但这种承载不是没有限制的，需要我们找

到并维护好其中微妙的平衡。

我当过八年记者，对乡村基层并不陌生，

但永州之行，让我对自身也有了一定的反思，

让我在经验和情感上意识到与祖先和传统的

深刻联系。这种深受感动，变成一种信念、信

心。困难再多，但总有办法，或者时间就是办

法。过去我们走马观花，“从乡村”看到过去，

但这次下乡，我调整身份，总是设想自己是

“在乡村”的一员，让自己有了乡村本位立场

的思考。

湘江周刊：如何让自己足够深地潜进乡

村社会肌理之中，用新鲜的一手材料进行写

作？

沈念：在城望乡，仅仅依靠过去的经验去

想象和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肯定是不够的。

大变革的时代，乡村的凋敝和振兴，我们必须

思考一个更庞大的乡村所在，认清实然状况。

对新时代乡村的书写，当然首先是要足

够深地扎根到日益变化的乡村社会里，像前

辈作家周立波、柳青那样，真正融入到当地村

民群众的生活之中。偏远地区的乡村往往蕴

藏着鲜活的创作“富矿”，走进现实生活也远

比看成堆的材料更生动跌宕。

深入生活的过程，能帮我们真正解决“我

是谁”的问题，最佳的状态应该是身入、心入、

情入。面对庞杂的乡土社会世界，面对纷扰的

人事历史，一个优秀作家应该积攒并迸发一种

力量，以宽阔的个性和坚实的能力，在情感上

深刻地贴近、热爱那片土地和土地之上的人。

湘江周刊：深入基层，扎根乡村，这样实

勘大地的方式，对自身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沈念：作家深入生活，不应是一句虚言。

