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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是“十七年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
《创业史》是当代文学不能绕过的重要小说作品。当我
们以中国西部文学的视野凝视柳青时，自可见到他与中
国西部文学深刻的相属关系，他的文学事业在西部大地
孕生，他以文学方式书写了中国西部。

首先，作为西部之子，柳青是西部生活的亲历者。
柳青于 1916年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在他 62年的

人生历程中，除 5年多的时间之外，他的学习、工作、
生活都在陕西。他在陕西的行迹遍及吴堡、米脂、绥
德、榆林、西安、延安、长安县等地。可以说，柳青的
生命发育成长于三秦大地，他的学习成长是在陕西完
成，他的革命生涯是在陕西展开，他的文学事业生发壮
大于陕西，并且选择陕西作为他最后的安息地。对于西
部，对于陕西，柳青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置身其中的需要
和渴望，热土难离，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可以留居北
京工作但最终选择返归陕西的原因之一。他沉潜到陕西
生活的底部。他扎扎实实地投入到陕西的社会生活和人
群中，对于陕西的地理风貌、四时气候、农耕物产、民
俗风情等都有化入生命的体验和了解，对于陕西多个阶
层、行业的人们，尤其是农村世界的人们，亦有深入骨
髓的认识与理解。柳青亲历陕西几十年间的社会生活变
迁，诸如解放区的革命发展、整风运动、减租减息和大
生产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合作化运
动、“文革”等，他都身在其中，秉持一己本心，直面
历史，尽阅其中的社会变动和人事命运。他那剃着光
头、穿着对襟黑袄、留着一撮短须，近似于任何一个陕
西农村老汉的形貌，正是柳青定格于同时代人及后来者
眼中的形象。这就是柳青，作为西部之子，他的生命是
安顿扎根于陕西大地的。

其次，作为西部之子，柳青是西部生活的书写者。
柳青的文学之路起步于上世纪 30 年代，最初写作

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历经 40余年的执著写作，他
的创作总量虽不算巨大，但他一直在前行与不断成熟、
提高的路上，并最终写成堪称当代中国农村小说“史
诗”巨著的《创业史》。在柳青的全部作品中，包括早
期的中篇小说《狠透铁》、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
壁》《创业史》、散文特写集《皇甫村的三年》等，除个
别短篇小说外，均以陕西的社会生活和人事命运为写作
对象。《牺牲者》《地雷》《王老婆山上的英雄》《家庭》
等短篇小说写陕北军民的抗日生活。《种谷记》以陕北
农村王家沟集体种谷的事件为线索，描写了解放区农村
生活的一个侧面，是第一部描写农村互助合作的长篇小
说。《铜墙铁壁》以陕北沙家店战役为背景，将沙家店
粮站工作作为书写中心，真实地描述了解放战争时期，
民工支援前线的英勇事迹。《狠透铁》和《创业史》主
要写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尤其《创业史》
写陕西关中地区蛤蟆滩一个农村互助组建立、巩固和发
展的过程，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
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可以说，在题材和内容方
面，柳青是执著于书写陕西大地的历史风云变幻和民众
生活，尤其是执著于书写农村社会情景的。

在柳青的作品中，他塑造了很多有特点的血肉丰满
的农民形象，如王加扶、王克俭、石得富、梁生宝、梁
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改霞、素芳等，其
中一些人物是达到艺术典型高度的。柳青对陕西农民所
特有的精神气质、行动方式、感情状态以及语言习惯等
都有精细准确的把握，这使得他在书写塑造这些人物的
时候，既写出他们作为时代风云变幻中普通中国农民的
一面，更写出他们是地道的陕北农民，散发着浓郁的陕
北风味的一面。柳青在他的小说中，还写出了特定的陕
西地理气候、物产风俗，富有浓郁的陕西民俗风情。而
在小说语言方面，在显出一定欧化气息的同时，柳青也
自觉追求地方特色，用陕西民众口语来塑造人物、表现
生活。总之，柳青的文学创作始终深情执著于陕西大地
的人与物，他生于陕西，长于陕西，创作之树亦深深植
根于陕西大地。

再次，柳青是西部文学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柳青应被视为西部文学发展历程早期阶段的重要且

关键的一环，尤其是对于西部小说而言，他的中介作用
和重要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柳青从事文学创作对中外文学的吸收是比较丰富
的，他阅读过丁玲、蒋光慈、成仿吾、鲁迅、郭沫若、
茅盾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也读过契诃夫、莫泊桑、高尔

