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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重要的小说流派，“山药蛋
派”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俗风情作为其最重要的流派特色之
一一直为众瞩目。作为这一流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马烽
的小说充分地展示了“山药蛋派”文学的民俗色彩。关于民俗，
钟敬文先生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民俗像一只看不
见的手，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所有行为。从吃穿住行到婚丧嫁
娶，从社会交际到精神信仰，人们都在不自觉地遵从着民俗的
指令。民俗对人的控制，是一种“软控”，但却是一种最有力的
深层控制。民俗作为一种事象和活动不仅广泛存在于马烽小
说之中，同时作为一种软控制方式参与了小说的构建。那么，
民俗之手是如何在马烽的小说中发挥作用，从而营造出了如
此浓郁的民俗味道和乡土质感的呢？

在细细研读马烽的小说后，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作家
对乡村世俗生活十分熟稔，在乡土社会的风俗人情、信仰习
惯、社会心理等方面倾注了相当的笔墨。作者考察乡土社会民
俗之“民”，探究民俗之“俗”在乡土大地上的表现形态，追溯民
俗对农民心理、观念、性格的形塑过程和作用。在对农村世俗
生活的体察和反映中，作者运用了民间语言、民间思维对民间
伦理、民间风俗、民众生活进行还原，营造了一个原生态的民
俗生活世界，也展现出了时代和政治对民间跳脱的生命力、民
俗承载的民间力量的洗礼和重塑。马烽笔下的乡土世界，几乎
呈现了中国民间社会婚丧嫁娶、春种秋收、饮食居住、宗教信
仰、方言土语等各个方面的风俗习惯及其背后隐含的社会关
系与文化变异。在这个世界里，吹了千万年乡村大地的凛冽的
风仍然在掠过亘古的群山和广袤的河滩。乡村的宗庙祠堂、纵
横阡陌、寻常人家经历了千年万年的苦难仍等在那里，但已是
一片崭新明媚的大地，它面向未来，恰如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寄
托着巨大的群体热望，却又一如最初的生命蛮荒，充满了历史
的言说。在一幕幕充满着婚丧嫁娶、烟火凡俗的日常生活场景
中，一张张质朴苦难的脸、一颗颗纯真热情又不乏痛苦纠葛但
仍颠扑不灭的灵魂、一幅幅弥漫硝烟、充满忠诚背叛坚忍劳碌
的时代画面、一股股排山倒海、冲决一切、前仆后继、势不可挡
的打破世界的力量，都似乎充满了爱恨情仇，散发出或广袤或
质朴的地域和民俗风情。

另一方面，如果单纯只是对民俗语言、民俗事象的反映和
阐释，未免失之浮泛，民俗作为一种深层机制参与了马烽小说
的叙事构建，极大促进了马烽小说叙事功能的实现。无论是作
为叙事起因，还是小说的“题眼”，抑或是小说的脉络节点，民
俗常常潜行在叙事之中，发挥深层控制的作用。与同时期的很
多作家一样，马烽的很多作品都致力于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农
民精神世界的变化，提出和反思农村存在的问题，揭示农村生
活的变迁。而我们也可以从民俗模式、民俗机制入手，考察“民
俗”这只看不见的手与马烽小说中反映的农村生活的“常”与

“变”之间微妙、复杂而又妙趣横生的互动关系。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具体到民俗的各个质素来看。

首先以民俗空间为例，民俗空间既是指民俗事象依存的

空间载体，也是各类民俗人物和民俗世界展演其中的现实场，
同时也是民俗事象和活动背后所指涉的精神虚拟空间，包含
了民俗空间维度所投射出的民俗变异、民俗心理和民俗表征。
以祠堂为例，祠堂是民间世界最重要的民俗空间之一，是乡土
社会用于宗族和祖先祭祀这一圣事活动的神圣公共空间，还
是宗族重大事件如婚姻、奖惩、正名等的见证者，更是乡土社
会血缘关系的重要衍生物。笔者对《吕梁英雄传》进行了详细
的文本细读，发现小说通篇出现“祠堂”31次。在祠堂被改造成
村公所后，也以村公所的名义多次出现，成为革命活动的核心
场所。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康家祠堂”承担着越来越多

