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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底，杨朔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

份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朝期间，除了写作大量

战地报道外，他还创作了12万字的长篇小说《三

千里江山》。

我们可以从作家的《几句表白》中，勾勒出该

小说的大致创作轨痕：“一年多来，我几乎一直随

着中国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一起行动，见到了

许多人”，“铁路援朝志愿大队”的战斗与生活，成

为杨朔小说创作的基本素材；他在实际接触过程

中亲身感受到“我们战士对祖国的爱是怎样深沉

啊”，“正是这种人世间最高贵的爱”，“反复激荡

着我的感情，逼着我想写他们”，此乃作者创作激

情与冲动之所在；“我住的朝鲜小茅屋震得乱摇

乱晃，红光射进门缝”，在弹火纷飞的战争环境

中，杨朔开始这部长篇创作，“一九五二年六月四

日深夜三点，附近轰炸正紧”，“就在这种情况里

我写完了我的最后一个字”。

《三千里江山》先在《人民文学》1952 年第

10、第 11、第 12 号上连载，1953 年 3 月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甫一面世即获誉评，有评

论家视之为“文学创作的新收获”，认为：“这部小

说是杨朔同志在创作上的一个新的发展，它在思

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都大大的越过了他过去的

作品。而且，抗美援朝两年来，我们在文学领域

里，通讯和短篇是有过许多的，但还第一次出现

像这样一部比较深入和真实地反映这个运动的

长篇。在文学还未能满足群众需要的现在，一部

比较成功的作品的出现便引起了读者很大的重

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陈涌《文学创作的新

收获——评杨朔的“三千里江山”》）50 多年后，

当年的读者犹且记得这部“抗美援朝小说”广受

欢迎的情景：“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

方今畅销书很少能与之相比。因为它不仅是文学

作品，而且起政治辅导教材作用。与魏巍的《谁是

最可爱的人》可以相提并论。”（资中筠《忆杨朔》）

《三千里江山》是在“抗美援朝”现场写就的，

今日读者会感受到它“急就章”式的创作，难免染

带叙述与表现的稚性。这部长篇面世于共和国初

创时，它以共和国大事件为叙述背景，其创作既

具有“共和国叙事”的实践性质，也体现着“共和

国文学”建构的历史命意。在我看来，透过小说叙

述与表现，追踪时代语境规约与作家主体情意的

共合作用，是如何规约着小说叙事格局及表达意

旨，实为今日读解该作品之肯綮。

二

“志愿大队”的战斗与生活，构成小说情节主

干。“志愿大队”因战争需要而“组织”起来，一应

人员配置及运作事项，无不具备战时特殊“集体

单位”的性质与功能。我要特别指出并强调的是：

作为小说主要叙述对象的实际不是个人，而是

“集体”（即“组织”），个人是作为集体成员而得以

叙述表现的。杨朔对此显然具有自觉意识，小说

也由此表现出集体叙事的突出征象。有论家曾指

认：“这部作品，在结构上存在比较突出的缺陷：

不仅缺乏贯穿整个作品的中心事件——鲜明的

主线，而且缺乏中心的人物。”（敏泽《对〈三千里

江山〉的几点意见》）这“意见”自有合理性，“急就

章”式的书写造成艺术构思的简化与浮泛，确为

小说显而易见的缺陷，但论者没能虑及并洞悉小

说集体叙事的创作定位：个人既不是杨朔叙述的

主要对象，集体叙事则要求陈述集体故事、表现

集体成员群像，“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的“缺

乏”便是自然的可能结果。我并非为小说实际存

在的欠缺强行辩护，只是想要说明：论家所陈其

“结构”上的“缺陷”，与小说集体叙事的性质存在

因果关涉，或者说，其结构性症候恰恰反证着它

集体叙事的属性。

诚然，小说中跃动着个性人物，其间，队长兼

政委武震坚毅刚正、几近不通人情，炊事员老包

头唠叨嘴碎却心地良善，话务员姚志兰事事争

先、处处上进，工务科长姚长庚正直而大义，工人

车长杰腼腆口讷却心有定力……拥有小说创作

经验的杨朔，自然知晓在叙述中呈示人物性格，

但他将人物塑造收纳进集体叙事中，人物依然活

跃于叙述前台，但个人故事被编织进集体故事，

犹如棉纱被织入布匹里，个人故事依从突出集体

特性的要求，集体特性则借个人故事得到叙述表

现。如此，人物故事与集体叙事形成某种层级式

构造，后者统驭前者，生成“集体——个人”的叙

述样态。这是颇有意味的叙事征象：《三千里江

山》中个人被纷纷“带离”日常生活，人物从家庭

“出走”，被“组织”进集体之中，作为集体成员走

进时代大事件，并在其中表现出生命的非凡性。

个人从家庭“出走”，叙述从日常性引开而导向非

凡性，一方面是故事逻辑使然，即个人纷纷响应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国家动员，另一方面，此

间潜隐着作家的叙述策略：只有将人物带离家

庭，组成集体走进时代大事件，叙述方能脱离个

人日常性而表现出生命的非凡性。

《三千里江山》分明包含家庭叙事因素，局部

表现出“家庭——个人”的叙述样态，即在家庭框

架中表现人物个体。但家庭叙事在小说中迅速让

渡给集体叙事，“家庭——个人”的叙事样态也为

“集体——个人”的叙事样态急疾顶替。小说“第

一段”、“第二段”对姚长庚家庭的叙述，“第三段”

