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文学评论

■新作聚焦

2015年4月27日 星期一责任编辑：行 超 电话：（010）65001102 电子信箱：wybwxb@vip.126.com

■短 评

红柯长篇小说《少女萨吾尔登》:

青海大地上长出来的“花儿”
□王永昌

唐荣尧的《月光下的微笑》是一本及

时且现实的书，一本救补我陋见之书。唐

荣尧写的地理疆域是我至今未曾踏入却

一直心向往之的秘境。中国历史上，自长

安出发，无数次往西再往西的远行，无论

是将士、使官、僧人，其意义不仅仅是疆域

的拓展，而且是文明播撒的旅行记。伊斯

兰文明从瓦罕走廊向东再向东的旅行是

另一个方向的跋涉和征伐。不同的文明

在广阔的西域相遇、纠缠、融合、碰撞、冲

突，迄今未有停止，这正是世界文明得以

丰富的理由。必须承认，我们的文明或者

文化是杂色的；也必须承认，不同文明之

间的交往和交流既有温情脉脉的包容，也

有刀光血影的征服，而这正是唐荣尧的写

作前提，正因如此，我们说，唐荣尧的写作

是尊重常识的写作。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疆域里，民族以

及各民族的地理边界是无法回答和解决

许多问题的。从族源的角度，西域诸民族

各有自己的系谱，而他们的地理边界在时

间的流逝中不断漂移改变，伊斯兰教从传

入西域到播撒中国的疆域并且扎根，已

经现实地成为想象和建构“中国”的一

个不可或缺的文化脉系。很多时候，当

我们在谈论中国文化“儒道释”的构成

时，我们竟然没有意识到伊斯兰教对中

国文化传统的参与，这是有违常识的。

唐荣尧 《月光下的微笑》 是一种回到常

识的写作。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参照系辨识和确

认唐荣尧写作的意义，包括他此前对西夏

帝国持续10年的追寻？唐荣尧把自己的

写作命名为“为山河立传”，他将自己安放

在广袤无边的山河大地行走，在行走中观

察、追问、书写，对湮没的历史进行打捞和

擦拭——让黯淡的重新恢复光芒，仅其立

场和态度可谓孤绝卓立。但如果仅仅是

立场和态度，有时也可能沦为一种道德劫

持或者装腔作势的表态。在读《月光下的

微笑》时，我曾经确认过唐荣尧的“汉族”

