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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曾在 《双城记》 的开篇中提
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
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
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
冬；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
向天堂，我们也正直下地狱。”毫不讳言，引用这段开篇语最
根本的意图在于，我需要超越自身的困境去直面我们当下的
写作环境，思考该以怎样的面貌更真诚地介入到如此纷繁而
复杂的现实生活。

大致算来，我的写作已将近5年。作为具有回族身份的写
作者，在此期间，我无可避免地历经了民族意识觉醒前、后
两个不同阶段，当然这里所谓的“觉醒”是体现在写作意义
之上的。也就是说，当我在写作中萌发了对民族身份的思考
时，我的写作在真正意义上才开始生效。然而，随着文化寻
根的渐渐深入，我深深体会到生活境遇所带来的负重感，越
发坚定地令我站在不断否定自己的写作实践之中。

诚然，我并没有较为规律的写作习惯，而且还时不时地
因为遭遇瓶颈而陷入焦虑期，所以大多时候我会把更多注意
力集中在广泛阅读哲学、宗教、社会、民族等各类人文学科
著作上。无论是在写作过程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
学术涉猎在很大程度上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单单
会影响到我在写作时所做出的一系列价值取舍，同时也能够

提供某种足以使我摆脱困境、探寻出路的思想资源。
如果说，写作势必要有所承载的话，那么我更愿承载

“真诚”之道，而不会仅仅局限于书写因个人身份而衍生出来
的附属品。需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在回避或排斥颇为有限
的身份表达，即便这样的表达会带给我迥异于他人的写作特
质，而是争取在类似的表达中寻求一种本质上的共通属性，
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至关重要，或许只有在真挚与坦诚
之中，我们彼此建立起来的沟通机制才会更好地运作下去。

不过，我们每个人都会拘囿于这样或那样的困境，问题
就在于：面对存在着种种障碍的“他者”境遇，我们是否有
足够的勇气把它们一一呈现在彼此面前？对于写作者来说，
我们必须是真诚的。真诚意味着拒绝伪饰的良心写作，也意
味着要承担起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不可否认，如此真
诚的使命注定是孤独的，它剥离了这个时代的利欲熏心，将
追求智慧、重塑信仰、渴望光明一并置于希望之春，继而引
领我们共同奔赴在那最好的前途中。是的，我们目前的面貌
焕然一新，正一步步走向天堂。

真诚与写作真诚与写作
□□刘阳鹤刘阳鹤（（回族回族））

一棵草的自然生长一棵草的自然生长
□□阿阿 慧慧（（回族回族））

·创作谈·

以5年作为一个观察的周期，或许
更加便于拉开镜头呈现一个民族的集
体文学样貌，辨认它在演进之中的脉络
流变。2010年以来，回族文学的发展与
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其骨骼深处体现出
的生命关怀特质、对民族题材的多维探
索和对美学版图的诗性开掘，都彰显出
文学发育旺盛阶段的“拔节”之势。

创作与出版领域气象一新

出版阵地的繁茂促成具有历史意
义的几桩新举。《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历
时4年终告付梓，全书约320万字，分民
间文学、古代、近现代、当代四卷，系首
部以回族人的视角，涵盖了回族文学从
古至今、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完整体
系的通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第一辑便收
录了马知遥、马瑞芳、查舜、王树理、王
延辉、毛眉、讴阳北方等人的 14 部作
品，第二辑更达25部之多，并有10部已
被译为阿拉伯文向海外推介，较为全面
地彰显了当下回族文学的阵容。由中国
作协组织编选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作品选集·回族卷》，是近 30 年来
首度编出的全景意义上的回族文学选
本。《朔方》杂志创办了专门发表回族文
学作品的《新月》刊中刊。上述媒介活动
对回族文学而言，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以
来，也都堪属值得称道的事体。此外，首
届“《回族文学》奖”、“新月文学奖”、“魅
力临夏”全国散文诗歌大赛和第七、八、
九届全国回族作家学者笔会的举办，以
及“端庄文艺”微信平台等新媒体的出
现，皆扩展了文学的言说空间。