对武震家庭的叙述，均显示出作者日常叙事的功

力与才能，其对家庭生活的摹写贴切而生动，既

散发出亲切的日常气息，又展示出人物个性特

征：姚长庚具有“家长”和“大男子主义”作派，独

女姚志兰备受宠爱，不无娇惯之气，姚大婶的琐

碎与操心、唠叨与操劳，表现着一位家庭妇女的

亲情，而武震在日常生活中的大大咧咧、不修边

幅，与妻子李琳的文静、细心，恰成有趣的叙述比

照。其中，姚大婶和李琳虽属“次要人物”，但她们

的故事展开与性格表现更能体现家庭叙事特征，

前者对女儿婚事的日夜操心与操劳，后者“爱添

东西”的“毛病”及对腹中孩子的母爱深情，均表

现出家庭叙事对日常性的深情凝眸。

但杨朔的叙述焦点终究不在家庭与日常性。

姚大婶和李琳在小说中露面不久即告退场，此后

只在各自家庭成员的思念中略有涉及。在我看

来，这两人悄然退场实为一种叙述表征，标志着

家庭叙事就此搁置，撇出小说叙述，而走出家庭

的个人“组织”成“集体”（“援朝大队”），家庭叙事

遂为集体叙事替代。我以为：这样的叙事操作隐

含着“共和国叙事”的某种深层逻辑，即“集体”被

视为文学叙述理所当然的基本对象，它被安设于

叙事光照的聚焦点，并将其他叙事因素（如家庭

叙事）收纳进、消融于自身光圈中，从而形成集体

叙事统摄的叙事格局。如若再行细究，这样的叙

事格局潜隐着更深在的精神理念，即是——“集

体主义”，它是“共和国”国家意识与国家意志的

构成要素，顺理成章地作为“共和国叙事”的内

在理念，规约了集体叙事统摄的叙述格局。

三

“集体”之上还有更宏大的叙事存在，即——

“共和国”，那是最高层级的“集体单位”。集体叙事

既居统摄地位，其自身又置于共和国叙事统领下。

如同“援朝大队”是整个“抗美援朝”运动的有机组

件，集体既作为共和国肌体之构件，集体叙事也为

共和国叙事所统领。如果说，集体叙事是小说叙述

聚光区，那么，共和国叙事则是小说叙述的光源

点，正是共和国叙事的光照，凝聚于集体叙事。

共和国叙事虽不在小说表现前台，但其统领

作用却使其在叙述中几乎无处不在。它一方面体

现为小说人物的精神之维——祖国情怀，在人物

形象塑造中作为人物精神源泉突出表现。武震、

姚长庚、姚志兰、吴天宝等主要人物尽管身份有

别、个性各异，却具有共同的祖国之爱，它被表现

为人物的精神支柱、力量源泉，并决定了他们成

为“英雄人物”。祖国情怀促使共青团员姚志兰毅

然推迟婚期，参加“援朝大队”，其未婚夫吴天宝

也旋即跟进来到朝鲜，这对未婚夫妇的故事，表

现着“儿女情”服从“祖国情”的精神取向，叙述在

此表达的精神理念是：个人私情之上高悬着更宏

阔、也更强劲的情感存在，祖国情怀是人物精神

世界的至高情感。

杨朔对吴天宝的叙述，追溯其从“旧社会”孤