基等国外作家的作品。他有深厚的英文阅读功底，阅读
了许多英文的心理学、美学著作，这些资源对于他的创
作发生着有益的滋养作用，是他进行写作活动的基础。
在柳青之前，没有经典的西部作家作品供他学习模仿，
但他的创作却成为后来西部作家，尤其是陕西作家写作
的重要资源和学习典范，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
志安、京夫等作家都曾经将柳青视为文学膜拜的对象。
路遥曾将柳青当做自己的文学“教父”，陈忠实也将柳
青视为其文学创作上的“老师”，并认为柳青是对其创
作影响最大的作家。这些作家的创作大多是从模仿柳青
开始的。可以说，西部文学中引人注目的“文坛陕军”
的起点是在柳青这里。

具体而言，柳青的示范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
面。一是柳青对中国农村关注的热情以及对农民命运的
认真严肃思考和描写，影响了西部很多作家。最明显的
是其推动形成了陕西作家热衷于关注农村、书写农民这
一特色。二是柳青作品，尤其是 《创业史》 显示出的

“史诗性”特点对西部作家的后来者影响较大，这在陕
西作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
凹 《浮躁》、陈忠实 《白鹿原》、高建群 《最后一个匈
奴》 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史诗性”追求。显
然，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吸引着这些作家写出描画历
史脉络展示社会变迁的大容量作品。三是柳青小说的现
实主义气质，主要体现为深深扎根于生活，以比较传
统、严谨的写实风格对社会生活和人物进行摹写，写出

“生活故事”，富于生活气息，显出厚重沉实的风格。这
一特点也对后来的西部小说家发生影响，在路遥、陈忠
实、贾平凹等的创作中，比之柳青，他们进行了新的探
索尝试并有所突破，但与新因素共在的是现实主义的底
色。当然，柳青创作的这些特质既是他的个人特色，也
与特定的西部现实相关，而这些现实在柳青之后虽然发
生着缓慢变化，但仍然是柳青之后的西部作家所面对经
历的主要现实之一，所以他们在这里生出对于柳青的亲
近是很为自然的。

复次，柳青是今日西部作家及西部文学前行的启
示者。

柳青已逝，但斯文仍存，他的文学实践活动及其作
品对于今日的西部作家依然富有启示意义，对于西部
文学的发展依然具有多种资源性价值。这里择取两点
论之。

柳青曾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只有愿意为文学
卖命的人，才能干这一行”，作为一个作家，柳青如是
说，但最为值得珍视的，是他终其一生都在如是实践，
把文学视为信仰和严肃的工作，倾注生命于其中，这是
值得西部作家尊敬和学习的。当下，后现代文化与全球
化浪潮正浸润漫卷西部，西部作家当以柳青的精神砥砺
自身，在文学活动中面对各种新的情况和诱惑，坚定于
文学信念，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之，长养献身于文学事业
的执着精神，不浮躁、不跟风、不为市场所控，这自然
大大有益于西部文学的发展。

柳青文学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学创作与生活的
深刻密切结合。柳青认为，“一切归根于实践，对于作
家，一切归根于生活”。他早年即经由革命工作深入陕
西社会，及至后来，为了创作的坚实，落户长安县皇甫
村，扎根于农村，其现实生命与艺术生命皆沉潜入陕西
农村社会，堪称是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典范。柳青
沉潜于生活不惟对于西部作家有借鉴意义，就是对于西
部文学的研究者及阅读者来说都是有价值的。鉴于广袤
西部在地理、人文、民族、宗教、人口等方面的复杂
性、丰富性，关注研究西部文学的学者，应尽量争取进
入西部特定地区生活，获取一个基础性的生活经验的底
子，则学术上分析研究的准确可靠性才能充分保证和提
升，也能有效避免理解分析的偏误。而对于关心热爱西
部文学的阅读者来说，对西部生活有一个基本的体验性
了解和感知来作为展开西部文学阅读的底子是很有价值
的，有助于避免偏见和臆断，也有助于一定程度消除地
域、文化的隔膜。