文学的实绩最终还应归于创作。以
评奖作为考察维度并非必须，却不失直
观：李进祥、叶多多获第十届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郑春华、白冰
获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马金莲
长篇小说《马兰花开》获第十三届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篇
小说《长河》入选中国小说学会 2013
年度小说排行榜；阿慧的《羊来羊去》、
石彦伟的《奶白的羊汤》分获第四、六
届“冰心散文奖”；敏洮舟的《怒江东流

去》获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等。
名家依然新作迭出。比如张承志的

散文创作，不断为回族文学供给着丰富
的理想范本。5 年间，张承志十卷本作
品全集、《心灵史》改定版、散文集《你的
微笑》《涂画的旅程》以及《方丈眺危楼》
等散作出版、发表，并获首届“朱自清散
文奖”、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等，体
现了其旺盛的创作生命力。

植根于骨骼深处的生命关怀

在这5年中，那些博得关注的佳作
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质。其中，来自回
族文化肌体内深藏的生命关怀意识不
容忽视。首先说说马金莲的《长河》，作
品用发生在西海固春夏秋冬的四个日
常案例，把死亡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置放
到了一个极致的境遇。与西方文学相
比，中国文学中的“死亡叙事”并不是太
多，但以宗教信仰为精神建构的一部分
少数民族文化谱系却恰恰对生死认知
提供了新鲜的角度。比如，在回族人眼
中，存在“现世”与“后世”两个世界，幸
福的至高境界乃是“两世吉庆”，人之逝
世是为归向真主，灵魂仍将延续并接受
冥冥之中的拷问。对于回族作家而言，
这一观念并非为赋异文而苦心营造，却
一向是深潜骨髓、自然流出的血液，因
此《长河》中的素福叶、母亲、穆萨爷爷
等逝者的“洁净”和“崇高”，才会毫无刻
意，浑然天成。这种生命关怀意识的独
异性，乃是身负信仰传统的少数民族贡
献给中国文学极为宝贵的文化养分，甚
至也可视为中国文学通往世界不可缺
失的精神势能。

这也使我想起《清水里的刀子》在
上世纪末就曾因生命观的迥异引发不
少讨论。十余年后，石舒清对死亡的关
怀多了几分静穆与沉入，他的小说似乎

早从讲故事的习惯中超拔，如世外修士
般重视体验，以散文化笔法如实还原日
常中的波澜不惊，安逸从容之下埋伏着
惊天撼地的精神力量。《韭菜坪》即是此
类实践中的上品，它讲述在伊斯兰教苏
菲主义派别的拱北，“我”所经历的丁义
德老人家归真前后的境况，其文化含量
之绵密全然掩饰在不动声色之间，有一
种宁静致远的气质。或许，在一个更加
沉静的时刻，这样的作品才会被真正理
解、充分重视。

同为小说写作者，青海的冶生福也
是近5年成长较快的一位。其作品集中
于回族乡村叙事，似尚乏惹眼之作，偏
是一篇描写回族老汉为自己预留坟地
的《胡墼》，乃因对终极关怀的探微而别
具深意。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回族文
学的优长之处并不在戏剧性的张扬，而
多在对人物心理的细微呈现。

回族作家的散文同样注重阐明独
异的生命价值观。比如，在敏洮舟散文

《怒江东流去》中，读者普遍受到感动的
是明知爱子赛里已葬身怒江，但其白帽
老父却十几天不说一句话；得知确证的
身亡噩耗后，老父也并没有仰天号啕，
只是“发出低低的饮泣声”。他在半夜走
向江边，却未如作者所料要寻短见，而
是“坐在怒江边的一块石头上”，背影

“渐渐地有了石头的颜色”。面对死亡的
困境、人力的卑微，回族文化观中的“前
定”思想抚慰着脆弱的人心，将苦难渡
向开阔之境。敏洮舟的另外几篇跑车题
材散文《喜马拉雅的面容》《急救室》等
之所以受到好评，正是由于这位有着扎
实底层生存经验和浓重信仰底色的写
作者，在生与死这样大开大合的终极追
问面前，总如一潭静水，沉着有力，使几
千字的散文也有了重磅锤击心灵的罕
见力度。