身份。唐荣尧并不把自己的写作看作为

某种狭隘的宗教教义的证明和代言，而是

对更切实的“常识”的回答——伊斯兰文

明如何在异邦的土地上旅行、生根，在这

样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改变了什么？

从喀什到西安，《月光下的微笑》的地

理疆域差不多是我们常常说的“西域”。

这是不同文明的边界，也是前锋。西域是

一个怎样的“域”？这其实是一个暧昧不

明的问题。西域之“域”，似乎一直纠缠着

神话、小说、国家编撰史、宗教传播史、民

间传说、探险家游记等真伪夹杂的想象和

叙述，以至于当我们谈论西域之“域”，面

对的几乎是一部唐荣尧所说的“发炎的档

案”。因此，唐荣尧首先是从“疗伤”开始

进入工作现场的，他的疗伤是为了穿透历

史的覆盖，对浩瀚的典籍进行整理。与此

同时，唐荣尧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大地上

的漫游者、勘探者和思想者，面对大地上

的人、风景、遗迹、传说、仪礼、艺术和语言

等，最直观的就是那些和习俗相关，至今

依然活着的底层日常生活。在唐荣尧重

新书写之后，我们发现，西域的这一切几

乎都是伊斯兰文明塑造和改造之后的结

果。唐荣尧细致辨识伊斯兰文明对于不

同“地方”的再造和扎根，这种再造和扎

根，既有对先于伊斯兰文明到达文明的改

造，也有伊斯兰文明扎根之后又被其他文

明重新改造。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宗教、

民族和地方等诸种力量共同塑造西域之

“域”，这些生活有些已然是过去，许多则

是从过去侵入到当下，以至于未来。

要洞悉这些，写作者必须走出书斋，

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山河，用自己的眼睛去

看，用自己的内心去思考。唐荣尧做的是

书斋里的学问家做的工作，也是书斋里的

学问家做不了的工作，他的写作及其文本

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不只是在“文学”，人

类学、民族志、宗教史、文明史等都可以从

他的写作中汲取营养。唐荣尧勇敢地说

出常识和真实，将是我们伊斯兰文明课的

启蒙书。像《月光下的微笑》这种基于追

问和尊重常识的行走实践的写作，是一个

大多数写作者努力追求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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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跟我的主人公纠缠不清，《少女萨吾尔

登》也一样，主人公周健应该是我诸多主人公中跟

我关系最近的一位，我的发小，铁哥们儿。我们一

起与邻村孩子打架，一起上北山摘杏掏野鸡蛋。有

时因吵架我们不说话，见面招呼都不打。正好是夏

收季节，晚上都要干活，吃晚饭时我负责看打麦场，

他修电源，我转几圈过来发现他在地上打滚身上冒

烟，我吓坏了，拿起木锨打断电线，喊人，大人们赶

来送他去医院，抢救过来了，我们又成好朋友。我

上中学时，他不再上学，到几十里外的化肥厂当修

理工，工厂在铁路边，火车不断，我很羡慕。我已经

上中学还没见过火车，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他就骑

车驮着我跑几十公里去看火车，让我眼界大开。后

来我上大学，又去新疆。新疆归来后，他也是村里

第一个来看我的，不管我把新疆说得如何天花乱

坠，他一律不信，长谈半天，末了来了一句：“在新疆

吃大苦受大罪啦，把人没吃的苦都吃啦。”从小玩大

的伙伴如此待我，他跟大家都认为我“回来”了，回

到天堂般的故乡。我这位可爱可敬的伙伴，当年在

工厂当修理工时一位同事不慎拉开电闸，正在搅拌

机里作业的他顿成残废。未婚妻没有落井下石，依

然嫁给了他，算是人生最大的安慰。我是农民的儿

子，从小干农活，上学后也是边念书边干活，是村里

的壮劳力，大学毕业好多年手上老茧还没褪完。工

作后又是技工学校，带学生实习，对工厂企业又有

所了解，见过许多工伤事故，从震惊恐惧、百思不解

到习以为常。回陕西后，见到伤残的伙伴，所有的

记忆再次苏醒，融合成书中的周健，摇身一变成为

走出校门苦苦挣扎的大学生。在最初的构思中，搅

拌机扭断周健的那一刻就应该画上句号，故事的高潮戛然而止，给读

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可我认为强烈的戏剧瞬间与过分匀称的结构会

限制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艺术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生长过程，既应和