今天，柳青的文学创作的得失仍不断被研究者们深
挖细究，对其的毁与誉如风中波涛，起伏不停。这是任
何一个有价值的作家在历史长河里都必然经历的不断的
淘洗和检视，柳青亦不例外。不过，今日的我们不能无
视柳青文学创作的独特创造和贡献，亦应清晰认识柳青
的价值及他与西部文学的深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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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 5 月 25 日下午，柳青辞别 《中国青年报》 编辑
部，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此后开始了他长达 14 年的长安县
乡村生活，从而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投入
社会生活的劲头，看到了中国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艰难而义无
反顾的历程，他决定以自己全部精力来描写中国农村所发生
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在长安 14 年，不仅他创作
的著名 《创业史》，而且他直面现实生活，书写时代大变革
的写作精神，民族化形式的追求，以及所开创的“柳青道
路”，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后世一代代作家，尤其是当代陕
西作家。显然，柳青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学
遗产。

柳青的文学遗产首先是一种精神财富。尽管 1949 年以
来，有关柳青及其《创业史》存在的合理性都有着极大的争
议，但是《创业史》描绘出了中国农民告别私有制走向集体
化道路的时代大变革，勾勒了历史演变的洪流，也展示出社
会变革时期的一些冲突矛盾，描摹出其中隐藏着的种种潜
流，塑造出了像梁三老汉、王二直杠这样的中间人物。与写
同类题材的同代作家相比，柳青似乎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
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他把自己的艺术视野放置在
人民大众所普遍关心和迫切期望解决的社会问题上，仅此一
点，就可以肯定地说，柳青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
产。

而今柳青离开我们已经 40 余年了，但是柳青留下的这
份精神遗产仍需要当代作家继承和发展。当前，我们所面临
的是，在现代化进程里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
等各方面都在进行着嬗变，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社会转型的
时代，写出这个时代社会的变迁与人们心灵的裂变历程便是
中国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就以柳青所创作的农村题材
小说来讲，今日的乡村已经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农村了，农民
也已不是鲁迅小说中的阿Q、茅盾笔下的老通宝、柳青文中
的梁三老汉、路遥作品里的高加林，而更多的是孙少平、刘
高兴之类的人物。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农民
与他们父辈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们生活的空间和遭遇

的时代也与历代农民不同。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本是以血缘
关系为基础，而今，人员的流动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
象，这种流动引发了婚姻家庭的不稳定问题。乡村中的伦理
秩序在逐步解体。传统乡土中国是由士绅阶层来进行掌控，
然而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绅士阶层式微并退出了历史舞
台，农村出现了新兴势力。怎样重新建立乡村秩序是一个严
峻的问题。当年柳青在《创业史》里展现了共产主义思想占
据了乡村的统治地位，传统的宗族、宗教、民间信仰逐渐退
出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的状况，然而改革开放这 30 余年，连
这些共产主义信仰也瓦解了。显然，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是处
于一种混乱、多元并存的样态。农民的社会文化心理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究竟是怎样的，是当代文学需要关注
的焦点。

作家有责任展示出社会变迁中的矛盾冲突，描绘出我们
在现代化转型中遭遇的种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困境。在这方面
贾平凹始终是走在前列的，抑或说他继承了柳青的精神遗
产。《带灯》 通过讲述一位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的

“维稳”经历，写出了当下底层社会不断涌动和深刻隐伏着
的各种利益纠葛与人际矛盾，及其与此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
的弊端。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贾平凹一再强调：“几十年
的习惯了，只要没有重要的会，家事又能走得开，就邀请朋
友到农村去跑。”诚然，今天的乡村问题太复杂了，尤其是

科技极大地改变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作家要想静坐书
斋，凭借着遐思便能创作出撼动人心的好作品，那是根本不
可能的事情。至此，我们就不得不提及当年柳青所开创的

“柳青道路”。这本是中国知识分子渴望摆脱小资情调，弃绝
感伤情绪所走的思想“改造”之路，在柳青则被视为走进

“生活学校”，即通过拥有深厚的生活积淀，从而创造出伟大
之作的必由之路。在柳青看来，社会冲突在作家生活和创作
的情绪和感情上反映出来的速度、强度和深度，标志着作家
气质的特征。每一个时代最先进的世界观水平即最先进的政
治觉悟水平，它要求每一个时代最先进的作家气质总是与群
众同生活、同感受、同爱憎。为此，他抛弃了大城市的繁华
生活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后来，路遥学习他，提着一个装满
书籍的大箱子四处奔走搜集写《平凡的世界》的资料，力求
多接触农民，倾听农民的心里话。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扎实的