的功能，康家寨的人们在祠堂里开会、斗争、分田、动员、参军，
直到地主势力被彻底打倒，“康家祠堂”变成了“村公所”，从

“质”上真正实现了职能的彻底转变。革命胜利后，康家寨的人
们又在祠堂开起了欢庆大会，抒发翻身的喜悦。乡村社会十分
重要的民间信仰空间——祖祖辈辈没有改变的关帝庙，也焕
发了新颜，插上了红旗，贴上了标语。空间原有的民俗符号或
者民俗范式如神像、祭祀仪式、祭拜场所、祭拜物品等，或者衰
败不堪，或者被废弃，或者被置换，而换之以具有社会性和政
治性的新民俗符号或民俗范式，如反映阶级斗争的年画、描绘
新生活场景的对联等，借助这些新的民俗符号或范式，作者在
作品中营造出一个新的民俗空间，从而表达出共产党领导下
旧貌换新颜的主题。

再比如民俗仪式，很多原有的祖先祭祀、神灵膜拜、婚庆
仪式被淡化，转化成了革命斗争中的新仪式新形式的描写和
刻画。如原有的宗族祭祀描写不再是重点，对革命军人的“公
祭”等祭祀仪式得到重点描写；原有对龙王、灶王、日月神等关
系到民生的神灵崇拜，逐渐被对群众、领袖的力量崇拜所取
代。乡土社会十分看重的婚姻仪式，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介
入，原有的三媒六聘、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逐渐被
赋予新的观念和气息，原有繁琐传统的拜堂仪式，被新式婚姻
仪式取代。人们择偶的标准，逐渐向革命性、先进性看齐。在革
命浪潮中进步青年萌发的革命情感，虽然没有经过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但因为有着共同而崇高的革命信仰作为情感基础，
也变得合理而正当了。《吕梁英雄传》里的结婚场面：把从前娶
媳妇用的斗、弓箭等“镇”物，都取消了。门上贴起了红对联，写
着：“男耕女织称模范，杀敌保国是英雄。”翻身的事实教育了

广大村民，他们不再相信“斗、弓箭”等镇物所象征的神灵力
量，开始相信新政权的领导能力和“男耕女织、杀敌报国”的自
我抗争力量。小说《结婚现场会》反映了革命的集体婚礼这一
新结婚形式，“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重要环节成为整个小说
情节发展的突破点和关节点，最终在新思想新风尚的感染下，

“要彩礼”的旧习被破除，集体婚礼得以顺利举行。
与此同时，民间社会原有的民俗观念也遭受着冲击和改

变。《自古道》里的陈守忠满口老理，整天把“自古道”挂在嘴
边，一切按照老理行事，只想明哲保身、息事宁人，不想得罪
人，却被社里的群众批评不顾社的利益。“自古道”处处小心翼

翼，不想得罪大家，最终还是把大家得罪了。事实证明，自古的
老理已经不适用于新社会。再比如作为历史悠久的原始社会
关系组织结构，在乡土社会中显著存在的宗法血缘观念。宗法
血缘关系影响着乡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方方面面，也深
深印记在乡民的信仰习俗、思想意识、行为习惯之中。对宗法
关系的依附和维护，使得宗法社会中的农民非常看重血缘和
宗族关系。在家国危亡的时刻，宗族内的老老小小联合起来，
宗族群体成为了革命斗争中的天然同盟。但是，革命打破了宗
族固有的保守、排外的特性，逐渐以“革命血缘”撼动甚至取代
了天然的“宗族血缘”，“国”的重要性也逐渐凌驾在个人小家
之上。虽然乡土社会是个人情社会，乡民们做事看交情，讲面
子，但是在革命风暴的洗礼下，他们打破人情和血缘的桎梏，
廓清反动势力以亲情和人情为幌子的虚伪伎俩，与具有同样
革命意愿、一条心的乡亲们站在一起。革命打破了宗族固有的
保守、排外的特性，逐渐以“革命血缘”撼动甚至取代了天然的