大自然的生命节奏，又顺乎人物彼此间的和弦与旋律。

这部小说动笔前我因病住院，出院后开始动笔，原先的构思统统

作废，写到周健受伤那一节正是全书三分之二，更大的难度应该在后

三分之一，这个时候我才体验到我童年时的发小、我的乡党当年受伤

后面临的挑战。古老的周原不能医治周健，周健那个蒙古族婶子金花

用卫拉特人的歌舞萨吾尔登来医治周健，美丽的未婚妻张海燕就成了

天山雪莲的化身。故乡周原曾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诗经》《穆

天子传》《封神演义》的源头。唐以后，重心移向东南，关中失去光彩，

关中不再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大熔炉，跟西域断了血脉。这种断

裂使得宋元明清（元除外）精致有余雄浑博大不足。

我曾多次写过西域各民族文化对我的影响，情动于衷而言于文，

情怎么动？感发于天地万物，这些含蓄内敛的文字都不如岩画生动传

神。生命的神秘美好庄严全在其中。我曾用许多西域歌曲做小说的

主旋律，这次我采用了卫拉特蒙古人的萨吾尔登歌舞。在《诗经》那个

年代，中原人如此歌唱过狂欢过，后来礼仪化了，理学化了，道学化了，

难能可贵的是理学盛行的宋代，关中西府周秦故地出了一个大儒张

载，也是关学的奠基人。张载最有名的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西

铭》中提出的“民胞物与”的“大同”世界，人人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

我的同伴。我这个关中子弟在中亚大漠重温关学大师张载的《西铭》，

甚至觉得关学的精髓尽在卫拉特土尔扈特蒙古人的萨吾尔登歌舞

中。当年渥巴锡汗带领土尔扈特人东归天山母亲的怀抱，20万人只归

来七八万人，大多数人死于途中，你就能体会到萨吾尔登舞蹈中人与

动物以及天地万物的兄弟情谊，那种弥漫天地的超越苦难与死亡的大

爱用来医治周健的创伤再好不过了。那一刻，关中少女张海燕成了卫

拉特土尔扈特蒙古人的一员，翩翩起舞于关中渭北高原。

西域是一个怎样的“域”
□何 平

孔子有言：“礼失，求诸野。”红柯用一部小说印证了孔

子之言。基于地域而产生的作家群中，与文化具有紧密关

系的莫过于陕西作家群体。陕西作家弘扬柳青、路遥、陈

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等形成的文学传统，用一部部厚重的

作品诠释着现代中国人与土地、现代性与文化传统之间的

关系。这其中，红柯是典型的一位。他的《少女萨吾尔登》

将人置身于文化传统中，探寻传统作用于人的方式，从而

实现了文学对文化的责任覆载和文化对文学的内在支撑。

《少女萨吾尔登》从深邃的焦虑隐约涌动中开始。周

原籍的大学生周健毕业后来到渭河岸边的渭北市，几经周

折才在一家建筑材料公司当上了修理工，在城市落下脚

来。报纸上登出的一则工伤新闻使他和女友张海燕的心

灵蒙上了阴影，未知的恐惧和焦虑促使周健和张海燕依循

旧礼，与同事们攀起“乡党”之谊。红柯不厌其烦地描写岐

山臊子面和凉皮锅盔的味道，这些风物以及小说中各种民

间习俗和传说故事无不携带着文化记忆和传统寓意——

中国人的情感、血脉甚至文化基因就蕴藏在这一碗面、一

句乡音之中。小说的另外一条线索是周健的叔叔周志杰

和婶婶金花的新疆往事和关外记忆。与关中人的功利与

精明形成鲜明对照，新疆广袤的土地和奇崛的自然景观赋

予了当地各族人宽广的胸襟和淳朴的心性。周志杰在新

疆霍城长大，在那里他完成了自我的身份转变，他的思维

方式都是边疆的，回到关中后，这种“边疆思维”遭到了生

活的反击：“边疆地区普通的常识到中心地带都会成为一

种罕见的美德。”为什么位居文化和地理中心地带的关中

地区却罕有边疆的美德？红柯不断引发读者的疑惑和慨

叹。周志杰的学术研究三番五次遭遇“误入白虎节堂”这

样的事情，而前妻田晓蕾也正是在适应关中新生活的变化

过程中成为另一个男人王长安的妻子。周志杰的边疆性