“到农村走走”的田野调查，才有了深切而独特的乡村体验
和感受。也只有深入最底层的生活，作家才会有不竭的创作
源泉。

柳青的文学遗产还在于对民族化形式的探索。中国社
会的特殊性为世界学者所公认，它曾经以其特有的魅力吸
引过诸多外国学者的关注，但是展示中国问题的任务必然
是由中国作家来完成的，而我们需要展示的则是中华民族
所特有的精神和气派。尽管有关民族化形式的探讨是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的重大话题，但是对民族形式的探索至今仍
然是当代文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时隔多年之后，我们依
然可以感受到柳青 《创业史》 里强烈的立史意识，史诗性
的写作方式，感受到他写关中农民拉家常话时那种扑面而
来的生活气息，体验秦地方言里所透显的一种慷慨激昂的
审美风范。柳青是把中国史传传统与地域文化，即这些民
族化形式转化为自己写作的一种资源，并经过创造之后，
变成后辈作家取之不竭的文化遗产。从路遥到陈忠实、高
建群都写下了史诗性的作品，陈忠实的 《白鹿原》 则通篇
都采取秦地方言写作，并将秦腔作为表现小说叙事节奏和
塑造人物的重要元素。显然，柳青遗留下的文学遗产无论
是写作理念，还是生产方式、写作技巧都是后世作家创作
取之不竭的资源。

柳青这一代作家在革命队伍里成长，之后又赶上了社会
政治运动，所以他们的创作必然会出现配合党的路线方针的
政治倾向，他们有自己时代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但是，他们
还是做出了成绩，这成绩就是放置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更
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能够长期和群众在一起，有一种努力探
索的精神。所以，今天我们谈及柳青的遗产，就是要继承前
辈作家的优良传统，摒弃他们因为时代的特征而滋生的缺
陷。当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徙的
时代，这是一个富有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时
代。柳青这一代作家显然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时代任务，展现
乡村新变的重任就自然落在新一代作家的肩上。那么，一个
空巢的、寂静的乡村该如何进入文学书写的新境界？在我看
来，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广泛、最基层的群体，他们的衣食住
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观念信仰是最能反映当下社会物
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晴雨表”。因此，中国当代乡土
文学的发展还是要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来展示中国社会的
现代化进程，并且要考虑如何对这些日常生活进行审美化。
这不仅能紧扣住时代最敏感的脉搏，改变旧有的农民形象塑
造单一的缺陷，而且有助于从深层次揭示出农民心理的嬗变
过程和发展趋势。

柳青的文学遗产
□刘 宁

柳青与西部文学
□胡冬汶

柳青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他以
深厚的秦地文化为依托，用充满人文关怀的笔墨抒写了大时代
中秦地农民的生活命运、物质欲求与中国梦想，先后创作了

《种谷记》《铜墙铁壁》 和 《创业史》 等重要作品。他扎根土
地，创造、复活、重构了具有生活底蕴的秦地风俗文化、再现
了秦地民间艺术，提炼了秦地方言，把宏大的创作意图融入日
常生活叙事氛围之中，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域色彩。

一
民俗是民间生活文化的基本构成。柳青在小说创作中对秦

地民俗进行了多方面的叙写，具有浓郁的“秦风秦韵”， 其中
婚丧嫁娶是作家着力复活和重构的民俗事项。

柳青于 194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 《喜事》 叙写了陕北旧式婚
俗。小说写了鼓乐手、“引人的”、“送人的”和迎亲场景。还写
了“定亲”、“送喜糕”、“拜神主”、“见大小”、回门等习俗，比
较完整地再现了陕北传统婚俗礼仪。在 《铜墙铁壁》 中，作者
描绘了陕北民间婚俗，展现了革命战争年代农
村社会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包容。在 《创业
史》 中，作者写了寡妇再嫁的习俗，详细描绘
了梁三娶寡妇时到河滩上举行订婚立约仪式，
复活了民间传统。小说生动地展现了秦地民间
风俗文化中对寡妇再嫁的种种禁忌，例如，立
婚约要在天黑星全之后进行；再如，寡妇再嫁
立婚约的地方，连草都不生，所以立约地点选
在河滩。小说复活了秦地关中农村的婚嫁习
俗，为点燃梁三再次“立业”的创业激情和刻
画其迷信、守旧的性格奠定了基础。

