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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大》的叙事策略与语言特色
□马春光

1946 年 11 月，经过两年多的边区生活体验

之后，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在延安定稿，

1947年由北平新华书店出版。这部“小长篇”以高

生亮（高干大）这一农民出身的革命干部为主体，

叙述陕甘宁边区“经济合作社”——任家沟合作

社——的发展历史。《高干大》在欧阳山的创作历

程中具有某种转折意义，标志着欧阳山的文学创

作由早期“欧化”倾向向“本土化”的转向，并且为

新中国成立后创作《三家巷》《苦斗》等更具艺术

魅力的小说提供了艺术准备；同时在中国现当代

文学史上，《高干大》不仅是 20世纪 40年代解放

区文学的重要实践，而且“起着后来向‘社会主义

文学’过渡的桥梁作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

学三十年》）。

《高干大》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小说，以往对它

的研究侧重于强调它作为践行《讲话》精神最初

成果的一面，而有意无意中忽略了它作为“小说”

自身的丰富艺术内蕴。《高干大》在具体的叙事策

略上，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叙事传统，充分发挥小

说的“故事”优势，建构了一种层层激化的矛盾冲

突结构。在故事的深层逻辑上，则触碰了“革命伦

理”与“人性伦理”的冲突与纠缠问题。在叙事策

略以外，小说的语言独树一帜，对陕北方言的全

方位吸纳与运用、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对话以及

叙述语言与方言的有效融合等，共同营造了这篇

小说独特的语言氛围。

小说里的故事始于1941年，以“任家沟合作

社”遭遇严重挫折这一“问题情境”展开叙述，故

事结束于 1943 年，以高生亮领导的“经济合作

社”取得“胜利”、高生亮得到嘉奖为终。总的说

来，小说采用的是“横截面”式的故事架构，即主

要以“经济合作社”为中心展开叙述。将所有的人

物、事件置身于一个特定的问题情境中，显然是

小说作者有意的聚焦，它有助于在更具体、更细

微的层面上书写关系到农民切身生存的“民生”