我的湘南山区之行，听到人们给我讲述山林

田野沟垄上的真实经历，像听故事般新奇；走

村串户遇见的人，我都当生命中要经历的人那

样对待。行路中的相处和观察，我渐渐对此刻

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大事件有了新的认知与确

信。下乡成了我将受益终生的一次田野调查。

走了近两百个村庄，我拍了很多村委会

村名牌匾和风景的照片。走在乡村的大地上，

有时会觉得比坐在书房的任何时候都有着更

大的勇气和真情，有着更大的充满自信的艺

术能力。

鲁迅曾经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都和我有关。”其实，这就是生活与写作的奥

义所在，这也是我行走江华和深入其中所得

到的珍贵财富，那就是永远要坚持对生活的

诚实和恳切。

书写乡土现实，更探寻“美好
生活”的去往之路

湘江周刊：安土重迁的传统乡土文化，要

在全新的土地上构建新的文化和风俗，寻找

新的生存方式。为何选择“易地搬迁”作为你

表现精准扶贫的切片？写作前后，你对“易地

搬迁”的理解有何异同？

沈念：“易地搬迁”是精准扶贫工作中的

一个重要板块。土地是农民“看得见”的财产，

也是看不见的灵魂。在老一辈的内心深处，乡

土社会如同一个生活结构稳固不变的社会，

世代的黏着，绝不抛井离乡。这个社会常态下

的“迁移”就变成了基层干部面临的难题，我

与同行者探讨的话题，也是《空山》置放所有

人物情感、生活、生命的背景。

易地搬迁的老一辈，念念不忘且还时常会

回到山上未拆除的老屋，也许这是暂时的现实，

他们的下一代会熟悉新的生活。在我结束督查

工作前夕，我们在下乡中走访了几个大的安置

小区，随着配套设施的完善，农民对新环境的熟

悉，社区化管理的深入细致，很多老人也逐渐适

应了新的生活环境。言谈中，能看到他们的那种

抵触的情绪被一种新的认同代替。这种认同也

许是对子孙后辈未来的希冀之情。

湘江周刊：除了书写此刻发生在大地上

的事，以及“活着之上的乡土现实”，你还想通

过小说传达什么？

沈念：这个小说，我的视线是投向“平凡的

生命”和时代“惊涛巨流”下的时光之变。不仅

只是写此刻发生在乡村的故事，更多的是对乡

村命运的理性思考，对心灵生活的一次钩沉。

守和变是一种能量守恒，乡村不只是我们所以

为的沦陷，而是在建设中完成了又一次生长。

作 家 不 是 那 种 随 时 站 在 时 代 潮 头 上 的

人，但他要看得清潮起潮落，在写作中应该往

后退，尽最大可能地用更敏锐的体察和更深

刻的体悟，来重建和塑造新乡村题材创作中

的艺术新形象。这就需要我们更真切地深入

到现实生活之中。文学描写的既是这个世界、

当下中国与这个时代的荣光和艰难，也是个

体的痛和欢笑、爱和泪水、挣扎与奋进。我们

的内心没有这样清醒的认知，是难以去写出

一个与过往不同的乡村文学作品来的。

这个小说不仅是书写此刻大地上的事，书

写无法回避的活着之上的乡土现实，也是在试

图发出对乡村未来命运的思考之声，探寻何为

“美好生活”的时代之问和去往之路。

朱辉军

张勇是一位工人队伍中成长

的诗歌爱好者、业余创作者。他的

诗有建设者豪迈的一面，也有细

腻入微的一面。

先 来 看 张 勇《漂 亮》中 的 一

节：

长得好看，那是因为白云徜

徉在蓝天

我的客观成为了你的主观

画画好看，画的是我心中的

怒放

我的主观成为了你的客观

想起了什么？是想到了青梅

竹马，还是美丽邂逅？或是说不

清、道不明的梦幻？我想，意象、意

境、意趣，恰是诗歌应拥有的。

无意之象，多半是无根的苍

白幻象；无象之意，就完全逸出了

诗歌及艺术。张勇自觉地意识到

了这一点。组诗《城市印象》中有

一首《路口的信号灯》，是这么写

的：

很小却有挡住洪荒的力量

因为你的里面注满了理和利

于是忙乱变得有序

为了更猛地追逐，洪流在等

待中蓄力

信号灯司空见惯，但写入诗中，将它与路口汹

涌的人流连在一起，就产生了奇妙的化合作用。一

巨一微、一静一动，满满的现代城市感扑面而来。

本来“意象”应该隶属于“意境”，意象如果是色

块，那么意境就是五彩缤纷的境地。到了现代工业

信息社会，还可以有“意境”吗？

在《早春有感》中，张勇写道：

一树嫩绿池边站，云移水皱飘梦来。

风过虽有红花落, 但看新蕾渐次开。

此诗中的“站”，不如用“立”；但“云移水皱飘梦

来”，堪称神来之笔；整首诗意境清香，散发出浓浓

的早春气息。

写的虽然是当下情景，但多少还是比较接近古

韵。《都市落日》则不同，完全是现代感觉。其中有一

节是这么写的：

下坠的落日仿佛被高楼夹住

一点一点，一步—步

用力向下滑去

摩擦的火星把一幢幢大厦衬上红幕

这完全是现代大都市的写真,而且意境宏阔而