儿成为“新中国”火车司机的经历，他“从乡村流

落到城市，从放猪到赶大车，从赶大车又学会开

火车”，“自从靠上组织，头一回才算有了家了”，

“直到遇见了共产党，路子明了，方向清了，他才

真正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吴天宝“翻身解放”的

欣喜体验，在叙述中延展为对党和领袖的感怀，

凝聚成祖国之爱，使他时刻感受到“祖国——我

们的母亲，就在背后”；而在壮烈牺牲时他留下遗

言：要未婚妻“把爱我的心情，去爱祖国吧！”作者

的叙述用心在于强调人物的情感体认，“组

织——家”、“祖国——母亲”的修辞表述，隐存着

将个人情感表达引向祖国情怀的叙述理路，祖国

情怀作为至高精神居于人物情感内核，并得以叙

述强调——这是共和国叙事的内在逻辑。

另一方面，共和国叙事还体现为小说叙述的

历史之维。杨朔特意在小说叙述中切入国家历史

内容。“抗美援朝”的时代大事件，实为《三千里江

山》的近台背景，而在小说展开中，作者又于近台

背景轮廓外延伸开更阔大的远台背景：他在人物

经历交代中有意融进国家经历，并与“抗美援朝”

的时代大事件构成国家历史经脉，国家历史叙述

就此嵌入人物故事，切入小说整体叙述格局，成

为共和国叙事的有机构成。

在交代姚长庚家世时，杨朔特别强调：他两

个儿子当年“平白无故叫日本鬼子抓去，也不知

卖给哪家炭矿，是死是活，到于今没有音信”，老

太婆为此哭瞎一只眼；现今奋身抗击“美帝”，是

因为不愿意“闺女再叫美国鬼子抓去，当驴当马

卖了”。过往苦难既是人物身世、家庭遭遇，也是

民族经历、国家记忆，它与受侵略、遭奴役的现实

威胁，构成小说叙述的历史内容，个人经历遂与

国家经历交织，“抗日”与“抗美”形成国家叙述的

历史维度。不惟如此，杨朔在小说展开中还特意

融进共和国“前史”，叙述武震故事时，交代他从

“渤海边上一个水手”成长为“革命军人”的历程，

且在武震与朝鲜铁道联队队长安奎元的会面中，

于人物对话及回忆间，勾勒出“延安生活”——

“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

战争”）的“革命史”线脉，既表述着中朝人民休戚

与共的历史关联，又粗线勾画出共和国“建国史”

经络，由此，“抗美援朝”时代大事件被叙述进“革

命史”、“建国史”的逻辑链，即由此构造出共和国

叙事的历史之维。

四

据上所述，集体叙事统摄与共和国叙事统领

的有机合成，构成《三千里江山》完整的叙事格

局。在我看来，这样的叙事格局表现出对共和国

意识与意志的认同与遵从，而共和国意识与意志

的叙述表现，便凝定为小说表达内蕴。依此而论，

小说叙述的本质属性实为共和国叙事。

杨朔是将小说主要人物作为“共和国英雄”

