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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民风淳朴，以至于河南许多被外界尊称为大作家的
人，给人的直观印象都是本分忠厚而又率性执著，他们源源不
断地向世界输出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只是河南人的忠厚常
常掩盖了他们的机智，或许这也是他们机智的一个体现。我们
面对河南作家时必须聚精会神，因为他们往往比我们想象的
更有深意，尤其不应忽略他们隐藏在质朴背后的机智。

“乱笑”是李凖小说的标志

李凖在旅大业余作者座谈会上讲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透
露，《耕云记》源自1959年与一位记者一同下公社的际遇：“我
感到我们在作品里反映的农村青年，多是爱说爱笑、天真活泼
的，而富有毅力，有坚定的信心，有心计的、沉静的青年在作品
里却很少见，我就想写这样一种人。”作品主人公萧淑英在工
作时间一丝不苟，私下仍是一个热情的农家女孩。有趣的是作
者没有让这个光彩熠熠的主角所向披靡，而是受到了来自其
他人的“挑战”。富裕中农不像多数作品中描写的那样缩手缩
脚，而是相当大胆地质疑萧淑英的预报不准确，而作为农民知
识分子的萧淑英既不恼怒也不反驳，只是微笑着温和地回复。
甚至连她的哥哥、劳动能手萧铜锤也屡次嘲弄妹妹，同时还嘲
讽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在丈夫和气象台截然相反的推断间
产生了犹豫。萧铜锤底气十足地坚持让她穿新鞋，其实在这里
笑已悄然生成了，因为萧淑英是毫无疑问的主要人物，主要人
物作为被歌颂的典型当然不会出错，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叙述
模式及其阅读期待制造了萧铜锤的滑稽化。一如预期，大雨滂
沱淋湿了新鞋，作者安排了一场笑剧，萧铜锤对心疼新鞋的妻
子不屑地说：“社里六千亩红薯苗全活了，比你那一双新鞋金
贵得多。”这一细节重叠了三层笑的关系：首先是萧铜锤对妻
子举止滑稽化的揭露；其次由于萧铜锤是妻子滑稽化的直接
诱因，所以笑人者同时也是被笑者，他的滑稽化几乎与妻子的

滑稽化一同完成；最后是读者对萧铜锤否定的笑和对萧淑英
支持的笑，这是作者根本的写作目的。萧淑英的正面形象就这
样在多重的“乱笑”中得以确立。

这种“乱笑”是李凖短篇小说的一种标志性建构。《“三眼
铳”掉口记》围绕直爽敢言的老军属裴西河的“三眼铳”这个绰
号展开故事。绰号本身就是生成笑意的便利工具，李凖在这篇
小说中将这一道具发挥到了极致。作品先写裴西河如何因为
绰号受到大家调笑，后来因为儿子合森参加八路军使得裴西
河实现了“去滑稽化”而获得尊敬。合作化运动开始后，裴西河
因为关心合作社发展，“三眼铳”被重新激活，但此时仍是正面
人物。他因为受到专署刘专员赞许而洋洋自得，被作者毫不犹
豫地“再滑稽化”。按照霍布斯的见解，“笑就是突然的荣耀，它
是在与别人的弱点或自己的过去比较时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优
越感而产生”。因而笑具有居高临下的主动权，但裴西河的优
越感被激发出来的时候，恰恰是在滑稽化进行过程中，主动的
笑和被动的愚弄同时发生，但当绰号被大家提起的时候，反而
是其“去滑稽化”的阶段，本应产生嘲笑的地方却产生了包含
敬意的微笑。

“乱笑”不单来自周遭，也来自主人公的自我解构。裴西河
在认清了富裕中农裴四倍操纵自己的险恶用心后，重建自己
的历史主体身份，与众人一起指责反对合作化的思潮，在结尾
憨厚而得意地自黑了一把：“今个上午，我就把我这炮口掉过
来了！”自呼绰号的同时，轻巧地清算了自己的过失，滑稽色彩
虽然淡了很多但并未绝弃。热衷自黑的还有《王结实》里的王
结实。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被任命为校长，肩负改造知识
分子重任，但专长无处施展而校务又无力插手，只能做一些看
起来与校长之职不太相称的事。后来，终于明确了自己的岗位
意识——为学校扎笤帚，不想却又牵连教师们遭受上级反抗
改造、错误对待劳动者的痛斥。为了替知识分子开脱，朴实的
王结实自黑道：“咱们不能说这管撂不管接的话，他们汇报我
得能听得懂……”本来应该有利于典型人物和正面形象树立
的场域，却变成了所有人都来拆解这一形象的游乐场，无论是
富裕中农、劳动能手、上级领导、亲戚家人甚至自己，潜藏作品
深处的是大胆而深刻的机智。