格需要一个与之相携的伴侣，蒙古族姑娘金花出现在他的

生命中，作为周志杰的学生，她曾经见证了老师风华正茂

时的英姿，因此芳心暗许。在周志杰的人生最低谷，金花

嫁给了他。金花擅舞，她一次次舞起源自天地自然的蒙古

族萨吾尔登，在世俗的渭北市呈现了游牧民族的原始激情

和天地至美。萨吾尔登慰藉了失意的周志杰，也深深地感

染了汉族少女张海燕，使她领悟到了爱的真谛。对边地少

数民族文化的坚守与继承，令金花和周志杰在汉族文化腹

地城市的生活中保有了精神的自由，成为作品中激动人心

的所在。

小说开头悬在周健和张海燕头顶的利剑终于落下。

一次偶然的工伤事故让周健失去了一条腿，在众人的猜疑

下，张海燕反倒坦然与周健相爱，甚至与周健在工地上的

仓库里搭起了温暖的小巢，在萨吾尔登的旋律中怀上了周

健的孩子。作者以一个近乎留白的结尾结束了这个故

事。小说的骨架仿佛小团圆的故事，格调明快俊逸，带有

关中特色的风土人情、语言风格和人物对话让作品鲜活而

风趣；蒙古族乐曲昂扬宕拓的节奏如在耳边，少女婀娜动

人的舞姿如在目前，真正是一部肌理细密风骨魁奇的作

品，令人读之醉心。小说的这些美学特点固然令人难忘，

然而作者的叙事目标不停留于展示边地风情和关中民

俗。“野”是如何保留华夏之“礼”，“礼”又如何作用于今天

的华夏子孙，换言之，红柯的目的在于呈现文化在人物精

神和性格成长以及命运变迁中的作用，揭示人与传统、人

与现实的关系，呈现当代语境下的城乡对立、文化散帙和

传统异变。

红柯不惜篇幅介绍萨吾尔登的渊源和流脉，将之与人

物的内心世界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决

定性因素。小说渲染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内地和边疆文

化、农耕和游牧文化、城市和乡村文化交织在其中，是对传

统文化的一次文学检阅，同时更构成了人的坐标系，呈现

了人面对传统与现代对立时的内心焦虑和身份迷失。民

族、家园、故乡是红柯看重的文化元素，它们深深地烙在人

物心灵深处，成为作者和人物自身的精神原乡，也成为作

者深层的叙事追求。正是因为这些文化元素的融入，《少

女萨吾尔登》富有宏阔远景和精到细节，关于事件和人物

的叙事在厚重的文化场域中进行，小说因此深宏博大。

陕西作家大多志存高远，抱有融合古今、递连城乡的

文学志向。路遥创造了通过个人奋斗从土地走向城市的

青年高加林和孙少平，他们凝聚着城市现代性进程中一代

代青年的身影。30多年后的周健似乎就是这个时代的孙

少平，他上高中时才到县城，他的农村生活经历承载着乡

土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内质。从西安的一所大学毕业后，

在叔叔和婶婶的帮助下留在城里，虽然只是个修理工，但

毕竟成了城里人。然而他的人生态度和待人接物的方式

一直是传统式的，他始终没有融入城市生活。他眷恋故

乡，更加眷恋农耕文明下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关系。张海燕

与周健虽然是同学，但她却有不同的生活道路：她的父母

是县城干部，从小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的束缚，因此具有更

强的可塑性。她因周健而改变，渐渐接受周健的乡党，与

周健的家族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善良和忠贞的化身。张海

燕带着城市人的精明和见识，为周健的家人和高寿的八婆

准备礼物，在周健受伤后提醒他防止被公司利用以免失去

自我的生活，这都是农村人所不具备的机敏和智慧。周健

和张海燕的相爱以及最终在城市结合，或许可以看作是城

市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改造和调和，更是文化变迁的一

种可能。

《少女萨吾尔登》可算作一部“女人书”。金花、张海