来塑造的。这是其创作的自觉意识与追求，他在

《写作自白》中述及：创作时“我遇到一个问题，就

是对英雄人物的认识问题”。杨朔对“英雄”的理

解，要义有三：一是“英雄”为“党”所“培养”，“英

雄不是神而是人，而且是差不多像我们一样的

人。但是在党的培养下，他首先具备着先进人物

的思想感情”，“党就是这个时代的灵魂，也是英

雄的灵魂”。二是“英雄”及其“英雄主义”的力量

源泉是“爱国主义”，这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

“我在小说里想要着重写的就是我们人民的爱国

主义”。对“党”（“领袖”是其代表）的深情和对祖

国的深情，在杨朔的叙述表达中融为一体，构成

“英雄”人物“思想感情”之内核；并且，“抗美援

朝”的国际背景落照于小说叙述，“英雄”的爱国

主义情感便与国际主义襟怀交织一起，成为小说

叙述意旨所在。

这样的叙述意旨规约着小说的叙述策略。即

以小说人物配置而论，杨朔在突出正面“英雄”人

物的同时，也设置了一位“落后”人物——技术员

郑超人，后者对前者形成叙述反衬。小说交代郑

超人的社会身份：他“生在个有钱的商人家里”，

“是城里长大的知识分子”；拟写他的生活细节：

“头发梳的溜光”，“吃的考究，穿的考究，吃完饭

必定刷刷牙，时常对着镜子摸着自己的脸蛋”；剖

析他的思想状况：他“太过于看重自己”，且有严

重的“恐美病”。郑超人的个人主义及“恐美思

想”，反衬着小说主要人物体现出的英雄主义、爱

国主义及国际主义——这是杨朔的叙述用意所

在；而叙述中对郑超人的批评、教育及感召，以及

对其思想转变的动态性描述，则呼应着“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国家意识形态。

这样，我们看到：杨朔共和国叙事的操作要

领在于“共和国英雄”形象的塑造，表达主旨是爱

国主义，而深层的理念规约则是对共和国国家意

识与国家意志的认同与遵从——这是共和国文

学的叙事逻辑。假如放阔视界，从文学与历史的

深在关联看，共和国的建立不仅需要落实于现实

政权之确立，即在社会管理层面完成共和国国体

构建，且须在精神理念层面确立共和国认同，从

而确证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此而言，共和国文

学及共和国叙事以对共和国精神理念的遵从，实

际参与着共和国的构建——这是共和国文学叙

事的深在意旨。

我将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定性为共和国叙

事，且认定其为始作俑者之一。理由是：作为早期

面世的共和国叙事文本，它的叙述实践在其后的

共和国文学尤其于“军旅”叙事文本中得以弘发，

“共和国英雄”形象塑造及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

神表现，在“十七年文学”之“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如《保卫延安》等等）和“现实生活题材”小说

（《创业史》第一部等等）中，均得以延续与伸展，

并凝定为共和国叙事的基本要素，此类文学史文

本共同秉持共和国精神认同的创作意旨，并以文

学叙事的主导方式加入共和国文学构建的宏大

叙事。因此，《三千里江山》是共和国叙事的早期

尝试，在今天看来，其实践性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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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十七年散文三大家之一，杨朔在现代文学史上可谓

