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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气息、泥滋味”的
山药蛋派文学

□张丽军

站在21世纪的今天来看，“山药蛋派”文学依然闪耀着来
自乡土中国大地的泥土气息，塑造的人物形象经历了岁月洗
礼而依然异常鲜活可爱，对中国民间文艺形式的创造性运用
之于新世纪中国文学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山药蛋派”的形成首先是来自三晋大地的民间艺术滋
养。 非常有意味的是，“山药蛋派”作家群的形成，截然不同
于以往的一些文学流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有
着鲜明的社团宣言、组织方式和创办发表园地的自有刊物。

“山药蛋派”没有统一的宣言、机构和刊物，是自然而然逐渐形
成的，是被后来研究者归纳、提炼出来并得到了广泛认同的、
审美艺术风格特色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文学社团流派。既然没
有人组织，也没有人倡导，何以形成一种“山药蛋派”文学流派
呢？深深探究，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共同性因素，那
就是他们都是三晋大地的儿女，从小都是在三晋大地农村长
大的，得到了来自乡土民间文艺滋养的“农民作家”（20世纪40
年代赵树理就因为创作成绩和审美特色极为突出，被誉为“农
民作家”）。作为“山药蛋派”领军人物的赵树理，出生于山西
省沁水县的农村，从下就喜欢各种民间文艺。赵树理就跟从
村里民间艺术高手组成的“八音会”，听各种民间音乐和地方
戏曲。赵树理的父亲就是一个说书能手，不仅能够阅读“三侠
五义”等民间侠义小说，而且能说给乡民。所以，赵树理对民
间说书人的说唱艺术及其结构布局、叙述方式了然于胸，幼小
的心灵受到来自三晋大地民间艺术的深厚熏陶和滋养。这为
他后来的文学立场、文学理念和“为农民写作”文学观的形成
有着极为深刻的渊源关系。马烽是“山药蛋派”作家群中创作
作品较多、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与赵树理一样，马烽出生于
山西省孝义县一个贫农家庭，7 岁移居汾阳县。从七八岁开
始，马烽就参加农村的田间劳动，熟悉农民的日常生活、民风
民俗、方言口语和各种农业劳作。这为马烽后来的文学创作
打下了终生受益的生命底色和精神根脉。西戎、束为、孙谦和
胡正都是曾生活和工作在晋西北大地上的作家。三晋大地的
民间文艺传统滋养了作家的艺术魂魄，赋予他们不竭的乡土
之情和艺术生命活力。这从赵树理小说中的说书人叙述口
吻、评书体结构布局和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的自由运用可以得
到清晰的见证。事实上，“山药蛋派”作家中不仅赵树理在作
品中采用快板、打油诗、民谚等民间文艺形式，而且马烽、西
戎、束为等人同样使用快板、俗语、地方戏曲、民歌等民间文
艺形式，如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西戎和束为的《王德锁减
租》、胡正的《民兵夏收》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三晋大地的
自然地理空间在20世纪所发生的波澜起伏的社会革命变革及
其大地上的乡民心灵震荡与情感涟漪是“山药蛋派”作家一生
创作的叙事中心和永不枯竭的情感动力源。

火热的农民土地革命不仅点燃了“山药蛋派”的创作激
情，而且也为这种来自大地的土生土长的“山药蛋文学”提供
了成长的精神土壤。1943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在太行山区迅速传播。赵树理不仅从《讲话》中找到
了文学知音，而且从中找到了具有正本清源性的美学理念、创
作准则和新的文学发展道路。土生土长的“山药蛋派文学”第
一次具有了“合法”性的文学身份和承续传统中国叙事美学的
独特内在性审美价值。从此，“山药蛋派”文学真的可以登入

“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大雅之堂了。毫无疑问，伟大的时代
呼唤并创作着一种新的基于最广大穷苦人的革大雅之堂命美
学，呼唤一批具有乡土中国大地的“泥滋味”和“土气息”和鲜

活的、展现社会巨变中农民心灵震颤的新文学。从三晋大地
中土生土长的、被民间文艺滋养的、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壮大的