燕、田晓蕾以及苏炜的妻子，基本上居于家庭生活的主导

地位，用她们美好的品性为丈夫提供着大地般坚实厚重的

基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丈夫的人生轨迹。在小说中，耄

耋之年的八婆是整个关中文化的象征，金花的千里奔走毫

无疑问扭转了周志杰的命运，张海燕的机敏痴情支撑起周

健的世界……女性的善良与温厚默默引导着男性的成

长。小说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作家内心隐秘的温软，他对两

性婚姻的理想，对传统家庭生活的期许。而正是作者对女

性的赞美，使故事中的伦理架构成为和谐生活的典范：这

是一部没有仇恨的作品，所有人物彼此之间靠着情感力量

和豁达心胸结合在一起，即便是那些曾经互相伤害过的人

们，也未曾将仇恨带入生活中。周志杰和田晓蕾曾经是夫

妻，田晓蕾可谓抛夫弃女地嫁给了大学教授王长安，然而

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反目成仇、互相敌视，而是保持了和谐

的友好关系。区别于消费型文本的乖张而阴郁的情节，红

柯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充满温情，散发着来自于灵魂深处的

温度，彼此之间传达出通心的活络。同样是写爱情、亲情

和友情，为什么此处的功效仅见？显然，这样的伦理关系

不是虚张或漂浮的，它们是传统伦理道德在其中的水到渠

成，一遍遍被提及的《朱子治家格言》《菜根谭》《弟子规》等

教科书所倡导的传统人情日用之法才是根源。

面对纷繁驳杂的时代生活，作家需要寻找进入其中的

路径，华夏数千年文明的文化传统仍然存在于中国的民间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将其融会贯通于小说世界中是

作家的困顿。说到底，《少女萨吾尔登》是一个常见的工伤

事故引发的故事，但作者如此精心，将人物置入文化的背

景中，小说因此成为一个丰满多义、张力十足的综合性文

本，为阅读和理解提供着多种可能的向度。正如红柯在小

说中所说：“现实生活中的家园故乡都是过眼烟云，人的精

神故乡精神家园才是永恒的有意义的。”礼仪之邦的中国，

一切优良传统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如若能在小说中鲜活地

呈现，那么必将给我们以长久有益的启迪。

《少女萨吾尔登》可算作一部

“女人书”。女人基本上都居于家

庭生活的主导地位，用她们美好的

品性为丈夫提供着大地般坚实厚

重的基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丈夫

的人生轨迹。

区别于消费型文本的乖张而

阴郁的情节，红柯笔下的人物和故

事充满温情，散发着来自于灵魂深

处的温度，彼此之间传达出通心的

活络。礼仪之邦的中国，一切优良

传统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如若能在

小说中鲜活地呈现，那么必将给我

们以长久有益的启迪。

礼失求诸野，今求之小说
□李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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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快评 汪曾祺短篇小说《八宝辣酱》
《当代》2015年第3期

看过汪曾祺“惟一未发表过的短篇小说”

《八宝辣酱》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这篇文字

必是老先生在极其随意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小说极短，约莫也就 3000 多字。涉及的人