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选择一个时间段进行书写，

这是中国革命小说的一种典型的“时间修辞”方

式。这样一种“时间的区段化”书写，正是作家“革

命政治观”的典型体现，由这样一种时间修辞所

引领的，则是小说叙事逻辑的“胜利前景”与叙事

风格的“壮剧美学”。“革命小说”往往截取历史中

的一个时段进行叙述，构成一个完满的故事框

架，而在保证故事、情节精彩的同时，强调对“前

景”的追求和“过程”的曲折，而最终取得胜利。这

样一种叙事模式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并逐渐发

展成中国“红色文学”特有的“壮剧美学”。

这部小说其实蕴含了“革命伦理”与“人性伦

理”的冲突。小说中的高生亮是一个全身心投入

革命工作的农村干部，这个人物本身就是“革命

伦理”的典型体现；但小说另有一个与之纠缠的

“人性伦理”线索，即高生亮的儿子高栓儿的婚

姻。在小说对高干大的叙述中，革命事业是远远

重要于他儿子的婚姻的，甚至作者故意设置了高

生亮操劳合作社的工作而忘记儿子央求之事的

情节，意在凸显高干大的脑海中革命伦理大于人

性伦理的观念，革命于他，是一种信仰。在儿子的

婚姻问题和任家沟合作社的问题面前，高干大是

明显倾心于前者的，在小说的第19章，高干大的

儿子高栓儿心中充满了不满，并找高干大吐诉。

在我们的阅读期待中，这里可能会发生冲突、争

吵，或者是来自人性或亲情的安慰，然而高干大

滔滔不绝地讲起了革命史，之后父子俩消除误

解，重新找回了革命的信仰。这背后正是革命伦

理对人性伦理的打压与消解。欧阳山对这一问题

显然是警觉的，但是小说在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

背景下，难免会高扬革命伦理，而把人性的伦理

维度降到最低。小说的最后，郝四儿死去，高栓儿

和任桂花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正是在某种意义上

隐喻着人性伦理与革命伦理矛盾的消解。

尽管这部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全能叙

事视角，但在具体的叙述中，还是可以感触到作

者鲜明的情感立场。情感的背后，是作者异常鲜

明的价值立场。小说在描述所谓“正面人物”时，

叙述话语中潜藏着喜爱与赞美，而在对邪恶、反

面人物进行叙述时，则往往潜藏一种批判的价值

立场。另外，在小说中，叙述者无意之中就会以革

命者的态度进行书写，称为“我们”，明显可以感知

到那种“自己人”的鲜明情感态度，这种写作的情

感态度显然是解放区特定语境的产物，它有着鲜

明的期待视野和读者群，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所说的“工农兵大众”，借此，小说通过

叙述的鲜明情感色彩拉近了与读者的情感距离，

使得读者很容易在一种情感的皈依中与革命者保

持同一立场，进而实现它在群众中的广泛接受。

《高干大》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对方言的运用。

陕北方言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欧阳山文

艺创作的转型。相比较欧阳山前期小说浓重的欧

化语言风格，《高干大》显然在“民族语言”的探索

上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语言的转变，也潜在

地印证了小说家写作立场的变化。鲜活的边区体

验一旦与《讲话》精神取得内在的契合，欧阳山的

写作便获得了内在的驱动力，“工农”不仅成为他

书写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更成为他的潜在读

者，正是这一写作心理，“方言”就在他的创作中

取得了小说艺术与“艺术接受”的双重合法性。方

言书写是全方位的，小说的叙述语言、小说中人

物的语言都是陕北方言的自由书写，小说的篇名

“高干大”本身就是陕北方言中的一种称谓，“大”

字是陕北方言中子女对父亲的称呼，“干大”就是

“干爸”的意思，是晚辈对父亲朋友辈的一种称

谓，作为陕北方言的典型标示，“干大”这一标题

本身就获得了丰硕的民间文化内涵。

标题之外，是小说人物对话中鲜明的陕北生

活气息。在以往所谓的乡土文学中，对农村、农民

的书写往往是启蒙的、批判的，而在解放区的农

村文学中，对农民的书写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

审美裂变，这在语言上有典型的体现。从某种意

义上讲，《高干大》真正找到了属于老百姓自己的

语言。这种语言自身弃绝了裹挟在它们身上的种

种意识形态枷锁，进而释放出它们自身的独特文

化内涵。只有在这里，一种来自乡村的浓郁生活

气息才得以真正释放。与高生亮这一形象相并置

的，是他颇具农民本色的言谈举止，例如在谈到

自己的儿子时的自言自语：

这狗日的笨是笨一些，可不是个懒人，也不

是个戆汉。好好地把他扶上正路，他是能做一点

事的。顶好是叫他念一两年书，识上几个字。欸，

咱们一家人一满没有一个钱的文化！……

其中，“戆汉”、“一满”这些陕北方言，在高生

亮的嘴中很自然地流淌出来，可能初读起来并不

能一下子了解其准确意思，而“顶好”、“咱们”、

“一个钱的文化”则很容易把握其意思，其表达方

式充满了“地方志”般的个性色彩，正是其“民族

气派”的典型体现。在其他人的言语中，这种“地

方志”般的语言犹如珍珠一样不断流出。高栓儿

在愤怒时这样说，“豹子沟我不想盛了，盛够了。”