“山药蛋派”作家可谓是生逢其时，被时代需要和塑造，同时
也以文学记录和书写着时代的历史。

从写作内容来看，“山药蛋派”作家群书写了三晋大地上
的社会变迁、革命斗争和心灵嬗变，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农
民形象，对在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激烈的土改斗争下三晋农民
的心灵战栗进行了细致而精彩的艺术描绘。以往我们对“山
药蛋派”文学作品的评价集中于对土改革命中各类农民形象
的典型塑造方面，对小二黑、小芹、李有才、小顺、元孩等坚定
的农民革命者形象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对二诸葛、三仙姑、

老秦、苗海其、王万成等老一代落后农民形象给予关注。这在
无意之间忽略了“山药蛋派”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对赵树理、
马烽、西戎等作品的思想丰富性和深刻性构成了某种无意识
的遮蔽。事实上，进一步考量“山药蛋派”作品，我们越过流逝
的岁月，拭去历史偏见的尘土，就能发现“山药蛋派”自身的精
神生命光芒。即“山药蛋派”建构了类型丰富的农民形象，包
括以往被遮蔽的地主形象、变质农民革命者形象、受批评的

“中间人物形象”等等。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塑造了冒
充的革命先锋者“金旺、兴旺”兄弟，在《李有才板话》中塑造了
村霸阎恒元形象；束为在《红契》中塑造了“笑面虎”地主形象，
在《老婆嘴退租》中塑造了狡猾的地主“老婆嘴”等形象。这其
中尤以阎恒元和“笑面虎”形象生动鲜明。《李有才板话》中的
地主阎恒元见风使舵，顺应时代形势变化，通过变相改选和寻
找政治代理人，牢牢把握村政权，糊弄土改的章工作员，甚至
获得了“模范村”的荣誉。正如小说中的快板所言：“村长阎恒
元，一手遮住天。/自从有村长，一当十几年。”特别深刻的是
阎恒元利用封建等级思想和安逸享乐的糖衣炮弹，把陈小元
从贫农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革命领导者渐渐腐化为变质者。无
论是地主阎恒元，还是变质的革命者陈小元形象，小说都呈现
了赵树理对变动中的乡土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和超越时代的
先锋性思想。如何确保政权保持在革命者的手中，如何确保
乡土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不腐化变质，这在新世纪的今天依然
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巨大警示意义。

赵树理和束为等人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天翻地覆的土改胜
利喜悦，而且是把千百年来乡土中国底层农民所深深受到的
传统文化和地主威权的压抑展现出来，即把胡风所言的“精神

奴役的创伤”呈现出来，揭示出土改不仅是一种经济与政治的
翻身仗，更是乡土中国农民文化与心理的翻身仗。地主等剥
削阶级的强势文化和心理威权依然对普通农民心理构成一种
威压和恐惧。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需要长期的培育和
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制度的保障。而西戎等人合
作的《王德锁减租》在承继以上思想主题的时候，又往前探索
了一步。这部获得边区政府表彰的戏剧作品，提出了翻身农
民的文化教育需求，即农民不仅要求政治、经济翻身，而且要
求文化翻身、“子子孙孙学文化”得解放的终极性要求。这比
较于新世纪今天中国农民新兴起的“读书无用”和农村学生的