“宗族血缘”。
以小说《村仇》为例，赵庄和田村的地主为满足一己私利，

挑起两村人的矛盾，最终引起了械斗，导致了伤亡和仇恨。地
主们挑起矛盾所利用的就是乡村之间的血缘关系。虽然小说
表达的是阶级斗争的主题，但作者将其嵌入到宗族村落本有
的血缘关系中来写。阶级叙事借助民俗叙事的面孔展开，不仅
变得亲切可感易于接受，而且更加渲染出了阶级斗争的复杂
性和艰巨性。最终两村人重归于好，两连襟喝起和合酒，最大
的原因是在区长小舅子的引导下，村仇得以向阶级仇恨转化。
亲情血缘并非坚不可摧，它常常会被血污和仇恨遮住眼睛，而
阶级感情和立场可以消弭原有的亲情隔阂，将阶级兄弟团结

在一起。小说《金宝娘》则反映出了民间贞节观在土改时期的
遭际。民间社会对女子贞节十分看重，金宝娘因为是个不正派
的女人，受到了不明真相的土改领导者——“我”的厌恶和斥
责。然而在了解到金宝娘的悲苦身世和际遇后，“我 ”认识到
金宝娘也是受害者，罪魁祸首是万恶的旧社会，从而产生了深
深的愧疚之情。最终在“我”和村代表的帮助下，金宝娘治好了
病，过上了踏实日子。乡土社会里，土地是农民的命脉，对土地
的倚重导致了在面对地主夺去土地的威胁时，他们常常无力
反抗，甚至任其蹂躏。阶级压迫导致了金宝娘的失节和一系列
悲惨遭遇，面对金宝娘，村民们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既有立
足民俗观念对失节女子的厌弃和鄙视，也有出于阶级立场对
阶级姐妹的同情和唏嘘，而最终作者对金宝娘的态度，表明了
对阶级感情的看重和宣扬。小说结尾，金宝娘说，“土改之后我
就不了！我让金宝每日拾粪，明年也种些地”，深入到土地关系
的革命真正撼动了旧社会制度的根基，使穷苦劳动妇女终于
直起了腰。作者看似在写一个失节女人新生的故事，但贞节丧
失背后的深层原因——黑暗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压迫才是作品
要表现和强化的主题。

虽然只是粗略叙述，但马烽小说中民俗与文学的融合可
见一斑。正是因为有民俗的参与，才缓冲和稀释了小说中的政
治主题表达的单一性，营造了清新、明朗的风格，丰富了作品
的文学性和民族性，拓宽了审美空间。马烽的很多作品之所以
深入人心，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契合了民俗文化的内核，符合
老百姓的审美习惯、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换句话，民俗文化
充当了文学与文学的政治旨归之间的中介，将高蹈的政治宣
传和教育转化成日常亲切可感的生活教育，增加了文学的民
间意味，赋予了文学以特殊的“寻根”意义，对“山药蛋派”之后
的文学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反过来讲，通过对民俗的改
造、规训，借助民俗文化和精神结构的作用，马烽小说也实现
了主题旨归和自身话语的构建和施行，有效地完成了小说的
叙事功能。