饱受争议，其诗化的散文洛阳纸贵、风行一时，众人竞相模仿

成为“时文”，进而形成毁誉参半的“杨朔模式”。在散文百花齐

放的今天重提杨朔，不仅是一定程度上推本溯源的历史尊重，

还是在时隔多年之后的冷静观察，更是探讨散文不可回避的

重要命题。

较之刘白羽的气势磅礴、激情豪放（以《日出》《长江三日》

等为代表），秦牧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并重（以《土地》《艺

海拾贝》等为代笔），杨朔散文曲径通幽、清丽可喜，呈现出诗

一般别具一格的美，这与作者的主观创作密切关联，在《〈东风

第一枝〉小跋》中杨朔就表示他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

诗一样写”。杨朔散文富有诗意，主要体现在善于使用诗歌的

创作手法，如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等，追求类似诗歌的氛围，

巧于造景，且善于炼字。这与杨朔本人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分

不开，事实上，杨朔本来就是诗人，他早期确实创作了一些颇

具水平的古体诗词。以诗意入散文，这是杨朔的成功之处，对

此，文学史也给予了中肯评价，认为“在我国当代散文发展中，

杨朔是有重大开拓与贡献的作家。他自觉地把诗与散文结合

起来，大大提高了散文的美学价值”。（《中国当代文学概观》）

如果以诗来对应，杨朔的散文不是杜甫诗的沉郁顿挫，也不是

李白诗的浪漫飘逸，更不是韩愈诗的诘屈聱牙，它更像质朴的

汉乐府，题材朴实，情节生动，用语平白如话又不带粗俗之气，

是一种温暖人心的亲和力，是民间长出来又经文人加工提炼

过的，如《木兰诗》《孔雀东南飞》。

从题材上看，杨朔散文眼界广阔又心思细腻，有反映社会

建设的《石油城》《京城漫记》《戈壁滩上的春天》，也有反映抗

美援朝的《鸭绿江南北》《平常的人》《万古青春》，有文艺性颇

浓的《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也有歌颂与世

界人民深厚友谊的《埃及灯》《印度情思》《生命泉》，从辛勤的

小蜜蜂、海边泛起的浪花到献身祖国的战士、硬朗清健的老人

等等，杨朔笔下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充盈着积极向上之气，

无论是表现民族苦难、战争残酷、还是悲壮牺牲的烈士，他都

能在娓娓道来中写得欲哭欲涕、撼人心魄，同时绝不会流于悲

痛泛滥让读者沉沦，而是看到其间蕴含的力量、希望，在或是

新旧对比或是指出光明未来中给人以奋发振作，在动辄伤春

悲秋、无端呻吟的今天来看，无疑是很难得的。无论题材巨细，

杨朔都善于从小处着手，把宏伟的事业高尚的情操落实到毫

不起眼的点滴之上，他并不正面描绘，而是“先言他物”“铺陈

其事”最后才“引起所咏之词”，托物寓情，卒章显志。譬如，言

人民之勤，便以蜜蜂比拟（《荔枝蜜》），颂祖国之美，便以茶花

为寄（《茶花赋》），一片红叶就可赞社会之新（《香山红叶》），一

朵浪花就可歌群众之伟（《雪浪花》），颇有英国诗人威廉·布莱

克（William Blake）“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之妙。法国艺术

家罗丹曾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

美，而是缺少发现。”（《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

版），本质上是诗人的杨朔正有这样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再加上单纯的个性、拥抱现实的热情，成就了他的作品。杨朔