很多回族作家习惯于投身散文创

作，因其无从遮掩的心迹，因其灵魂表
达的诚挚。女作家阿慧的散文便是如
此，其作品《风动野苇洼》中保护死婴不
让野狗吞噬的女孩，《月光淋湿回家的
路》中不惜生命拦截马车救人的巴乌德
的父亲，《大沙河》中平静看待归真、绝
不为难肇事者的海姥爷，都因生死一刻
的达观和勇决，散发出人性的光泽。阿
慧与敏洮舟都是近 5 年获得关注的作
家，这得益于他们对回族精神的深度理
解和坚守立场。

地域差异中凸显题材多样之变

新世纪以来，以宁夏几位优秀小说
家为代表，将回族的乡土叙事推向一个
高潮。但在整体上，回族文学还存在着
题材同质化、城市书写稀缺、东部散居
经验匮乏等方面的困顿。经过不同地区
回族作家5年来的努力，我感到这一瓶
颈正在逐步开解。

首先，西北聚居区的回族文学在题
材上愈加向多元化样态迈进。就长篇小
说而言，有几部作品在大起大落的历史
风尘中打捞民族的负重记忆，如王正有
的《驼路》、马绍埔的《回望关川》、纳志
祥的《纳家户旧事》《回回娃》；有的则聚
焦当代，回归日常，甚至不惜繁笔，只为
把回族家庭的细琐常态作一诚实记录，
如石舒清的《底片》、马金莲的《马兰花
开》，并非动辄百年几代，深读却不乏抱
负。就中短篇小说而论，仅观马金莲诸
多描写西海固回民女性的篇目，便可发
现题材的多维趋向，有关涉婚前风俗的

《离娘水》《项链》，有表现孕妇在重男轻
女观念下挣扎与超越的《鲜花与蛇》，有
记录留守儿童、多子之家的母亲之忧伤
的《大拇指与小拇尕》《赛麦的院子》。有
意味的是，以写“碎媳妇”闯入文坛并为
人熟知的马金莲，写得最好的恰恰又未

必是女性，比如《蝴蝶瓦片》和《老人与
窑》这两篇，前者写疾患弱势群体的理
想寓言，后者则写一个回民老人的时代
遭际。或许其社会反响不及《长河》，但
从品相和深度来看，我以为都可列入马
金莲近年贡献的最优样本。

然而，回族聚居生活的惯见特点毕
竟是有限的，挣脱题材的“同质化”仍是
艰巨课题。有一些作品的质量是比较优
异的，比如马悦的小说《飞翔的鸟》、敏
奇才的小说《牛殇》、马凤鸣的散文《二
毛皮》等，都写到了回族人所熟悉的宰
牲；马强的小说集《雪落无声》、杨军礼
的小说《古寺余晖》、马碧静的小说《马
媛奶奶的口唤》、冶生福的散文《青茶记
忆》《花园在母亲脚下》、泾河的散文《清
水微香》等，亦都对族外读者读解回族
文化颇具向导之益。只是，就对文化创
造力的苛求而言，我更希望看到回族作
家对本民族生活更具新锐别致的发现。

亦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愈发对散居
区的回族作家多着几重期冀。他们所写
的回族生活往往并不是言必谈牛羊、白
帽、教门功课，却一样得法入味，舒展着
回族的风神。譬如李佩伦剧本《京剧大
师马连良》、黄旭东报告文学《劳丁大
传》中艺术名家的翩翩气派，阮殿文长
篇小说《湾湾田之恋》《爱上泰戈尔的孩
子》中清澈美好的少年之恋，马忠静短
篇小说《马琳，马琳》、马笑泉短篇小说