“弃学论”，无疑是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思想张力。

从时间上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文化语境中的
“山药蛋派”文学作品在叙述主题、人物形象和情感基调都有
显著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对农村女性形象、“中间人物”形
象和农村领导者形象等新中国农村人物群像的建构方面。事
实上，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开始，女性形象书写就是“山
药蛋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叙述向度。当然，《小二黑结婚》中
的女性如小芹和“三仙姑”等形象是模糊的，不够清晰的，属于
服务于叙述主题的扁形人物形象。新中国成立后，“能顶半边
天”的新女性在各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这一时期“山药蛋
派”作家对女性形象书写，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有
了一个极大的飞跃。赵树理的《传家宝》虽然依旧没有摆脱为
叙述主题服务的局限，但是小说叙述的两代女性形象李成娘
和儿媳金桂形象，已经显露出新的叙述特质。婆媳关系是一
个千古难解的叙事主题。但在新中国初期的文学世界中，这
一冲突关系注入了新的叙事内容和相对温和，乃至带有某种
内在抒情意味。 《传家宝》借助金桂嫌婆婆的旧箱子有碍观
瞻放到床底下这样一件小事，触发了婆婆李成娘的“老火”。
这是新中国工业化初期，乡村女性被繁重家务所束缚、固守家
庭的传统乡土伦理文化与分工合作、妇女解放的新工业伦理
文化的冲突，是蕴含着时代进步与女性解放的明朗、乐观与抒
情意味的冲突。经过女婿的高明调解，李成娘终于意识到新时
代到来了，过去的那一套“传家宝”不灵了，新社会新农村需要
的是金桂这样能够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新女性，
从而达成了和解。赵树理小说《邪不压正》中女性形象软英有
了新的进展，具有了清晰的性格变化，写出了软英对不同恶势
力的“软中带硬”、“等等看看”而又决不牺牲自己的生命韧劲和

“软反抗”的生存智慧。《登记》讲述的小飞蛾与女儿艾艾两代
女性不同的婚姻命运故事，与《小二黑结婚》，有异曲同工之
妙。有意思的是，新世纪山西作家李骏虎同样书写了两代妇
女不同婚姻命运的小说《母系氏家》，延续了赵树理《登记》对
乡村女性婚姻命运进行人文关怀和审美书写的文学主题。

马烽的《金宝娘》则叙述了一个美丽善良的乡村女性金宝
娘被地主恶霸欺负，从好媳妇沦落为“接日本人、警备队、晋绥
军”的“烂货”，后在工作团的帮助下斗争地主、重新做人的故
事。《韩梅梅》是马烽采用日记体书写的一部新社会乡村知识
女性韩梅梅，勇于打破世俗，不怕苦累改造养猪场、建设新农
村的新故事。胡正的《碑》在语言特色上与西戎构成了呼应。

《碑》中的革命女性凌前英为救群众牺牲了，在她跳水的地方
立起了一块碑。“碑是吕梁山脉的青石，它永恒不朽地、坚实地
立着。”西戎和胡正的作品的抒情化、诗意化语言，与赵树理和
马烽那种白描式叙述构成了“山药蛋派”内部叙述语言的差异
与变化。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山药蛋派”一个极
大的文学贡献就是对“中间人物”形象的审美书写。赵树理、
马烽、西戎等作家在农村革命者和建设者形象塑造方面，一方
面刻画了像《小二黑结婚》中县工会主席老杨同志、《“停止办
公”》的县委书记杨成柳、《我的第一个上级》的防汛副总指挥
老田等光辉形象，另一方面书写了一些带有急躁、冒进思想性
格的，即有人间烟火气的、有缺点的农村干部形象。马烽的

《临时收购员》就塑造了官僚主义作风的“我”和“老金”误解了
“临时收购员”石二锁老汉，还把他扶持山区农民养鸡的远见
误当为自私自利的卑鄙行为。西戎的《冬天的夜晚》刻画了一
个忘我劳动而又骄傲自负、主观粗暴的队长牛成宝形象。站
在新世纪的今天，那些依然生动可爱、触动人性内心深处的

“山药蛋派”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作品恐怕当属是那些描写“中
间人物形象”的文本。其实，从深层来看赵树理、马烽、西戎等
人塑造的有缺点的农村干部形象已经具有了“中间人物形象”
的精神特质。但是，在真正意义上的“中间人物形象”作品当
首推西戎的《赖大嫂》莫属。赖大嫂爱占便宜，嘴头子硬，没人
敢招惹，养了两回猪，一头说是因病而死，一头杀吃了。特别
是第二头猪因为偷吃集体庄稼与民兵队长立柱发生了冲突，
赖大嫂狡辩说：“谁说的我的猪到了庄稼地里？到了那块地
里？为啥不把我叫出来让我看？”后来，因为立柱妈养猪挣了
一笔大钱，赖大嫂后悔自己脚踩两只船，错打了算盘。赖大嫂
固然有打小算盘的自私缺点，但是新的保障农民个人利益的
政策让她第一次下定决心把猪养好，争当一个好社员。马烽