而农民王银发与高生亮这样说，“我们要搞医药

社，就另外搞，跟你们那个逑寒社分开。闹在一达

是闹不好的。”“盛”、“逑寒”、“闹在一达”等陕北

民间口语，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生活气息。可以

说，欧阳山在这部小说中建构了一整套陕北方言

的人物话语体系，它们与乡间口语的高度吻合，

成为小说消弭“文学”与“群众”距离的重要保障。

《高干大》的意义，在于它及早地领会并践行

了《讲话》精神，并潜在地引领了新中国成立后

“十七年”文学的某种风尚。语言特色的鲜明，还

体现在小说的叙述语言的简洁凝练上，与小说中

人物语言的陕北特色交相辉映，欧阳山在这部小

说中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尽可能简练地交代故

事与情节。小说基本上没有以往小说大段大段的

对背景的描写，这样的一种通俗化处理其实与写

作者的“工农兵”意识有关，只有简练通俗，才可能

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事实上，《高干大》更

像是一个民间故事的脚本，它企图以最“俭”的方

式去创造真正贴合时代需求的文学作品。

学界对《高干大》的认识，多指出其“思想大于

形象”、或“认识价值大于美学价值”的弊病，其实如

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深入当时的时代语境，并在

一种更加阔大的视野中观照《高干大》，它在“叙事

策略”及“语言特色”方面进行的探索，以及它对新

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深远影响，就会重新认识它的

意义。这篇小说的第四章名之曰“希腊神话”，小说

借区委书记赵士杰之口说出了“安泰”神话的隐喻：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也好似这个希腊神话中

的英雄安泰一样。也正好似安泰一样，布尔什维

克之所以强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与自己那生育、

抚养和教导了他们的母亲，即群众，保持着联系。

而只要他们与自己的母亲，与人民保持着联系，

则他们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被战胜者。

实际上，贯穿整部小说的高干大的种种思想

和行为，正是始终与“群众”，即真正的民生问题

紧密相连，这也是小说中高干大本人自觉体认

的。尽管小说对人物的刻画还略显简单，但它却

是对五四以来乡土文学审美特质的某种根本扭

转：只有到了这个时期，农民生存中的一些基本

要素才真正被发掘，并且在这之后，开始了一个

以《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为代表持

续的对农民、农村的集中书写。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说欧阳山以《高干大》为重要转折，告别

了他前期小说的欧化色彩，走上了本土化的道

路，而他对农村书写的深入、对中国古典叙事传

统的继承等等，同时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传

统。有了丰厚的生活体验与艺术积淀，新中国成

立后的欧阳山在《三家巷》《苦斗》等的书写中，取

得了更大的艺术成就。

乡土中国新式农民英雄
□张丽军

欧阳山的《高干大》作为延安文学中的第一

部现代长篇小说，是一部具有历史原生态、始源

性和多声部的优秀文学作品。《高干大》，以极其

简洁而又生动流畅的民间性、地域化语言，塑造

的高干大（本名高生亮）从旧式农民成长为乡土

中国的新式农民英雄和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新

生活道路的领路人、探索者，对在21世纪现代化

转型中的乡土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21世

纪新乡土中国文学的创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思

想意义和精神价值。

乡土中国农民形象是20世纪中国文学人物

形象画廊中最突出、最鲜明、最具有中国风格与

中国气派的最大形象群。这也是乡土中国文学现

代性的最突出特征。在这一最大数量形象群中，

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经历了一系列具有断裂性质

的审美裂变。早在20世纪初期，鲁迅先生所描绘

的乡土中国农民是闰土式的、麻木愚昧落后的一

群“老中国儿女”。20 世纪 20 年代的“乡土文学”