《清真明月》中志趣盎然的城市生活，叶
多多散文《私人的阅读》《银饰的马鞍》
中对失落家族记忆的痛苦追寻，胡亚才
散文《走年坟》《古兰书屋》中绵厚包容
的中原精神，冶进海散文《成都拉面
馆》、方芒散文《私人的江南地图》中行
走外乡邂逅的民族秘密……对回族题
材的“异构”言说，富于拓拔意味。

就民族生活而论，聚居与散居之外
是否还有更加辽阔的视野？李进祥的

《四个穆萨》对回族文学的启发之深，可
谓卓著。作品罕见地探讨了世界不同国
家的民众在面临生存危机的差异时所
体现出来的精神的同一性，目光冷峻地
直指人类灵魂深层的锐利地带。我认为
该作标志着李进祥的创作和思考进入
新的境界，也为回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
精神探微的多样化提供了新的可能。
同样基于对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尊重，
我对苏海龙的新疆题材散文《雅尔木
图》，以及马永俊的中亚题材散文《哈
尔湖一位东干老人》等作品也是深怀
兴致。

当然，对回族题材的着重关注并不
代表那些公共生活领域的题材不够重
要。5 年来，此类作品亦为回族文学创
收争誉。比如查舜的《局》、王树理的《卿
云歌》、黄旭东的《公选》、杨英国的《停
职》、于怀岸的《青年结》、何晓的《迷
途》、王正恩的《刘家坝三部曲》、师歌的

《心祭白桦林》、马自忠的《逃离》、冶进
海的《状元之校》等长篇小说。

回族美学精神版图的诗性开掘

在诗歌方面，回族诗人也在不断地
进行美学上的探索。孙谦的《新柔巴依
集》《苏菲绝唱》等，将极富难度的诗学
原创力与伊斯兰文化相嫁接，观照一个
民族需要救治的灵魂，呼吁自省意识与
现代精神。此外，泾河的《圣咏之书》、宋
雨的《回忆一面镜子》、沈沉的《马鹿沟
纪事》、赛利麦·燕子的《比纸白的水》
等，亦有此倾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 5 年来，
一批“90 后”回族诗人集中跃入诗
坛，相继被一些诗歌刊物和诗歌奖项
所关注，如刘阳鹤、马小贵、马骥
文、黑夜、海翔、林侧、洪天翔等。
他们与年长于自己半个多世纪的老诗
人木斧、马瑞麟、高深，中生代诗人
单永珍、马占祥、敏彦文、李继宗、
沙戈、从容，以及青年诗人阿麦、查
文瑾、马关勋、马桓等一道，以各美
其美的声色与气象，支撑起回族诗歌
的美学天空，其炽热才情必将在未来
焕发异彩。

骨骼深处的拔节之声骨骼深处的拔节之声
————近五年近五年（（20102010——20142014））回族文学述评回族文学述评 □□石彦伟石彦伟（（回族回族））

民族民族··身份身份··创作创作（（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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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来了福来了，哪怕家里揭不开锅，哪
怕来人是找茬儿吵架的，主人都得让到炕上，
擦桌子，倒腾炕头火盆，一阵烟熏火冒，滚热的
茯茶、金黄的锅盔端上桌来，这是青海回族村
庄的老规矩。

别有意味的是，青海人把茯茶叫熬茶，细
细一想，创作与熬茶同理。

关键是选茶叶，茶叶就是题材，就是内容。
我的视角离不开回族，离不开回族的洁净观、
生死观。观念本为无形物，化无形为有形成为
我创作的攻坚点。小说《胡墼》中的老人为自己
准备葬礼上的胡墼，借从选料到加工的细节体
现了回族的真实状态。小说《牛奶不是水》的故
事确有其事，老汉因牛饲料有假，奶质不好，拼
命找人解释奶中没掺水，甚至拉着人亲眼目睹
挤奶过程，偏执之中别有意味。