《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是一个饲养好手，但是为公家饲
养却出现了牛驴消瘦得像副骨头架子，成为全社最落后的社
员。但在社长甄明山的教育下，他逐渐发生了质的思想变化，
成为公社理家过日子的能手。这些“中间人物形象”文本在今
天依然闪烁着熠熠的艺术光辉，依然有着可进一步阐释与探
讨的美学理论空间。

总之，对于“山药蛋派”文学，我们需要在继承以往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梳理其与“五四”新文学、传统通俗文学和民间文
艺的内在关系，重新思考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特别是其叙
事学、美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

“山药蛋派”作家那种向生活学习、向农民学习、向民间学习的
创作思想与精神姿态于新世纪中国作家如何书写真正意义的
中国文学、中国故事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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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流派的演变、评价，是一个极富意味的
文学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似乎还没有
任何一个文学流派像“山药蛋派”一样，实绩如此
之显著，影响如此之持久。从“山药蛋派”形成到
今天，已经有 60 余年的历史了，现在，这个流派
是否还存在？它对后来的山西文学乃至全国文学
有哪些影响？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流派？可以
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话题。

对“山药蛋派”，山西文学界与国内文坛的看
法迥然有别。山西作家聚在一起，谈到自己的前
辈“山药蛋派”作家及其作品，心里都会涌上一种
自豪、敬重乃至羡慕之情。在谈到“山药蛋派”与
山西新时期之后文学的关系，则大抵是这样一种
看法：“山药蛋派”的文学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山西
后来的文学，而且这种影响还会继续绵延下去；
但今天的山西文学已进入一个多元化、个性化时
期，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截然不同
了。可以说以“土”著称的山西文学，现在也洋
气、洒脱、多样起来了。从题材上讲，已大大突破
了过去较为单一的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城市题
材、历史题材乃至环保、科幻题材等也纷纷活跃
起来；从表现方法、手法上讲，已从传统的现实主
义走向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借鉴和容纳现代表现
方法和技巧，已成为山西作家的“家常便饭”。山
西甚至有了一些很超前的先锋派作家。从小说
模式上讲，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旨的社会型小说
依然在山西文学中占很大比重，以思想和艺术探
索为追求的探索型小说在全国文坛上也有了一
席之地，以社会热点和大众文化为倾向的流行小
说也渐渐兴盛起来，三种类型小说的同时并进，
构成了山西文学的瑰丽景观。过去那种众多作
家聚集在一面旗帜下写作的现象已不复存在，每
位作家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个性，山西文
学从共性化时期进入了个性化时期。“山药蛋派”
文学的现实关怀、使命意识、地域文化等诸多特
征，尽管在新时期之后的山西文学中依然存在，
但它已很难统摄和贯穿整个山西文学了，用“山
药蛋派”这一概念概括今天的山西文学显然已经
不大可能。新时期以来的山西文学确实是以它新
的面貌、新的个性展现于全国文坛的。如果把当
今的山西文学都硬塞到“山药蛋派”这只“菜篮
子”里，那显然是不恰当、不科学的。

然而，外省、全国的文学编辑、评论家们，却
往往把现在的山西文学同“山药蛋派”混为一谈，
认为山西文学等于“山药蛋派”，或者近似于“山
药蛋派”。有例为证：其一，1995年，笔者应《文学
报》编辑之约，写了一篇关于山西四代作家同农
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文章，题目为《源远流长》，着
重阐述了几代作家身上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以
及山西小说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变革与发
展。但文章发表后，题目却改为《“山药蛋派”后
继有人》，编辑的这一改动，我觉得与我的写作初
衷是不大一致的，他们把当时的山西小说同“山
药蛋派”烩入一锅了。其二，1996年第7期《上海
文学》，以首篇位置推出了山西作家王祥夫的中
篇小说《雇工歌谣》，编者加了一篇颇有分量的