但是从负面影响来看，民俗文化本身是厚重、绵远、具有
内在规律性的文化传统，在特定时期被文学仓促“借用”后，无
法在短时间内形成丰厚的积淀，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民俗文化
大多比较脆弱，文化含量不够充沛。民俗自身发展的脉络被打
断，很多传统文化的内核被抽空，浇筑以政治文化的内容，这
从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俗文化模式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了民
俗文化发展的淡薄化和简单化，阻碍了其自身发展的丰富性
和厚重感。对农民力量的倚重，对农民地位的推崇，使得作者
在关注民俗文化时，片面强调农民勤劳、坚忍、勇敢、质朴、善
良、具有反抗精神等美德，有意无意淡化了农民身上自私、落
后、愚昧的特点，弱化了民俗文化和民间社会中积存的封建落
后因素。由于对农民和农民文化的推崇，促进了民间文化和农
民审美趣味的发展，却忽视了对知识分子传统的承续，造成了
知识分子传统的断层。在文学风格上，过分强调了质朴通俗的
风格趋向，却忽视了对文学高雅、精致、优美品质的追求。

语言朴素、凝练，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
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这是“山药蛋派”文学创作
的共同特点。作为“山药蛋派”作家的著名代表，
马烽在其小说中显示出实实在在的乡土气息，与
作者深深的乡土体验紧密相连。关于乡土体验，
山西作家李束为曾经这样说到：“山西的一些搞
创作的同志，常常谈到‘土’不‘土’的问题。大家
认为作品有点‘土’味是好的。如果不把‘土’当做
土包子理解，那就越‘土’越好。作品中的乡土味
的浓淡是和作者深入群众生活的深浅成正比
的。”恰如李束为所说，汲取崇实美德、追求“实
在”、刻意追求浑然天成、不事雕琢，正构成了马
烽小说创作中所追求的美学理想。

从马烽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三年早知道》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
的题目上，我们就能明显发现“山药蛋派”身上那
种追求简单、崇尚通俗的美学风格。无论是对于
故事的营造、人物的设置，抑或是戏剧化的结局
都是为了现实影响服务的，这便形成了一种徘徊
游走于“务实”与“出实”之间的追求。植根于山西
大地原汁原味的乡村记忆和粗犷、豁达的乡村体
验是马烽创作的最直接的动力源泉。1922年出生
于山西省孝义县居义村的马烽，家境并不殷实，
小学阶段刻苦学习的他除了认真学习正课外，课
余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传》

《西游记》《七侠五义》《彭公案》等等，开始对文艺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民间故事、民间传说以及民
间体验对于马烽的乡土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他
曾在《忆童年》一文中谈到过他儿时所受的乡村
民间文化的熏陶。例如，由于他母亲乐于助人，时
常有乡民来他家“闲聊天，说笑话，讲故事”，而且
他母亲本人“也能讲些神、鬼、狐狸一类的神话”，
村里的“正月里闹会会、唱秧歌”以及“流浪艺人”
的“打着莲花落说快书”等等。在马烽看来“比在
学堂里念那些不懂的书，更有趣得多”，也更有吸
引力和价值。童年的一切都对马烽的乡土体验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继而影响其文学创作。

这里要谈论的乡土体验主要集中在“实”字
上，“实”，有为人实在、性格实诚、故事真实之意，
其实这也是“山药蛋派”创作上的一个共同点。赵
树理在谈及《孟祥英》创作时就曾说：“如《孟祥
英》里的生活，虽不是我的生活，可是《孟祥英》中
所写的事，普遍存在于当日的社会中，而是我听见
惯了的”。西戎也说：“参加实际斗争后……通过工
作和群众结合，逐渐改造自己，才能产生出好作
品。”实在，如同一个“地域符号”，深深地烙印在