物却不少，分别是几个剧团的工宣队员。一位

姓邱的爱吃肉，因而手持半自动步枪到玉渊潭

去打天鹅，还爱折腾人，总是吹哨让演员们列

队再解散。一位潘师傅爱拉胡琴，想近水楼台

跟角儿们切磋一下，可惜水平不够。还有一位

老丁，待人好，念旧，尊重艺术，爱吃八宝辣酱。

先生写几个人物，全是从他们的兴趣爱好出

发，把日常生活里的小追求当成了人物性格最

主要的标识。但又不画龙，只点睛，完成了对于

人物精神面貌的勾勒之后戛然而止，其他背景

交代、故事铺陈、意义阐述一概省去。这样的小

说汪曾祺曾经写过不少，但除了汪曾祺之外，

恐怕少有人这样写。

时至今日，即使在汪曾祺先生逝世若干年

后，这样的小说仍令人耳目一新。短篇小说尤

其要讲求章法，讲求结构，讲求谋篇布局，这是

作家们的共识，因而呈现出来的面貌往往是精

致和匠气并存，奇思和俗套并存。在一种已成

定式的构思模式里，好的也有，差的也有，遗憾的是差的往往比好

的多。哪怕是欧·亨利这样一位“一句话小说”的大师，也难以做到

每篇小说的最后一句话都像《麦琪的礼物》那样精彩。哪怕是海明

威实践他所热爱的冰山理论，写作水准不如《白象似的群山》的作

品也比比皆是。这是模式的局限，或云是思维定式的局限。一个天

才作家能够开创一个新模式，但却几乎难以完善一个旧模式，这

似乎是一个令人无奈的规律。

汪曾祺短篇小说的价值所在正是他有意识地想从这样的定

势里跳出来。《陈小手》似乎还可以被称为“一句话小说”，叙事魅

力的爆发集中在军官的那一句“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

去”。而像《岁寒三友》和《八宝辣酱》这样的作品，便极大地省略了

经典短篇小说的既有要素，难以用任何一种模式去套它。它们是

模糊的，又是清晰的；是简约的，又是丰富的；是陌生的，又是熟悉

的。至于实现这种效果的方法，想必也因人而异，在汪曾祺那里，

大概是中国水墨画式的审美直觉，换言之，也许是一种天然的随

意恬淡的性格。当然，你也可以说，迷踪拳也是一个套路，是练家

子都要拳打脚踢嘛。

一位老先生，就这样给我们留下了一篇美学上的“无主题变

奏”。而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愈发纷繁的时代读到这样的作品，

怀念与感动油然而生，汪曾祺作为一个作家的魅力也再次彰显了

出来。

十多年来，陈元魁先后创作出版了

《麒麟河》《民生街》《花儿是心上的油》

3 部长篇小说，他试图用自己熟稔于心

的河湟生活体验，还原或者再现青海那

些美好而陈旧的记忆以及记忆当中的风

物人事，让读者看到了传统农耕生活中

曾经有过的善与恶，光明和希望。

在小说中，陈元魁的讲述充满着激

情，甚至可以说有些沉迷其中，令读者不

由得顺着他的讲述，感受一个文学创作者

对于文学的痴迷。相比于前两部作品，

《花儿是心上的油》的叙述的方式、文字的

技巧、人物的塑造等，都更加成熟和老到。

小说以解放前军阀马步芳统治下的

旧青海为背景，以湟水河畔一个小村庄

里憨哥、刘香和香娃一家的命运变迁为

主线，讲述了历史大变革、时代大变迁

当中青海东部农村所承受的坎坷苦难以

及贫穷背后的人性伤痛和生存欢乐。小

说塑造的北房奶奶、秦靳氏、朵秦氏、

长腿、顺风耳、猪娃保、高岐伯、翟达

贵、刘能、游歌等人物形象，着墨或多

或少，都非常传神，栩栩如生。在物质

和精神都极度贫乏的年代里，这些人物

用各自的人生态度，诠释着对生活、对

他人的爱恨情愁。特别是北房奶奶、高

岐伯、游歌等人物，他们经历了人生的

大苦难，在苦难的尽头却让人看到最温

暖的亮色。作者笔下的这些人物充满悲

悯情怀，是富有人间大义的正面形象。

游走在 《花儿是心上的油》 的字里

行间，就仿佛是一次在湟水河畔村庄行

走的心灵之旅。那岸草枯萎冰冻无声的

湟水，那直刺蓝天高高的白杨树，那从

官道远远走来的脚户和摇着拨浪鼓的担

货郎，那土夯的庄廓院墙以及麦草味道

的青烟，那些在墙角扯“闲蛋”、晒“阳

洼”的人们，那麦收场上的挥汗如雨和

近似粗俗的玩笑和打闹，那六月田间布

谷鸣叫的悠扬暧昧，一切都如此遥远，

却又如此真实。从中不难看到，陈元魁

脚踏青海大地，对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

上的人充满无限深情，用心书写着自己

的家园情结和赤子情怀。

陈元魁把自己的大半生交给了文

学，他珍惜眼前的光阴，珍惜手中的

笔，十几年来坚持书写着属于青海，也

属于他自己的文学篇章。纵观陈元魁的

文学之路，我们不难得出，只有立足于

自己熟悉的生活，并将自己最真实的情

感融入其中，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得到读

者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