流派在鲁迅的影响下，创作了一些乡土边远地区

野蛮民俗下的“病中国”儿女。直到 30 年代革命

文学的兴起，乡土中国农民形象才从愚昧麻木开

始走向了阶级意识的觉醒和自发抗争。三四十年

代的中国农民在萧红、沈从文等人笔下依然是愚

昧的、需要被改造的，当然这里的农民是沦陷区

和国统区的。而在另一个“明朗的天”的延安解放

区，乡土中国农民则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

解放区的很多农民积极参加到抗日民族战争和

解放战争的行列中来，在获得民族新生、国家新

生的同时，获得个人的婚姻自由、生命尊严和彻

底解放，即在战争中百炼成钢，铸就为新式农民

和新国家的主人。赵树理、孙犁、孔厥、袁静、马

加、马烽、丁玲、周立波、姚雪垠、欧阳山等众多作

家的作品，都塑造了在革命战争和土改斗争中成

长的新式农民形象。

欧阳山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延安革命文

学作品《高干大》在众多解放区文学作品中是极

为突出的，是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更为重要的

是，《高干大》不仅对同时代有着引领性的影响和

作用，而且有着超越时代的、指向新世纪乡土中

国文学的当代性意义与价值。《高干大》中的高干

大、任常有、赵士杰、程浩明、罗生旺、云飞、高栓

儿、任桂花、郝四儿等人物形象，乃至出现次数不

多的次要人物形象，都是个个生动传神，具有生

活的质感和内在情感逻辑性，从整体上呈现了延

安解放区进行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性质新道路、

新生活探索过程中的各种不同势力、人群的复杂

精神面貌。

《高干大》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一开篇就将故

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矛盾冲突交代得干

净利索，一点不拖泥带水；同时有着很强的民间

评书体和农民口语化特征。一般小说讲的是故事

“发生”在某年某月，而《高干大》这里讲的是这故

事“出”在哪里；把发生时间另起一个短句表达，

符合乡土中国农民的阅读和接受习惯，达到了清

晰自然，简洁易懂的接受效果。紧接着，作者以民

谣和对话的方式，呈现出了任家沟合作社主任任

常有和社员之间的紧张、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

在这样一种时空精神结构背景下，高干大出

场了。“一个年纪四十五六，长方脸儿，两撇胡子，

歪下巴，歪嘴的黑大个子蹲在地上，收拾他前面

的两个木箱子；这人年纪虽不小，可是骨骼粗大，

手脚有劲，胡须头发都是乌黑乌黑的，脸上皱纹

很多，不过不显得老，两眼精明通透，像两颗黑宝

石一样。”这是小说开篇部分对高干大做的一个

剪影式描写。毫无疑问，这是从外形到内心都很

独特的“这一个”的典型人物形象，在独特外貌描

写中无意间向读者呈现出高干大以往的勇敢革

命历史和丰富灵活的头脑、纯洁热情的内在心

灵。对于合作社与农民社员之间的矛盾冲突，高

干大戏谑表达出了会计张大海和一些普通群众

的“合作社垮球了算了吧，不办更好”的悲观主义

想法，但又不认同这种悲观主义。高干大对于合

作社的矛盾冲突的问题所在，有着自己的独特而

深刻的理解：“办合作社的用意是好的。只是办法

不对，你碰见一百个老百姓，一百个都会对你说：

合作社是好的。一百个也都会对你说：把钞票撂

在河里，它还会浮起来；把钞票撂在合作社里，那

就连浮都浮不起来了！这是什么？——办法不