“山药蛋派”作家身上。而“实”在马烽那里又有“务
实”和“出实”之分。这里要说的务实指两个方面：
一是指马烽笔下的人物性格诚实，即“敦厚质实”，
这不仅仅指山西本地人民表现出的质朴、诚实、厚
道，还指在为人处事方面的“务实”特点。因为“山
药蛋派”的一个定位指向便是本色出演，本色农
民，这里的务实主要表现在求真求实、重事实、避
虚假的特质上。在小说《一篇特写》中，周英和王冬
梅两个形象身上便有着这种强烈的“务实”的乡土
性格。周英原来在地方上做群众工作，对记者怀有
偏见。在他的印象里大家都是积极工作坚守岗位，
兢兢业业，只有记者是左右不定，摇来摇去的同时
对别人指指点点，妄加评论。这当然是对记者工作
性质的误解，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她身上存在的
那种务实的秉性。当记者后，周英注重实际调查，
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在报道“王冬
梅创亩产记录的模范事迹”时，亲自走访、实地落

实，从而揭开了这起弄虚作假的事件。作为当事
人的王冬梅，也有着山西农民那种本色务实的个
性，她凭借着实干的闯劲赢得了县“劳模”的称
号，当少数干部为“放卫星”将她拖入一起虚报亩
产数以制造“模范”新闻的恶劣造假事件时，她一
方面表现出对实干得来的荣誉无比珍惜，另一方
面又为别人作假强加给的“荣誉”感到羞愧难当，
毅然写信揭发披露，协助周英查清事实。这种求真
求实的秉性是“务实”的乡村体验的重要表现，也
是农民身上本色的特征。再比如《光棍汉》中，任命
根这个人物被作者刻画得栩栩如生。他是一个穷
苦农民，打了半辈子光棍。从小在地主家当长工，
后来费了好大的劲，省吃俭用并且向地主借钱，从

“放鹰者”那里讨了个媳妇，哪知道那女人竟卷钱
跑了。任命根本身就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吃饭从
来不按顿数，有时候一次就做下了几天的饭，遇着
饿了，一天难免就吃四五顿，遇着不饿，说不定一
天只吃一顿，有时候半夜睡得不耐烦了，起来就做
饭，吃了饭天还不明，躺下再睡。”他受骗之后对待
女人的态度“好像和女人有十八辈子的仇气”。这
一个小小的方面让读者读来啼笑皆非，但是却掩
饰不住作者马烽对于乡村人物刻画的“实在”的追
求。任命根追求实际，吃饭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
来，对待女人也是由于吃过亏变得现实了，变成
了不再轻易去相信女人的那种“务实主义”，这都
是作者在乡村体验下对人物性格的设置。

另一方面，“务实”是就作者本身而言的。作
为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务实”这样的字眼如同黄
土高原上的黄土一般，对作者有着非比寻常的影
响。首先是作家的创作定位，便是以生活实际为
源泉，形成了题材、情节、人物真实的“三务实”追
求。众所周知，马烽是一个注重以生活为师的作
家，“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一直是他自己创作的座
右铭。这种民间乡土体验在马烽那里主要有两
点，第一点是生活经历的积累。马烽自1942年发
表第一篇作品以来，风格定位就已经很明确，这
决定了他自那以后40多年小说创作题材的单一
性。不过农村题材是马烽最为熟悉的，很显然，以
作家那种心系大众的胸怀和眼光，他是不会放弃
这个很熟悉的题材的。作家自谦“只能搭简易平
房，不能盖高楼大厦”，但实际上在农村这块土地
上，他已经成就了人物和主题上的宏大楼宇，为
当代小说的底层叙述精神做好了思想定位。《刘
胡兰传》以及与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都是反
映英雄主义的大题材作品，但总体上来说，与同
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相比，马烽并不擅长史
诗性的小说叙事；几经来回，马烽最终还是回归
了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无论是有感而发的即兴
创作还是配合政治需要的仓促作品，源于生活的
乡土体验都是马烽小说创作的重要法宝。对于在
创作中不断向民间文艺学习，马烽的概述就
是——“能更直接一些表现劳动人民的感情”，也
在于能让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看懂、听懂。这种
平民化、通俗化的倾向是马烽小说的最显著特征
之一。第二点，向民间大众学习。马烽曾在其创作
时多次表示要追求一种“让群众能读懂、能接受”
的艺术效果。他在回忆写作《懒汉回头赛如牛》的
情况时说：“事前我访问了各个有关人物，把他们
的原话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写成了这篇通讯。我
读给他们听，大家都很高兴，没有一句听不懂
的。”再如写《张初元的故事》时，情况也是如此：