璀璨。置于现代派诗林中,也并不逊色。

对于“意趣”，严羽的阐说比较到位：“其妙处莹

彻玲骜，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

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诗不可写得太满，

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诗也不能写得太用力，

那样很容易滑向矫揉造作。

令人欣喜的是，张勇有些诗作接近了这种境

界，《立夏的雨》尤其让我击节赞赏：

立夏的雨

是细润又浓稠的雨

我迎着粉红的花走去

不只有雨声

还有越来越清晰的心跳和脚步声

愈来愈近

张臂相拥的一瞬

电光一闪

猛回首

繁花仍在水雾弥漫处

这首诗含有丰富的内蕴，是初夏声光色的交

响。全诗妙趣横生而又耐人寻味，每次读后都会有

不同的感受。

要获得意象、意境、意趣，需要经过慧眼捕捉、

心灵酝酿、手下表达。这就是郑板桥的“眼中之竹、

心中之竹、手中之竹”之谓也。这需要敏锐的眼光、

敏捷的感觉，见人所未见，在习以为常处有新的发

现。诗人还要有爱心、童心、慈悲之心，从心中流淌

出的诗行，才能真正打动人心，并传之久远。

张勇将他的热情不断倾注到自然、社会、人生

之中，尤其对当代建设者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写出

了一系列优秀作品。组诗《桥梁建筑工》，勾勒了测

量员、压路机手、钢筋工、质检员、塔吊工等伟岸的

身姿。其中尤以对钢筋工的速写传神：

再粗粝的钢筋

也抗拒不了他们的双手

拧弯箍紧

织就的是跨江大桥的骨骼

诗由心生，作诗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心换心”，

以诗人的心绪拨动读者的心弦，从而产生呼应与共

鸣，在心底里激发起涟漪。

张勇多才多艺，诗书画兼善，陆续发表了不少

佳作。人生有限，时间不止，宇宙更是无尽无头。作

为个体，如果能留下一些具有特异美感和高远思绪

的东西，就算是汇入“不改半分胖瘦”的浩瀚大海，

亦可无悔哉。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美学家，中国文联

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中国艺术报原总编辑）

张雪云

家里有一把上了年纪的蒲扇，简单而朴

拙。据说，蒲扇是外婆留下来的，外婆端午看

龙船，这把蒲扇从不离身。蒲扇现在被母亲束

之高阁，不轻易拿出来，说是留点念想。

外婆的蒲扇是自己盘的, 做蒲扇的棕叶

是外公爬树剥下来的。外婆白如银丝的头发，

包在黑色帕巾里，穿浅灰斜襟衫，黑胶底布鞋，

坐在屋门口的竹凳子上，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

好长，两只粗糙的手，在棕叶子之间不停地穿

梭。我们乡下把编织扇子也叫盘扇子，盘扇子

有几个步骤，盘扇子心，镶边，收边，缠扇子把。

扇子成型后，外婆用碎布条把四周缠上，然后

一针一线密密缝好，蒲扇就结实耐用了。

初夏的夜色里，蒲扇摇起来，摇来清凉的

风，也摇来乡下日子的素简。外婆外公在那些

看似普通而粗糙的日子里，过得快乐而知足。

他们祖辈都在沅陵深溪口，在沅水的风浪里，

顺顺当当地活了一辈子。每年端午，划龙船时

节，龙船花一节一节长高，木槿也开得正灿

烂。外婆他们从乡里坐船赶来县城，赶最早的

船，带了包袱，小木凳，摇着蒲扇，占据沿河边

极好的看船位置，看着一条条龙船从南岸冲

向北岸，特别是看到自己乡里的船举桡冲岸

时，外公自是兴奋不已，浑身都是劲。

小时候，摇着蒲扇的外婆也带我看过好

几次龙船，每次看时，沸腾的沅水河上，汹涌

澎湃的是满江的呐喊与锣鼓，追逐与缤纷，勇

敢与剽悍。那种力的爆发与较量，碰撞与搏

击，让两岸数观众浑身都是苞谷子劲，确确是

“火之血，酒之气，山之骨，水之魂，五月辰河

看龙腾，方识沅陵人”。

家乡的龙舟，在“三垴九洞十八滩”的沅水

河上翻腾了几千年，早已形成偷料、关头、清

桡、赏红、抢红、砸船、两大观点、三大流派等厚

厚的一部沅水龙船经。人，是船的灵魂，船，是

人的生命，天、地、船、人浑然一体。真正是：咬

一口辣椒热一身汗，喝一碗烧酒赛一回船，擂

一通大鼓壮一次行，摇一杆大旗天地旋……

小时候，半人高的我，每次随着外公外婆

看龙船，多看的不是船，而是人。无论是大太

阳天或是落雨天，到了约定的时间，扒龙船照

常不误。看船的人，哪怕是丢了千般工夫，“宁

愿荒废一年田，不愿输掉一年船”，都摇着蒲

扇、携了凳子，汗长水流地扇着风，从背篓里

拎出几串粽子，津津有味地享用，看到精彩