“卷首语”，题目赫然——《又见“山药蛋”，尚“能”
不尚“新”》，编者说：“王祥夫的小说中流贯着知
识化的农民意绪，在这样一种美学眼光里，让我
们又一次领略了赵树理所开创的‘山药蛋派’非
常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山西文学界看来，王祥夫
在同代的作家中，他的作品是最少“山药蛋派”特
色的，但《上海文学》的编辑却从他的小说中“领

略”了“‘山药蛋派’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对
此，王祥夫认为：“我在山西众多作家里是一个异
数，起码我认为自己不是‘山药蛋派’，既无师承，
又无脾性上的爱好。不过，人家硬派个‘山药蛋’
给你，你也没办法。”其三，2011年笔者写了一篇
论述山西新锐作家群创作的文章，题目是《山西
短篇小说的新风景》，但在《文艺报》发表出来后，
编者把题目又改成了《“山药蛋派”后继有人》。
一说到山西小说，就会想到“山药蛋派”，就要努
力归到这个“派”里去，在一篇并不具有很多“山
药蛋派”特色的小说中，却可以读出浓郁的“山药
蛋”味，由此可见“山药蛋派”文学的深广影响
了。但究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呢，还是“局外
人”误读了山西文学？我以为在“局外人”对山西
文学的看法中，还有很多误读，他们并不了解现
在山西文学的内在变化和整体状态。同时在这
种看法中，也有着深切的期待，他们期望山西文
学能保持那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特的艺术魅
力。“局外人”的看法自然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深
思的。

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山西现当代文学史
中，“山药蛋派”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文
学精神，它对山西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持久的。譬
如在新时期以来的许多外省作家作品中，都可以
看到“山药蛋派”作家的影响。譬如山东作家刘玉
堂的小说，以民间文化的思想艺术眼光，表现沂
蒙山区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形成一种质朴、温馨、
幽默的艺术风格，有评论家称他是“最得前辈大
师赵树理神韵的作家”。还有山东作家张继，他的
短篇小说生活气息浓郁，情节机智幽默，语言朴
素简洁，也颇有马烽、孙谦小说的特色。另外如河
北作家何申，写农村、乡镇，写农民、乡村干部，凸
显出生活的原汁原味，“山药蛋派”文学的精神底
蕴深藏其中。总之，“山药蛋派”文学对外省乃至
全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在“十七年”时期和“新时
期”文学两个时段。

“山药蛋派”文学“陡然兴起”于20世纪40年
代的山西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创了一个文学
的新时代，独领风骚，活跃了数十年时间，影响了
几代作家的创作，它的创作实绩和艺术生命力，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所有文学流派中恐怕是
无与匹敌的。但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是特
定的时代环境、地域文化、作家群体等诸多因素
合力的结果，它不可能世代相传，永远不朽。作为
一种文学精神，“山药蛋派”还会制约、作用于今
后的山西文学，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山药蛋
派”应该说早已成为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意
学者朱晓进的观点，他在说到山西第二代作家时