“1944年，我把边区特等劳模张初元的事迹，写了
一本通俗故事，写好之后，首先拿到张初元村里

让群众审查，他们不仅对事实本身给了很多订正
和补充，而且在语言文字上也给了不少帮助。”像
这样的创作情况在马烽那里是常态，他时常“就
把稿子读给驻地的农民听，请他们帮助修改”。创
作中追求通俗易懂，了解和研究群众的欣赏要求
和趣味，常常为了稿件中的一两句话，都要钻研
半天。他笔下的人物主要分两类，即农民和领导
干部（《吕梁英雄传》和《刘胡兰传》例外）。农村妇
女如金宝娘等，农村老汉如光棍汉任命根、王拴
牛、宋师傅、村医孔祥林等，农村青年如田铁柱和
赵栓栓、春生和小青等，领导干部如《我的第一个
上级》中的老田、县委高书记等，都是性格迥异的
人物形象。鲜活的人物形象既丰富了小说的情节
构架，同时也为马烽升华小说主题起到了极为重
要的作用。人物推动事件的发展，人物性格的成熟
同样脱离不了事件的变化。与之相对，马烽在语言
方面的设置更显“务实”。由于他笔下人物大多是
农民，读者群也大多是农民，这便决定了他语言特
色的定位——朴实、简单易懂但却不乏农民式的
幽默。马烽曾在《漫谈学习群众语言》中说道：“写
文章尽量通俗，但要尽量避免用过于偏僻的土话，
因为那样，反使好多地区的人看不懂。”他主张深
刻表现生活情绪，而非装饰衬托。当然，性格化的
语言是“山药蛋派”共有的语言特色，也许称不上
马烽个人的语言风格，但是马烽沿袭了“什么样的
人说什么样的话”的经典标准，秉着“山西人说山
西话，农民说方言”的语言规则，不仅“生动真实地
再现了生活，并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亲切可
信的人物形象”，为中国小说的角色长廊里添加了
不少典型人物。马烽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语言的
设置均显示出其注重实在效果的“务实”追求。例
如，在《结婚现场会》中，针对农村彩礼居高不下，
西岭大队要开集体结婚的现场会。值得注意的
是，作者没有用过多的语言赞扬青年人移风易俗
的要求，而是通过老牛筋指出，开这种会，讲买卖
婚姻的罪恶，讲要彩礼的落后，仍然是一种形式
主义，只有发展生产，使农民富裕起来，挖掉要彩
礼的穷根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结果结婚
现场会变成了发展生产的动员会。这样写，是有
新意的，也是符合实际的，这种为了解决问题而
直接暴露问题，也是马烽务实的追求之一。

所谓“出实”，指的是马烽创作中拘泥于事实
或者和事实有些出入的地方，虽在创作上呈现出
的动机是针对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围绕这具体
的“问题”来展开的，但是对党的政策缺乏全面深
刻的理解，单纯为配合党的中心任务进行宣传，
仓促动笔堆聚材料，就难免写出一些生活内容不
够充实、情节或者细节略显粗粝的作品。正如他
在谈及自己作品时说：“我的作品大部分是一些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东西。互助组吵架了，就
单纯来解决吵架的问题；天不下雨了，就写担水
点种的好处，‘打了盆说盆，打了罐说罐。’另外还
有一些是跟在工作后面做记录，土改以后农民分
到土地了，就写农民分到土地的喜悦；二流子改
造了，就写二流子改造的经过……”这样写固然
有很多益处，例如从实际熟悉的生活中取材，从
客观上杜绝了过于脱离实际的胡编乱造的弊端，
但是另一个缺陷也显露出来，即着眼的都是具体
的实际的小问题，而缺少重大事件的刻画与描
绘；至于省略情节铺垫和人物过度拔高，更不得
不说是一大缺憾。例如，《饲养员赵大叔》中的赵
大叔饲养农业社的牲口非常尽心，为了拔高笔下
人物的思想境界，在小说结束时，马烽让赵大叔