“乱笑”的内涵

“乱笑”是真的无规律无章法随机轻佻的笑吗？李凖笔下
常被嘲弄的一类人是富裕中农，比如《“三眼铳”掉口记》里的
裴四倍“两个眼珠子里只有两个大铜元，别的什么也看不见”、

“一个棒槌打他手里过一次，也要刮下四两末”；以及《耕云记》
里的范富兴“外号叫个‘能豆儿’，可爱说风凉话了，对于俺农
村这些新技术，他也要编一联讽刺讽刺。双铧犁他叫‘双垮
犁’，玉米人工授粉他叫‘玉米结亲’”；《李双双小传》里的孙有
受愚弄较少，但其子金樵未能“幸免”，因为办食堂时他家私藏
的水车在李双双面前露出了破绽，后者误以为藏宝洞是危害
食堂粮食安全的老鼠洞，带人掏洞时金樵有意怠工，被李双双
奚落。在社会阶层的分布中，高于富裕中农的地主、富农均未
出现，富裕中农勉力承担全部进攻任务。麦独孤代表了很大部
分人的意见：“引起笑的情景本质上是不快的，如果我们不笑
它们，它们就会使我们不高兴。”因此社会学意义上的笑肩负

着惩罚的作用。富裕中农属于落后分子，面对革命的立场不够
坚定，在革命的语境下对其进行惩罚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
伏尔泰认为，“变得可笑之物，就不会是危险的。”罪大恶极的
恶霸地主不能施以“笑”的惩罚，因为这种惩罚显得太轻飘。富
裕中农既有过失，又不是大不可赦的过失，作为被笑的对象是
再合适不过了。在作家看来，富裕中农的问题是可以通过笑的
机制解决的。即使在“大跃进”时期创作的《李双双小传》中，孙
有已经很有时代感地丧失了被笑的资格——在近两年前问世
的《“三眼铳”掉口记》中裴四倍尚能在“不笑”和“笑”之间往复
滑动——意味着作家希望大家用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角色的
历史定位以及相关的现实政策，但孙有的儿子金樵毫无障碍
地继承了滑稽造型，拥有被笑的资格从而避免了被斥为异端。

虽然暴露在“乱笑”密集的火力网下，各种人物并无惨重
伤亡。裴西河好管闲事虽然多次遭受调笑，也因此犯过错误，
但在一个公共性渗入私人空间的时代里，这种行为无疑是一
种政治正确的举动，因此得到公社领导林章的“笑着鼓励”。萧
铜锤不相信妹妹萧淑英的天气预报，致使自己和妻子双双成
为滑稽形象，但事实让他心悦诚服，郑重地代表青年生产队向
妹妹提出表扬，滑稽化的经验并没降低这些人物的主体意识，
并不构成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负资产，人物在情节线索的发
展中仍然灵活自如。最明显地体现在王结实身上，无论在作者
还是故事中的妻子及领导眼里，这个小丑式的滑稽角色一次
次地闹出笑话，无论是面对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大老
粗”永远是他身上永恒的标签。但王结实无疑不是一个痞子形
象，对许多问题有他自己的判断甚至坚定的立场，同嘲弄他的
力量形成对峙。这种主体意识来自于他自身的技能：烙饼、扎
笤帚、榨油、货品保管和分发——也就是劳动本身以及劳动附
带的品行如对正义的追求和对知识的崇敬等让他坚定守护着
自我。李凖对这些人物进行笑的消解，并非无底线的消解，而
是固本培元后的有限度消耗，劳动者根本的劳动精神始终没
有涣散。也正因此，作家才放心大胆地让人物亲临“乱笑”火
线，在笑中锻砺出人物的品质。此外，作者还赋予这些正面人
物一项特殊的能力：笑的反击。富裕中农虽然也有“被笑”与