为了调味，茶里还得加些盐、草果、花椒、
薄荷之类的东西，这是老人的熬茶之道。

一种茶叶，一种味道，未免单调，难免叙事
同质化、单一化，自我复制、固步自封、狭隘、局
限、自恋、自大就会紧随其后。我是在河湟谷地
长大，河湟谷地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撕扯纠
结之地，是农业区与牧业区纵横交错之地，也是多民族
文化碰撞交融之地。善长歌舞的藏族，好客的回族，英
俊的撒拉族，忠厚的土族，都有各自灿烂的文化。我努
力避免视角的单一化，尝试着在创作这壶茶中加进藏
族的酥油、撒拉族的花椒、土族的青稞。小说《马尔撒和
扎西才让》里两个民族的小孩在交往中碰撞出人性之

光，《婚礼》中的姑娘有卓玛与索非亚两个
名字，两种文明。各美其美是创作的根，美
美与共则是创作的花，这对拒绝同质化也
是一种尝试。

泡茶之水变化无形，茶对水各有选择，
创作之水非语言莫属，我在写作语言上力求
体现地域性，本地方言及波斯语、阿拉伯语
成为重要的资源，只要把握好、平衡好它们
与标准语的比例就有利于熬好自己的茶。

火候的把握也是我创作中的着力点，
猛火恶言会伤人，小说《留守的日子》从儿
童视角写出留守的惨烈，以致有人不断问
我，这是真事吗？我反复解释，小说不可当
真。但恶并非人生常态，所以就有了在惨烈
中闪着人性温暖之光的《仙人掌的刺》《面
的故事》，人生困境中不失希望的《天堂一
样的生活》。创作就是要给人熬一壶好茶，
而不是长白毛有霉味的茶。在老家，熬茶一
过半天就不能端上客人的桌，更别说发霉
的茶了。

创作最后就是熬，温火慢炖，慢工细
活。熬语言，熬主题，熬叙述方式，熬心境，

这真正到了自己与自己较量、煎熬的阶段。熬神，熬
心，熬夜。靠痛苦虔敬的自我修行，以人生百味为茶，
以天地正义为壶，以喜怒哀乐为火，慢慢炖，慢慢
熬，香味自出。

还是村里老人说得对，茶是熬出来的，人是苦出来的。
创作这壶茶，更需要熬。

在豫东平原偏僻乡村出生的我，身
上有股与生俱来的泥土味。从幼年到
青年到中年，从农村到县城到市区，这
味道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我像
乡村田埂上的一棵小草，顶着露珠，带
着土腥，在飘荡着庄稼和庄稼汉的味道
里，自然生长。

带着生长的油绿，带着回族的基因
密码，在我文字的田野里，自然生长。
于是，我的文字里就自然派生出我的小
李庄、我的族人、我的皂角树、我的精神
故地、我的血脉信仰。我的笔下就出世
了《俺家老奶》《皂角树下的女人》《羊来
羊去》等篇章。

在太阳与月亮的交替，在故乡与城
市的距离，在“顿亚”和“后世”的间隙，
我不尽地书写，书写那些与当下道德崩
塌相悖的正直和善良、柔顺和悲悯。犹
如我精神的小草，伸展密匝、柔韧的根
须，探寻到土地深层的温暖，还有血管
般汩汩涌动的水流。这一切都是前定。

大妹读过我的几篇文章后，颤抖着
声音对母亲说：咱要支持好俺大姐，让
她多写咱家、咱教门里的好干办（好
事）。我行走在触摸民族根脉的小路
上，背负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我曾见到回族迁坟，一个亡人的
骨殖中缺少右腿骨。他没有后人，年
轻时把右腿丢在了血肉横飞的抗日战
场。他归乡后，一条腿支撑苦难的日
子，他没有向公家伸手邀功，他觉得
打日本救国家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
良心。像诸多民族子孙一样，他怀揣
高贵、圣洁的灵魂，秉承了中华民族
坚韧、顽强的传统。作家不能忘记他
们，警醒和照亮当下混沌无知的灵
魂，这是一个民族写作者的担当和责
任。于是我用真诚的心，在 《大沙
河》《月光淋湿回家的路》《天边一片
白》 那些浸透着民族精神的篇章里记
录下我的亲人感人的事件，力图让民
族的苦难与沧桑、奋进的精神、美德