说：“我觉得建设社会主义，就好比盖一座大楼。
咱们全国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人，都用心把自己的
工作做好，该三天做完的事，抓紧点，两天做完。
大 家 齐 了 心 使 劲 干 ，这 座 大 楼 就 能 早 点 完
工……”一个解放后靠上扫盲班识字的农村老
头，说出的却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话语，显然令人
难以信服。再比如《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田副局
长，从外表看，并不是那个时期小说中常见的神
采奕奕的“正面人物”形象，相反，他因为身体不
好，精神不佳，当街上人都穿单衣或者汗背心，他
却下身还穿黑棉裤，棉裤脚是扎的，走路没劲，也
不长眼。这种疲软、怪癖的形象呈现随着故事的展
开，越来越多。就是这样一个人，当洪灾来临时，却
仿佛换了一个人，调动、指挥果断有方，并在关键
时刻带头跳入水中，保住了大堤。文中曾提到老
田有严重关节炎，但是在岸上的正常人穿棉衣还
冷得打战的情况下，他却能在寒冷的水里浸泡了
几个小时，这个情节难免使小说人物形象的可信
度大打折扣，显示出马烽创作“出实”的一面。

在谈及创作《吕梁英雄传》的过程时，马烽也
曾坦陈，在搜集、改编了报纸上的一些消息和通
讯后，“当时并没有计划要写成一本书，也没有预
先拟出通盘的提纲，只是想把这许多生动的斗争
故事，用几个人物连起来，而且是登一段写一段，
不是一气呵成，因而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全
书的结构上，在故事的发展上，都未来得及下功

夫去思索研究，以致产生了许多漏洞和缺陷。比
如：一些人物写的没血没肉；性格不突出；没有心
理变化；故事发展不够自然；没过程；甚至有些前
后矛盾的地方。”茅盾曾经指出，马烽、西戎的小
说“力求简易通俗”、而忽略了“未能恰如其分的
刻画人物的音声笑貌”，缺乏细腻的审美追求，对
每一场面的氛围描写亦嫌不够。这便造成了马烽
小说的两个特点：第一，景物描写过于简略，偶尔
显露也是为了交代背景。第二，情节过于突进，有
堆砌之嫌。为了突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马烽将小说的重点放在人物性格的磨练和思想
觉悟的进步上，对于促成进步的原因却一笔带
过。《结婚》中春生和小青这对热恋中的年轻人的

“爱”与“恋”很难让人感受到应有的缠绵或者是
热情，以至于少了爱情的味道，用几句话便交代
过去了：“春生和小青以往谁也没见过谁，去年春
节，全区村剧团在一起会演的时候才认识，一认
识就恋爱上了，两个人经常书来信往，很快就成
功了”。这种不愿在“恋爱”上多费笔墨的写法，使
得作品将年轻人理想化。两个年轻人为了改进生
产将婚期一推再推，对于结婚目标的惊人一致，
情绪上的波澜不惊，过于的拘泥于“现实”，暴露
出明显的“配合政策”的痕迹。重事轻人也使人物
缺乏立体感，诸如缺少爱情细节描写，夸大人物
性格，与其说是避重就轻，不如说是作者过于追
求那种求实的审美趣味造成的。

马烽小说中的马烽小说中的““民俗之手民俗之手””
□□张张 霞霞

徘徊在徘徊在““务实务实””与与““出实出实””之间之间
——马烽小说的乡土体验 □朱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