小说写了秀兰虽属旧式包办婚姻，但自愿
到未婚夫家里照顾婆婆，温馨感人，具有浓厚
的人文关怀色彩，展现了农村婚嫁的新风俗。
小说还写了新婚姻法颁布后，改霞解除原有包
办婚约，刘淑良主动与性格不合的丈夫离婚，
展现了她们身上新时代女性的特征。

除婚嫁外，柳青的小说还涉及了秦地丧葬
民俗。《创业史》写王二直杠去世后，拴拴穿着
白孝衫，扛着“引魂幡”，拄着哭丧棍，号哭着
老爹，低着腰走在前头，后面由8个男社员抬着
灵柩。灵柩后面是带着铁锹、供品、香纸和纸
人、纸马的殡葬办事人群，最后是一辆牛车，
上面坐着送葬的妇女们。小说还写了吊灵柩、
封墓口、踩墓坑、堆坟堆、放纸炮、标边界等
风俗。

柳青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通过对婚嫁、
丧葬等民间习俗的描绘，显示出他关注农民生
活的人文情怀，也增强了其作品的地域色彩。

二
陕北民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也是陕北民间艺术的一块引以为豪的艺术瑰
宝。柳青出生在陕北，后来曾在陕北农村生活
和工作，深受陕北文化的熏陶与浸染，因此，
他的作品大量引入陕北民歌。这些歌曲的纯熟运用，在柳青小
说中发挥着多方面的艺术功能，展示出丰富而独特的艺术魅力。

早在 1941年，柳青在 《一天的伙伴》 中便写了一个爱唱酸
曲、咬字不清、有点结巴的运输员吴安明。小说写他骑在骡子
上一倾一倾地摇晃着身子，用做作的女声不清晰地唱着：“你赶
你的骡子……奴开奴的店，来来……往往，常哟相见……”在
这里作者借用陕北民歌，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塑造了交通运
输员活泼可爱、吃苦耐劳的形象。在 《种谷记》 中，作品先后
引用了陕北爱情歌曲《骑白马》和革命歌曲《移民歌》（后来被
改编为《东方红》）。民歌与故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前者展现了
陕北青年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后者展现了集体劳动歌唱的热
烈场面。小说的结尾写到雨过天晴的陕北美景：“碧蓝的穹苍，
鲜红的太阳，黄褐的山头，以及深绿的树丛，互相辉映得五光
十色。”紧接着引出赵德铭大声歌唱 《解放区的天》：“边区的
天，明朗的天，边区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
的恩情说不完……”歌曲的内蕴与小说描写的意境完全吻合，
小说在欢快的音乐氛围中结束，显得意味深长、余音缭绕，极
富感染力。

在 《创业史》 中，柳青先后引入了山歌、童谣和抗美援朝
歌曲。第一处是梁生宝带领互助组进山割竹子时，任老四对大
伙念出的一段山歌：“山里人们实可怜，一年四季没个闲。自从
粮食种下地，天一半来兽一半。天天守，夜夜看，眼熬红，嘴
喊烂， 猪八斗来熊一石， 到头还是灾荒年。”通过山歌表现山
民们生存的艰难，也暗示进山割竹子的艰辛。第二处是梁生禄
晚上躺在炕上，让娃娃在他身上骑马。他口中念念有词：“咚咚
喳，咚咚喳， 我儿骑马上舅家。舅舅抱，外爷亲，我儿长大你
做啥——”该童谣既展示了农民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第三处
是秀兰收到志愿军未婚夫立功的信后，插入了歌曲 《世界人民
团结紧》：“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那美国
兵呀！”通过歌曲，小说不仅展现了秀兰激动的内心世界，也让
读者联想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拓宽了作品的容量。

在秦地，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是秦腔，秦腔又名乱弹，

也叫梆子腔，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其故事多
取材于英雄传奇和悲剧故事，反映了秦地人民耿直豪爽、朴实
敦厚的民风。

柳青少年时期曾在西安求学，成为作家后又在长安皇甫落
户，期间自然受到关中文化，特别是秦腔的耳濡目染。在 《创
业史》 中，柳青有意把秦腔引入小说中来凸显作品的地域特
色。小说共有7处提到秦腔，其中有3处引用了戏文。一是孙委
员快乐地唱着秦腔：“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
这两句戏词出自秦腔名剧《五典坡》，写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在18
年之后，终于等回了丈夫薛平贵，这一段是表现她端盆清水照
看容颜时，发现自己老了的两句唱词，在此，用来表达孙水嘴
欢乐和欣喜的情绪。二是白占魁唱的两句秦腔：“老牛力尽刀边
死，韩信为国不到头”。这两句戏词取自秦腔折子戏 《斩李
广》，写李广将军被杀时的冤屈心理，在这里用来表现白占魁表
白自己为生产队出力不讨好、郁郁寡欢的心境。三是冯有万说
的秦腔戏韵白：“元帅升帐，有何吩咐，小的遵命就是了！”表