对！”高干大坚定认为办合作社的用意是对的，带

领农民群众一起致富的道路方向是对的，但是目

前的方法是不对的，是需要继续探索的。小说继

续向读者介绍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他说话响亮

像铜钟，说话口气也一点不圆滑，不世故；他一下

子生气生得那么厉害，简直一点也不老练，不深

沉。从背面看他，穿着破旧的黑市布短衣裤，背上

挂了一顶破草帽，脚上穿着扎花青布鞋，走路的

时候两边膝盖都往外弯；小腿又粗又大，脑袋也

是大的，正好和身体相衬，不过向左歪得很厉害。

耳朵很大，很薄。头发又短又稀，可是又粗又

硬。——这整个身段、举动、语言、相貌，你一看就

晓得那不是一个和善的，容易欺负的角色。自然

这样的角色又往往是过于直率，过于表露——没

有肚肠。真的，咱们这受人尊称为‘高干大’的高

生亮老同志，是一个奇怪的人。他原是一个十足

的农民，后来渐渐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但是，还没

有变完。现在他大半个是共产党员了，小半个依

然是农民。”小说较为细致地描绘了高干大“面貌

丑陋，心地和善，脾气暴躁”，“说话粗鲁，爱顶撞

人”，“有时激进，有时很保守”，甚至是“对于鬼神

却不能彻底否定”的性格内在丰富性和多样性，

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突出的、较为可爱

的、成长中的农民英雄形象。小说以第三人称的

说书人身份向我们详细介绍高干大的性格特征。

这不仅符合中国民间评书体的叙事风格，而且也

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丰富呈现

埋下了伏笔。

高干大在下乡动员缴纳股金的时候，发现了

社区内一些村庄较多儿童因为没有医生救治而

死亡的事件，遇到了农民提出来能不能办医药合

作社的新需求，从中找到发展合作社的新道路。

小说生动呈现高干大听到农民马老汉提出办医

药合作社的高兴神情，“高生亮这时候显得又活

泼又年轻，原来硬像铁丝一样的两撇胡须也发软

了，嘴跟下巴也没平时那么歪了。左脸上，1935年

打仗留下的那个大伤疤红起来了”，用铜钟的嗓

音高喊“完全同意”。这让清风崖杨村长感觉高生

亮不像个合作社主任的身份，倒像一个老百姓；

高生亮那样大的声音说话，让他望望窑顶，看那

嗓子是不是震落了尘土。

医药合作社，这是一个乡土中国互助合作道

路探索中的新问题。自然，这引起了新的纷争。阻

力首先来自合作社内部的任常有。在任常有看

来，“咱们这合作社是一份公家生意。咱们这合作

社不是一份私人的生意。咱们是有组织的，有领

导的。……上级叫咱们怎么办，咱就得办。……上

级派咱们来，把咱们当作干部，给咱们饭吃，给

咱们津贴，还给咱们家里代耕……咱们在这里干

一天，就得服从上级的领导。”任常有奉行的是

“上级主义”，所以在他看来，高干大的行为是“违

反合作社的原则”，“违反上级的领导”，“简直就

是个反革命”。但是，高干大没有简单屈从，而是

继续到农村了解情况。西沟的王银发家里娃娃也

病死了，提出了入股 1000 元办医药合作社的想

法。这极大鼓励了高干大办农民需求的合作社的

新道路想法。

高干大决定到区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区委

书记赵士杰和区长程浩明对这新生事物也持怀

疑态度。当高干大提出自己的想法来自农民的切

身情感需求的时候，区长认为不能当老百姓的尾

巴，这是尾巴主义，不能老百姓喜欢什么就办什

么。对此，高干大认为：“老百姓要什么就做什么，

哪里来个范围？……做群众的尾巴总赶做群众的

仇人强些。现在的合作社已经是群众的仇人了！”