总能以平常的极小的角度切入诸如社会建设、反映新时代的

大命题，以小见大，从而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杨朔本人也

曾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说自己的创作是“想从一些东鳞

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这也是刘勰在《文

心雕龙·比兴》中讲的“切类以指事”、“依微以拟议”。其起承转

合、曲径通幽的写作，也是“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艺

概·文概》）的实际诠释。

然而，这也正是杨朔被诟病的所在。否定者认为，杨朔散

文斧凿过重而显太“巧”，是有意拔高，更有甚者拿出鲁迅批评

姚明然的“教人吃西瓜”一事来类比，认为刻意把普通的事物

赋予深刻的意义，其写法也单调，其情感也虚伪。首先，必须承

认杨朔散文确实存在不足，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作品模式化

严重，是一种类似八股的文体。然而，回到历史语境中，杨朔散

文的开拓意义无疑是明显的，它指出了散文的另一种可能。法

国文艺理论家布封曾说：“风格即人”，杨朔作品的形成与其单

纯的个性、诗人的气质、拥抱现实的热情和积极投身无产阶级

的事业是分不开的，他曾说，“共产党员作家，应该首先是一个

阶级战士，然后才可能是一个好的作家”、“党常常教导我们：

‘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正是教给我们这个真理。政治本身

就是一个或几个阶级对别的一个或几个阶级的统治或斗争。

而文学正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杨朔《应该作一个阶级战

士》）他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他终身未娶，一生都奉献

在热诚拥抱的无产阶级事业上，他在创作中践行着自己的理

想信念，“心齐，又有耐性，咬呀咬的，咬个不停，这是浪花的性

格。但是，缺乏打江山的气概，就发现不了浪花的这种性格，也

就说不出这样有分量的诗的语言。”（林志浩《一篇饱含诗意的

散文——〈雪浪花〉》）这样的评论是很中肯的，头脑对物质的

反映绝不是镜像式的而是带着主观能动性，当然不能否认，文

学里确实存在而且大量存在着“为文造情”的现象，但结合杨

朔的生平和实践，他的散文总的来说还是“为情造文”的。至于

“杨朔模式”所带来的写作误区，那也只是模仿者泛泛的效颦

之作，如果由此而对杨朔散文不加保留地批评，无疑有失公

允。早在魏晋，曹丕就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

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

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如果没有

杨朔的热情与赤诚，便随便往细小的事物中升华意义，一定是

矫揉造作的。

杨朔散文总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在类似小说的叙事中作

者总能把各种材料信手拈来，并从旁引导，少见开门见山直抒

胸臆，而是让人物和事实说话，文章从而显得饱满又踏实，有着

质朴无华的美。如《〈铁流〉的故事》中的老三、《百花山》里的梁

振江、《香山红叶》里的老导向、《雪浪花》里的老泰山等等，杨朔

的散文有人物、有故事，这与杨朔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前期的小

说、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等叙事性较强的创作实践分不开，他

总能把各种材料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叙事上又能详略得当，详

处泼墨如水，略处惜墨如金，“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苏轼《文说》）。杨朔散文不仅是诗化的，也是小说化的。然而，

杨朔散文又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它重抒情造境，也不

是严格按照故事的发展逻辑展开，而是根据主题需要而取舍，

没有人物性格的全面刻画，只有一两个为主题服务的特征，换

句话说，杨朔散文虽然记事，但他看重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

是通过故事在讲一个道理、阐释某种精神。颇有佛家“如人以

手，指月示人”，主旨在月而不在手的道理。杨朔散文中的人物

形象又多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常见的，无论

他们的精神有多么伟大崇高，作者总能通过平凡的小事来描

绘，这也是杨朔散文具有亲和力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语言上看，杨朔散文喜用口语，但又不是生活的照搬，

是经过用心良苦的加工提炼，杨朔自己也说：“动笔写时，我也

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要像写诗那样，再

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东风第

一枝〉小跋》），其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可见一斑，所以杨朔散

文的语言在亲切动人的同时，总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冰心就曾

在《〈海市〉打动了我的心》中说《海市》“引起我的数不尽的回

忆”,“甚至有些字，像‘海沿’、‘地场’，若是用山东的口音念出

来，都是熟习得使人心软心热的字眼！”杨朔不仅喜用口语，把

各种俚语、俗语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其灵活变动的人

称也是一道亮丽可亲的风景。在他笔下，各种人称交替使用，

往往是第一人称直抒胸臆，第二人称满腹深情，第三人称娓娓

道来，夹之种种爱称昵称，或对话或叙事，都给人以亲切之感。

如《迎志愿军归国》中的一段：

可是你们又见到你们白天黑夜，吃饭睡觉，念念不忘的祖

国了。几年来，你们在朝鲜战场上顶风冒雪，雨淋日晒，流过

血，更流过汗，有的同志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交出去了，为

的是什么？就是为的祖国啊！不久前在朝鲜东海岸上，我认识

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小通讯员，腰里总是揣着几张彩色的北京

风景片。他是海边上人，特别爱朝鲜的海。他最爱跟人谈的话

题就是祖国。翻来覆去谈一千遍，也不嫌絮烦。我问他：“你说

祖国什么东西最可爱？”他说：“什么都可爱。”一边拼命用鼻子

闻着一阵带点咸腥味的海风说：“你闻闻，多好闻啊！怎么就像

祖国的气味一样？”