“不笑”之间有限度的应变能力，但当他们被笑时，无从知晓如
何同样以笑作为防御武器，相反劳动人民不但能够自主回击，
还能借助情节模式的力量对“落后分子”实施“再滑稽化”的攻
击，这也是“乱笑”能够构建的另一个原因。

“乱笑”的艺术功能

“乱笑”虽乱却并不扰乱既有人物关系。富裕中农仍然要
服从科学，落后分子仍然要支持办食堂，敛聚私财者仍然要参
与合作化，劳动者仍然是其他人学习的榜样，“乱局”之下，自
有秩序。李凖还是一个喜欢写家庭生活的作家，这种夫妻生活
一言以蔽之，曰“秀恩爱”。这种“秀恩爱”最明显的要数作家代
表作《李双双小传》。孙喜旺挑水回来夸张地渲染自己的辛苦，
向李双双求安慰，李双双毫不领情反唇相讥：“看你那个脸，涂
得像个张飞，就这你还吹你是大馆子里出来哩，头一条讲卫生
你就不讲究，现在是‘除四害’，要是兴‘除五害’呀，连你也除
了。”孙喜旺急忙炫耀解放前工作过的“山北白木店”的玉盘珍
馐，可再次被妻子奚落：“那是旧社会。那时候你在那里是挨打

受气。你做的东西再好吃，是给那些地主恶霸坏蛋们做的。咱
自己家里吃的什么！”本是很好的阶级斗争或者忆苦思甜的材
料，被李双双处理成撒娇似的拌嘴和简单的劳动竞赛。孙喜旺
的滑稽化没有改变夫妻关系，反而成为生活的调味剂。作家一
方面尊重小说时代性的艺术规律，一方面又尊重“笑”的生成
机制和特性。“笑”一方面构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标识，一方面
又有效地服务于小说的创作需求。

宗法势力和传统意识在中国广袤的乡村从来都占有绝对
的统治地位，“秀恩爱”要成为可能，必须让读者相信一贯的乡
村性别秩序已经发生根本性的颠覆。小说一开始，作为女性的
李双双就处在孙喜旺的严密嘲弄之下，“俺做饭的”之外，另有

“‘出马一条线’的货”和“有嘴没心‘没星秤’”这两个不敬称
谓，公共场所嬉笑过后，回到家又气哭妻子。李双双突然爆发，
将孙喜旺推倒在院中，情势逆转的李双双带着眼泪大笑。这个
看似唐突的情节设置，恰恰是女性夺取抗议权的写照，笑声如
同权杖一般昭示着男性权威的消散。孙喜旺不敌李双双，不是
男性娇柔，而是代表传统的宗族势力让位于新兴的政治势力，
这多少包含了寓言意味。在这个过程中，孙喜旺不抛弃不放弃
强打精神负隅顽抗，讥讽李双双“这大字报可不是随便糊的。
你懂什么政策！”不依不饶地强化男权政治同新兴政治话语的
绑缚关系，以期维持霸权。自从李双双将丈夫推倒在地获得了
事实上的优势地位之后，多次通过嘲讽的形式消解孙喜旺的
威严。作者在这段叙事中有意让男性孙喜旺失语，代之以“进
大娘、四婶、桂英等一群妇女却正向她家涌来”。局势明显地向
不利于孙喜旺的一侧发展，为了摆脱必败的结局，孙喜旺主动
撑起了自我滑稽化的减速伞，将自己变成被笑对象，意味着放
弃领导权的争夺。如前所言，被笑意味着不构成威胁，攻击也
就停止，孙喜旺地位跌停，李双双地位涨停，两人恰好平等，能
愉快地秀恩爱了。可见，笑尤其是“乱笑”是身份平等的幸福生
活的催化剂，而不仅仅是调味剂。

在两人乱笑的斗争过程中，李双双将自己与宏大叙事绑
缚，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以获得历史主体身份。孙喜旺对妻子热
衷的“大跃进”修渠不以为意：“什么‘大跃进’呀，还不是挖
土！”斗胆将宏大叙事进行消解，既造成了说话人自我矮化，也
意味着李双双抗议行为的成功：微观个体与宏观政治无法互
相剥离，笑的指涉维度也随之扩大。大跃进时期尚且如此，进
入1980年代更显无拘无束。被樊星称为具有中国特色“写实的
黑色幽默”的《芒果》发表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 10期，故事
发生于1968年，讲述了最高领袖为工厂送芒果，工厂紧急成立