这样讲：“他们多是在‘山药蛋派’老作家的发现、
扶持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创作在风格特
征上与‘山药蛋派’老作家们有所趋同，有人将他
们称之为‘第二代’的‘山药蛋派’作家，但他们在
各方面对‘山药蛋派’的发展并无新的贡献，最多
是在作品的量上为该流派增加积累，而且看得出
来，他们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味已显然不像‘山药
蛋派’老作家们的作品中那么浓烈。其实‘山药蛋
派’也就到此为止了。”（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
晋文化》第33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山
西第二代作家创作的滑坡，就意味着“山药蛋派”
的终结。这一代作家活跃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80 年代初期又再度“复苏”，与第一代“山药蛋
派”作家“回光返照”式的创作一起，又续写了一
个美丽而有力的尾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山西文学，进入一个
变革开放、灿烂多姿的时代。在不到 20 年时间
内，出现了两次艺术上的变革。在山西第一、第二
代作家再度“复苏”的同时，山西第三代作家异军
突起，成为山西文学的中坚力量。由本土作家和
外籍作家共同构成的第三代作家，他们创作的初
期是深受“山药蛋派”作家的影响的。他们的题
材领域，绝大多数是农村生活；他们的创作主题，
也往往与时代潮流同步；在艺术表现上，格外注
重塑造人物、铺展情节、强化生活韵味等等。这
些都显示出对“山药蛋派”的师承痕迹，所以有评
论家便把这一代中的几位作家称为第三代“山药
蛋派”作家。同时，这又是一代文化素养较高，在
思想上、艺术上勇于探索的作家，随着新时期文
学的深入发展，他们也迈开了自己的探索步履。
我以为这一代作家的探索和变革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思想观念上的探索，他们冲破了那种紧
跟政治意识形态、急功近利式的创作思维，把对
生活、社会的思考纳入更广大的文化、历史、心理
学等思想背景下去进行，从而扩展了他们作品的
思想内涵。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他们有意识
地借鉴、融汇了一些现代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
法，如象征手法、意识流、多线条结构、现代叙事
方式等，这使他们的小说从审美上呈现出诸多现
代色彩。正是这两方面的探索，使这一代作家形
成了一个“晋军崛起”的文学现象。20世纪90年
代前后，这一代作家经过一个沉潜、寻觅的阶段，
进入了一个“各自为战”的个性化时期。这是山西
新时期文学中的第一次变革。与第三代“晋军”作
家的分化趋势不尽相同的是，山西的第四代作家
却在 20世纪 90年代走向了融合。这便是山西文
学发展中的第二次变革。山西第四代作家起步于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长于90年代。这一代作
家起步之时，文坛上一片“喧哗与骚动”，他们不

可能不受到各种各样社会思潮、文艺思潮的冲击
和影响。但山西根深蒂固的文学传统对他们的影
响或者说制约更其强大、直接，他们个人的具体
生存状态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走到现代派路子
上去。当然，这一代作家的状况也不是那样简
单，他们中有先锋派作家，有文人型作家，但绝大
多数属于现实主义作家，这些新一代的现实主义
作家，从创作倾向上看，基本上继承了山西前几
代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如对农村生活与农
民问题的关注，如对民情风俗地域文化的表现，
如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体。但这一代
作家也自有他们的特点，如他们更注重表现个人
的生活体验，传达自我对生活的思考和发现。他
们感觉敏锐，在艺术上努力探索，不断丰富着现
实主义的表现形式。他们融个人体验、社会思考
和山西的文学传统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努力融合
的文学倾向。如果说第三代作家的创作特征是

“理性审视”的话，那么第四代作家的创作特征则
是“感性体验”的，他们的创作已与“山药蛋派”有
了很大的差异。但这一代作家后来的发展并不理
想，在“马拉松”式的文学赛跑中，坚持下来的不
是太多。

其实，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中国文学告别
“新时期”，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的“多元化”
时期。这一时期至今已持续 20 余年的时间。山
西文学在经历了 20世纪 80年代的兴盛、20世纪
90年代初的短暂沉寂之后，很快振作起来，在现
实主义精神的支撑下，深入探索、广接地气，在新
世纪之交形成了文学界所谓的“第三次文学创作
高潮”。而促成这次高潮的，除了第三、第四代作
家之外，又出现了第五代作家的身影。在第五代
作家那里，山西文学出现了第三次变革。这一代
作家大抵出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80年代初期，多数生于20世纪70年代，年龄有的
相差十六七岁。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
大部分出生在乡村，后来通过上学、工作而进入
城市，不少人因写作上的成就又调入文联、作协、
媒体等文化单位。有着乡村与城市的双重生活
体验与积累，他们的人生、文学经历与第四代作
家有点类似。他们对山西前代作家和作品，虔诚
地学习和借鉴，但绝不愿邯郸学步、丧失自我，更
期望超越前代、取法多师、重塑自己。他们在文
学思想上，自然吸纳了前辈作家的某些成分，依
然具有现实主义特征，但更钟情于表现自我对社
会人生的感受与洞察。他们在题材上已不再局
限于乡村和农民，而是横跨乡村与城市两个世
界，更多表现农民的后代进入城市的命运与遭
遇。他们在艺术表现上不趋同、不扎堆，坚守自
己、上下求索，努力形成自己的创作套路和个性。