好孩子，于今你不用光闻气味，你的脚又踏到祖国的土地

上了……

在短短的文字中，杨朔巧妙地完成了从第二人称到第一

人称再到第三人称最后再到第二人称的转变，在不知不觉中

不断更换，没有生涩坚硬，反而亲切自如。此种例子在杨朔的

散文中俯拾即是。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有句“看似寻常

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照此来看杨朔的语言也是极为中

肯的，其平白如话、人称灵活，并不是生活的照搬，而是经过高

度地艺术提炼，其类似诗歌里的“炼字”就是佐证（如《雪浪花》

里的“咬”字）。然而，这也是评论家所乐道之处，认为杨朔散

文言过其实，带着斧凿痕迹。比如，认为《雪浪花》中老泰山的

话“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

被，也剪得动”。不像是劳动人民说的话，倒像是杨朔刻意追

求的结果。纵观林林总总的评价，背后其实是批评者的文艺

观念不同，即艺术与生活的距离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论述文

章之道时说：“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

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

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

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

是很中肯的指示了。”（鲁迅《做文章》）文学艺术绝不是生活的

原样照搬，而是有创作者的加工提炼，杨朔深谙其道，他本人

长期采访报道于一线，与人民群众结交深厚，不可能不知会他

们的言语方式，在表达上之所以与劳动人民有所差距，正是作

者加工提炼的结果，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散

文贵在真实，这已是评论界之定论，然而必须指出，散文的“真

实”并不就是事实的真实，而是情感的真实，而断定情感是否

真实则主要看能否打动人心，杨朔散文曾广受欢迎，多篇被选

入中学语文课本，时人竞相模仿，自有特定时代背景，其作品

能引起广泛共鸣，还是由于其真情实感，否则又怎会一度被众

人热捧而流行于大江南北？虽然，杨朔散文确实也存在着雕

琢略过而稍显做作的问题，语言上的提炼修饰并不是主要原

因，其情节布局之“太巧”才是“症结”所在。对于这一点，应该

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语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简单笼统地

一以概之不但对作者不公平，也易于掩盖其真正的价值，对创

作和批评而言都是极为不利的。洪子诚就在《中国当代文学

史》中指出：“在杨朔的年月，寻常事物，日常生活在写作中已

不具独立价值，只有寄寓、或从中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

的价值。这种‘象征化’，其实是个体生活、情感‘空洞化’的艺

术表征。”

滚滚逝水，历史的大浪淘沙，杨朔散文的功过是非似已成

定论。杨朔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他喜欢散文其重要的原因就

是“散文常常能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

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所以一篇

出色的散文，常常会涂着时代的色彩，富有战斗性。”（杨朔

《〈海市〈小序》）杨朔的散文热情而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特色，

虽然不如客观的历史全面，如缺少对三年自然灾害的反映等，

但这种不全面一定程度上正是时代使然。他在那个特定的语

境里被认可，当历史轰轰烈烈的车轮碾过，后人的评说已无法

还原真实具体的场域，曾经广受欢迎转而备受诟病。然而历史

是不容忘记的，杨朔的散文虽是“时文”，但有着超越时代局限

的价值，那即是在题材处理、语言运用和情节安排上透出的深

入人心的亲和之力、向上之气，与主流的评论相反，笔者认为

杨朔的散文恰恰是朴实而真切、热情而赤诚，在今天读来，仍

然具有感动人心的单纯。而主流话语对杨朔的苛责更多的是

出自于80年代以来对政治化时代的污名冲动，而今天，时间的

延宕和物欲化则反向催生了对于纯真、热情的缅怀，杨朔散文

无疑具有深刻意义。至于“杨朔模式”所带来的写作误区，不过

是效颦者泛用，没有杨朔那般诗人的气质、战斗的激情和拥抱

现实的信心而模仿杨朔之文，顶多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

重提杨朔散文，带着对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无比深切的怀念与

无比诚挚的尊敬。

杨朔散文重提杨朔散文重提
□□李李 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