和大义在文学血脉中奔流。
就着四季遥遥的星辰，怀着虔诚

的心态，我写下《俺和平》《棉花朵朵
白》《泥屋后边有口井》等回族题材的
小说和散文。我用强烈的对比手法，
描写英俊的小叔叔和丑陋的婶婶生死
相依的爱情，从人性出发去阐释回汉
民族的大爱；我只身深入新疆棉区，
与河南拾棉女工一起生活 20多天，写
出拾棉女工的艰辛和对国家的贡献。
我用真挚的情感、清灵纯净的文字，
探索着自己的创作风格，发现和展现
自然和平的生命，人心、人性的崇高。

文学的生命来源于它的土壤，在阳
光雨露的抚慰下展示出它的张力。那
片文学土地对我而言是无比的神圣和
凝重，一棵草的生长，最能感知哺育它
的温厚和淳朴。小草没有树的高度，离
天空很远，离白云很远，但它离人心很
近，离蝴蝶很近。她能感知捉蝴蝶的孩
子手指的柔软。

对于我来说，谈创作首先不得不谈到我的
生活，因为我从一开始走上业余写作这条路，
完全是生活经历导致的，经历多了，体验和感
受也就多了，积累到一定程度，心里就膨胀得
厉害，就想表达出来。可是，表达需要时间和一
颗安静的心，甚至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
但是，近5年来，我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随时
都在改变，先是缘于工作环境的单调与乏味而
选择自主创业，创办中学生心灵励志月刊《方
向》，几年来全国各地到处跑，占用了几乎全部
的时间和精力。后是感情生活上的波折、寻找
与重组，居住地也不断地在北京、昆明以及故
乡昭通之间变换着，这又分割去相当一部分时
间和心力。

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不可能让一颗原本就
很疲惫的心获得表达的时间和精力。

这几年中虽然出版了散文集《像大地一
样》、长篇小说《湾湾田之恋》和《爱上泰戈尔的
孩子》等作品，但其中大部分是在 2010年之前
完成的。那之前，工作和生活环境相对稳定，有
一定的时间坐下来静心创作，精力上也很充沛，作品就出
得多。

有时候也会拿之前的创作状态和现在的创作状态相
比较，每次比较心里都不是滋味，尤其是表达欲望比较强
烈却又没能静下来的时候。毕竟在这段身心疲惫的时间
里，创业的艰辛和生存的压力给人带来的体验和感受强烈
过生活安稳时上千倍甚至万倍，表达的欲望也就表现得更

加强烈。也有断断续续的零星记录，但终归没有
完整的表达来得痛快、淋漓。

当然，即便这样，渴求表达的心并没有因此
沮丧、衰竭，绝望更是不会有的。我始终相信，对
于一个虔诚的写作者来说，只要他的心随时随
地清醒地活在每一分每一秒里，每一段经历都
不是没有用的。一旦他静坐下来开始对过往的
经历和感受进行审视、清理、拾掇，一定能从里
面发现时光和生命的黄金。

所以，虽然颠沛流离的生活还在进行，创
业的艰辛之路还在延伸，但我依然在奔波和繁
忙中静静地等待。只要有生活和能继续往前行
走的路，我相信创作就已经在进行中，只是这
时候我是用心和双脚创作而已。这本身就是一
部很了不起的作品，只是没能被人看见，没能
被人读懂。有时候，一部作品，不管它是有形
的还是无形的，只要自己的心看见并读懂它，
就足够了。它不能与人分享，是一种极为自私
的做法。

可你也不能用一颗疲惫的心去把这份经历
和感受随便搅和成一锅无味的粥端到读者面前呀！那是对
造物主恩赐自己的这份经历表示不敬！我等待什么？等待
合适的时间和环境，以及那颗获得恩准的安静时刻。想表
达的心，终将获得表达之路。这一段艰辛的历程也会获得
最恰当的表现形式。

要知道，现世的劳作、心灵的追寻，和创作出好作品一
样，同是我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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