目前，山西的这批新锐作家，已逐渐成熟，走向全
国。其中的佼佼者如刘慈欣、葛水平、李骏虎、王
保忠、杨遥、孙频等，成为山西文学的主力作家。
山西文学在他们手里，将出现新的变革、开创新
的一页。

进入“多元化”时期的山西文学，人才辈出，
硕果累累，是空前的活跃、繁荣起来了。但透过这
繁荣的景象，我们却隐隐感到，山西文学几十年
来形成的那种固有的特征、风格正在渐渐地消
失，代之而增多的则是一些喧嚣的、时髦的、狭小
的东西。我们置身于一种眼花缭乱的文学潮流
中。我从来不认为山西文学应当回到过去，回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山药蛋派”时期；也不认
为，山西作家应该搞一种风格、一种模式的东西。
但作为一个省、一个地域的文学，应该有它自己
的特色和个性，应该有它自己的基调和主潮，庶
几我们的文学才能在全国文坛上占有自己的位
置。外省、全国的一些编辑、评论家在谈到山西文
学时，就会想到“山药蛋派”，就会想到山西文学
固有的那些特色，并期望山西文学保持和发展

“山药蛋派”的一些艺术个性。我想这一期望是真
诚的、有道理的。“山药蛋派”已经成为历史，它的
时代局限性也大可不必讳言，也不需要再去继
承，如用现行政策图解生活、人物的倾向，如对

“普及”式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追求等等。但
是，“山药蛋派”中仍有许多宝贵的、富有生命力
的因素。如这一代作家那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使
命意识，如他们表现时代生活的敏感性、及时性，
如他们对民族艺术形式的孜孜追求和精益求精，
如他们对地域文化、民情风俗的热衷表现，如他
们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朴素、厚重、幽默的艺术个
性……所有这些，我们能说都过时了吗？我们能
说不需要再继承和发展了吗？当然，我们的继承
绝不是全盘“山药蛋化”，而是让我们的作家在新
的审美框架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取“山药蛋派”
中富有艺术生命的因素，构成一个全新的审美思
想体系，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继承中的发展和超
越。近年来，山西中青年作家中的一些卓有成就
者，往往是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超越的问题，才
在艺术上走向坦途的。如果更多的作家既能从

“山药蛋派”中汲取营养，又能创造自己新的艺术
个性，山西文学独特而丰富的性格特征就会逐渐
生成。

中国社会正置身在一场巨大的历史转型中，
即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传统文明向现
代文明过渡。但乡村社会的危机和衰落，并不意
味着乡村文学的消失。对这种危机和衰落的艺术
表现，同样可以成就杰出的乃至伟大的作品。同
时，正在进行的新农村、新城镇建设已然逐渐展
开，乡村文明中的宝贵传统完全可以转化成现代
城镇和城市中的重要元素。山西作家在这方面有
自己的传统优势，“山药蛋派”文学的经验仍可借
鉴。而高速发展的城市社会，已越来越暴露出现
代城市的隐患与弊端，显露出城市人的种种精神
情感困境。山西新锐作家“脚踏两只船”，对城市
社会有着更敏锐的感受与洞察，有着乡村文化的
丰厚积累，可以在更开阔的审美背景下，写出乡
村、写出城市、写出城乡交融中的历史变迁。在这
方面，山西第三代的“晋军”作家对“山药蛋派”的
借鉴和改造，值得青年作家探索与学习。“山药蛋
派”的思想、艺术精华，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
当然，山西文学从乡村叙事转变到新的城乡叙
事，同样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局内人”眼中的“山药蛋派”
□段崇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