现出冯有万开朗、乐观、幽默的个性。
总体来看，柳青作品中秦腔的运用远不如陕

北民歌那么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究其原因，柳
青是地道的陕北人，尽管他也深入关中农村生
活，但在演绎关中地方戏时有着明显的阻隔，加
之柳青自幼身体多病，不便于大声吼唱，因此，
他仅能以一个外乡人的视角来运用秦腔，在艺术
表现上自然会打些折扣。

三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地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柳青是较早对陕西方言进行选
择、改造、加工和提纯的作家，秦地方言在他的
小说中不仅能表达思想感情，还可以塑造人物形
象，呈现出浓郁的地域色彩。

柳青非常重视民间方言，他在 《美学笔记》
中指出：“在叙事文学中最具有这种魅力的还不
是作家的文学语言，而是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的
生活语言。这是生活的感觉和艺术的感觉结合的
焦点。”显然，柳青认为作品中人物对话的语言
和内心语言高于作家的叙述语言。

柳青生于陕北，后来又在长安落户，他对秦
地人民群众的语言非常熟稔，作品中关于陕北方
言和关中方言的熟练运用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如 《种谷记》 中写农村妇女的语言极具地域特
色：

“赵同志，”一个手里拿着倒线木拐子的老婆
带着不可掩饰的不满问，“不是点谷籽也不准告
假吗？再两天就是我们毛狗外爷的生日，我去他
也要去，他外爷还特意捎话来着。我解不开你们
这是种什么办法……”

对于熟悉陕北方言的人来说，这些方言是地
道的，并可以用土音来读。如方言中“解不开”
中的“解”字读作“hài”，此词意为“不明
白，不懂得”的意思，另有方言“告假”意为

“请假”的意思。
当然，柳青在早期小说创作中，过多的迁就了语言乡土化

和生动化的要求，表现出俗有余而雅不足的缺点。由于对一些
方言俗语缺少必要的加工和提炼，以至于使作品中出现了一些
粗俗的方言。如《土地的儿子》中胡秃子骂李老三的话：“你要
挣得多买两垧，才是个正经办法；指望边畔占人家的一点点，
顶毬哩！”这种语言尽管带有原生态意味，具有表现力，但是终
究还是过于粗俗。

新中国成立后历时6年，修改4遍的史诗性鸿篇巨著《创业
史》 则不同了。小说中的方言基本上经过作者的加工和提炼，
融土气、刚气和大气为一体，成为当代文学中运用方言的典范
之作。如《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方言：

“咱娃！”梁三斩钉截铁地大声改正，“往后再甭‘你娃’
‘我娃’的了！他要叫我爹，不能叫我叔！就是这话！”

秦地方言中多称小孩为“娃”，陕北多用叠字，称“娃
娃”，关中则有男娃、女娃、碎娃、娃娃等多种称呼。即使小孩
长大成人，但父母依然以“娃”相称，即使梁生宝已经成年，
并当了社主任，梁三老汉依然用“宝娃子”称呼，表达出对儿
子感激、疼爱之情。引文中表示强调的“就是这话”是典型的
关中方言。据不完全统计，该词先后在《创业史》9个人物口中
共出现 23次，成为小说出现频率较高的方言用语，有着浓郁的
地方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柳青作品中地方谚语和格言的引入也比较
频繁。如“秃子嫁哑巴，西葫芦配南瓜”等。这些是民间语言
中最丰富、最形象的一些方言，是当地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根
据生活现象概括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

柳青曾说：“任何一部优秀作品、传世之作，绝不是专家、
编辑和作家个人自封的，至少要经过 50 年的考验，才能看出
个结果。”经过60多年的“考验”， 尽管小说所依托的农业合作
化运动遭到历史的解构，使其作品也陷入“众声喧哗”的“尴
尬”局面中，但是，在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沉淀之后，他的论
断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他的带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写
作不仅在陕西，而且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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