区委书记让高干大再多找些群众谈谈，再找任常

有商量商量。这次碰了壁，高干大没有灰心，而是

思考，为什么农民都支持的事，合作社主任和区

政府都反对呢，该怎么办呢？“应该像《联共党史》

所说的那个英雄”，“应该向他那个样子——联系

群众。众人的意见一多了，他们总会把那个老办法

改变一下子的”。高干大决定学习区委书记给他在

《联共党史》中讲过的希腊神话英雄安泰的故事，

从大地中汲取力量，从群众中获得支持力量。在入

伍欢送大会上，高干大讲了医药合作社的事情，当

场就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和行动上的支持。尽管，

高干大惊诧地看到主席台上的区领导并没有像

他一样激动，而是“像两尊石头雕下的佛爷一样

坐在凳子上”。这样，高干大对医药合作社的未来

和自己今天的行为忐忑忧虑不已。

但是，医药合作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

步了，无论是对合作社内部而言，还是对社区农

民而言。然而，对于如何解决，区委书记赵士杰和

区长也发生了分歧。赵士杰认为，陕甘宁边区办

合作社从 1936年开始，到现在不到 5年，知识和

经验都不足。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为人民服

务，为人民谋利益。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为人民

服务，怎样才服务得最好”。从理论上看，任常有

是对的，符合政策的。但从实践看，办得不够好。

从实际看，高生亮也很有道理。因此，赵士杰提出

意见是两家都办，办一年后，看实验结果如何。阻

挡新型合作社的内外力量都去掉了，高干大带领

张四海、王银发等人开始了社会主义互助合作新

道路的探索。

高干大的新道路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支持。附

近的老头老太太纷纷把钱从地窖中挖出来，入股

新的医药合作社。小说对王德贵和刘老婆婆存钱

入股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其心理描写一波三

折，写出了农民内心复杂的弯弯绕绕。高干大从

中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咱们，1935年，住在

梢林里，打仗的时候，咱们是知道群众的力量的！

往后呢，太平了，也就忘了。那时候，群众不同意，

咱们就活不成！为什么现在就忘了呢？你看咱们

这合作社，群众一赞成就办起来了。也不用你催，

也不用你问，什么都送上门来！”从乡土中国彻底

解放、新中国成立60多年后的今天来说，欧阳山

在《高干大》中通过主人公高干大所传递的历史

反思是极为深刻的，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是

有着深刻的新世纪乡土中国背景的。新世纪 15

年的今天，中国共产党重新倡导群众路线，可见欧

阳山《高干大》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多么重要与深

刻！从这个意义出发，早在20世纪40年代革命尚

未完全胜利的时候，欧阳山就看出某些党的领导

干部脱离群众、不从群众实际出发的官僚主义、教

条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危害来，这无疑是极为深刻

而超前的，是远见卓识，也是非常富有勇气的。

高干大为农民着想、从农民实际出发的行为

启发了区委书记赵士杰。赵士杰在跟区长谈话的

时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你听上面的太多了！

听下面的太少了！自己的脑筋，那是运用的更少

了！是不是这样子呢？这真是很可惜的事。咱们固

然要向上级负责，我想，咱们同时也要向老百姓负

责的！”眼光是向上，还是向下；奉行上级主义，还

是从实际出发，这在新世纪的今天依然是党的领

导干部体制和工作作风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所

在。《高干大》对领导干部人物形象和落后分子形

象塑造中，反思“革命成功之后”的干群关系问题，

为后来的“中间人物论”审美理念开启了先河。

高干大的互助合作新道路探索溢出了原有

的设计思路和工作计划，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

事业、为农民大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不仅

打破了原有的经济格局，也带动了政治政策、路

线方针的变革。这也触动了一些落后分子的利

益，如郝四儿等神汉们的利益。《高干大》小说的

后半部分，叙述了高干大与落后分子的斗争。高

干大原来的封建迷信思想也在斗争中逐渐祛除

了，在最后与郝四儿的殊死搏斗中，成为一名完

全的共产党员了。至此，《高干大》完成了对高干

大人物形象的塑造。

作为延安解放区文学作品的《高干大》，是一

部早期的红色文学经典，具有五四时期“问题小

说”的精神血脉，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风

格。《高干大》塑造的农民英雄形象高干大勇敢、

热情、坚强、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农村工作

经验丰富，有一颗为农民大众服务的火热的心灵

和探索社会主义新生活道路的坚定信念，体现了

一种理想主义的崇高美。可贵的是，欧阳山没有

一味地溢美，而是写出了高干大作为一个普通人

的种种局限和缺点，让英雄有出处，食人间烟火。

而事实上，正是高干大的那些符合人性的眼泪、

激动、歉疚、伤心、迷茫，让高干大这一英雄形象

更加可爱、更符合人性，更具有审美艺术魅力。

但事实上，直至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对延安

第一部长篇小说《高干大》在文学史地位、价值和

意义的阐释与研究是很不够的。正如田海蓝所言，

“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自 43 年前在延

安问世以来，以它不朽的生命力经受住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考验，并在改革

开放的今天，又迸发出新的青春活力。然而对于这

样一部在思想上有深度，在艺术上有创新的优秀

作品，文艺批评界却一直没有给它以应有的历史

地位和公正的评价。现在，是到了应该认真回顾

与思索，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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