处，再香的粽子也忘了塞进口里。

端午除了龙船，当然还有包粽子、挂艾草

的习俗。从山里采来菖蒲与艾草，捆扎在一

起，挂在堂屋门口，菖蒲与艾草相依相偎，蒲

剑艾旗，浓香四溢，清新每一个平常的日子。

外婆与母亲做的粽子，也称得上一绝。用红

枣、花生、苞谷、绿豆、腊肉等掺和在用木碱灰

浸染过的糯米中，用箬叶包裹成三角形或小

宝塔形，用棕叶线扎紧，十个八个一串，放入

锅中蒸熟。刚开锅的粽子，外观青绿，内里嫩

黄堆累，清香扑鼻，十分诱人。

遗憾的是，外公走了好多年了，80 多岁的

外婆也因为一场意外离开了我们。没有了外

婆的蒲扇，没有了外公讲的龙船经，再去河边

看龙船，已找不到当时味道。

又是一年端午。河岸早没有以前热闹了，

扒龙船这样的聚集活动，也因为疫情没有再

办起来。有年轻人在炎热的午后，手持彩色电

动小风扇，再也不见蒲扇、粽子和老冰棍的踪

影。河边有人嬉笑、歌唱，口里唱的哼的，也不

再是我熟悉的那些老歌曲。

我漫无目的地走，远远看见河边有一位

老人在忙活着。我绕过几只泊岸的小筏子，来

到他身边。老人似乎没有发觉我的到来，只是

一门心思地用桐油搅和着石灰，将那只心爱

的木船一遍遍地打磨，再用油膏细细地涂抹、

清缝，他好像补的不只是一艘旧龙船，而是他

年轻时的岁月，他用以精雕细琢的整个生活

与世界。

老人脸方颈长，平头短须，面色黝黑，几

道褶皱横在额头与脸颊，如水岸裂石，眼神并

不浑浊，每一次细抹细抠，若有粼粼的水光映

射出来。他用肩头的毛巾擦了一把汗，又用一

把老旧的蒲扇摇了几摇，似曾相识的蒲扇让

河边的我痴了许久。

一些霞光漫上来，老人的背影，在一片金

色中拉得好长好长。只见，他端起手边的陶瓷

缸，喝了一口茶，之后凝视着眼前的沅水，哼唱

起来：“深潭起鱼引浪来，山伯引来祝英台。哥

是大船漂四海，妹是小船紧紧挨。油菜开花一

片金，桐子开花一片银。金子银子妹不爱，单爱

情郎探花人。”歌声中，有隐隐的忧伤在流动，

流向未知的远方，或是一些往事的褶皱里。

名家访谈

沈念：

走在大地上，
比坐在书房里更有勇气和真情

也人

一

假如没有屈原，汨罗江只是一条河

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流过

没有人在江堤来回踱步，带着伤痛

一座祠，也不会为一个人流传至今

列国的王公贵族是否还争辩不休

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抵抗不了

内心的无奈和一个殿堂的昏庸

谁？能挽救即将崩溃的王朝的日落

假如没有屈原，还有谁会在楚地

挣扎，像一尾鱼天问也没有答案

又有哪颗星星彼岸花开，千年不谢

那落水的粽子，被龙舟桨惊醒

年复一年，人们的悲伤日渐脱落

五月初五，在每条河流中稍瞬即逝

二

借你千年不锈的笔，蘸一江碧水

以依旧的命题，颂扬荆楚大地上

伟大的生灵，一棵棵坚贞不渝的橘

五月的龙舟，五月的粽子都不及你

五月的一片小叶一朵小花一颗小刺

只要一个生动的跳跃，所有的五月

风云震荡失色，生与死在瞬间诠释

你怀抱一江水

百姓就是那一滴滴的水

你直举一柄剑

阴霾就在你的头顶上空破裂

爱与恨，被岁月的滚滚洪流冲洗

泾渭分明，让人也分明地看到

历史长河中，毅然挺立着

一棵志在南国步履坚定高雅的橘

人是万物的尺度，作家是文学

的“故乡”。

湘江周刊特推出“名家访谈”栏

目，与文艺名家面对面，围绕热门文

化话题、人物自身经历等展开对话。

我们期待，用平视的角度，去真

诚对话，精准记录；我们更期待，在

日渐均质的世界里，去找到那些可

能讲过很多次的故事深处，暂且被

遗忘却令人兴奋的角落，以此抵抗

一点点新闻的速朽。

希望它视野开阔，边界柔和，发

声锐利。

本
期
主
角

开栏的话

“名家访谈”第一期的主角，是“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沈念。今年 4 月，

他的中篇小说《空山》获得第十七届“十月文学奖”。小说以易地扶贫搬迁钉子户为叙事蓝本，

写出“空山”过程的必然和必然之途的复杂性，被誉为“‘七零后’的《山乡巨变》”。“十月文学

奖”授奖词中这样说：作为情感共同体和地方知识的乡土，沈念为扶贫书写贡献了独特的感觉

方式与文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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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假如没有屈原

汉诗新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