“迎接芒果筹委会”的荒诞故事。作者施展“乱笑”绝技，让滑稽
人物潘大婶生涩地混用民间俚语和政治名词，让憨厚朴实的
潘朝恩在恢弘的革命叙述下延续草根的思维方式而笑话百
出，让“走资派”因为过于敏感而丑态毕现，让全部出镜人物因
为一个疑似蜡质赝品的芒果而躁动不安。一如既有风格，潘朝
恩没有紧随形势，仍以未政治化的纯粹个体形式蹩脚地参与
历史，如跟“走资派”一起劳动，拒绝在大会上表演痛哭却一直
惦记着带几个馒头，不能理解精英们的情绪高涨，形成了标准
意义上伯格森界定的“滑稽”。批评家张清华注意到了一种独
特的现象：“‘弱智化叙事’当然不表明作者的智力水平降低
了，相反它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叙述技巧，‘弱智’是指人物的属
性，但叙事则是更复杂多变了。”潘朝恩作为一个“傻子”形象，
其实扮演了智者角色，透过貌似僵硬的思维有意疏离于时代
激情，从而带领读者冷静地审视历史。次年刊于《莽原》的《王
结实》也是一篇富于巧思的作品，消解宏大叙事的同时也对草
根民众的淳朴品行有所肯定，笑一切可笑之事，但也遵循笑的
基本原则。

李凖的小说固然不可避免地囿于时代环境，但“笑”的精
神一方面保留了现实生活原貌，另一方面提供了不同于“法
定”视角的另一种立场；一方面保有了一定程度的怀疑精神，
另一方面又彰显了对生活与时代的宽容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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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经典作家之家之
李李 凖凖

李凖是书写人民性最为精彩的作家之一。
假如不是《黄河东流去》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
奖，李凖也许会被当下的阅读视野彻底忽略，因
为除了这部作品，已经很难在书店里找到李凖的
其他作品。而正是因为《黄河东流去》是对作者
过去的创作之路的总结与升华，连同《不能走那
条路》《孟广泰老头》《李双双小传》等早期的创
作，才使李凖成为重视人民、重视历史、重视人本
身并重视时代和历史现代性的重要作家。作为
经过时代淘洗的经典作家，李凖的经典性就在于
他的人民性。在李凖这里，人民性是什么？在

《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中，他这样写道：“多少
年来，我在生活中发掘着一种东西，那就是：是什
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延续和发
展？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在黄河泛区又当了四年
农民。通过我听到的一些动人故事，看到的一些
人物的悲壮斗争场面，我觉得好像捕捉到了一些
东西：那就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些故事告诉
我们，我们这个社会的细胞——最基层的广大劳
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智慧
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五千年文化的
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
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这段话可以
看作作者对“人民性”的概括总结。

书写人民是李凖的创作基调

书写人民的历史，是李凖文学创作的主基
调。作为在无产阶级文艺观下成长起来的作家，
李凖初期的创作旨在为时代放歌，为新生的国
家、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呐喊。他
的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关注了新社会下旧与
新的矛盾，讲述了一个有着旧思想的老雇农宋老
定如何在有着共产党身份的儿子的引导下，不再
购买同样是雇农后代的张栓的土地，而是帮助他
还债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他的中篇名作《李双
双小传》写“大跃进”时期办食堂的故事，描写思
想先进的农村妇女李双双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
影响她的落后丈夫孙喜旺。这些作品带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从而被后来的评价者判定为“政治
挂帅”和“图解政策”。事实上，一个作家是无法
摆脱他所处的时代的，在全民族的解放狂欢中让
一位作家远离政治是不可能的。换一个角度看，
这些作品实在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
映。宋老定、孟广泰、李双双式的人物取自真实
生活之中，是完全“接地气”的，作者的功劳则在
于用艺术的手法将其典型化。正是藉由这一时

期的作品，开启了李凖贴近社会现实、贴近人民
生活的创作之路，一直到经过“文革”磨难之后，
写人民、为人民写作的使命在《黄河东流去》中得
到集中体现。我们在厚重的篇幅中，看到大量的
源自民间的、活生生的语言和风土民情。张炯在
谈到民族文学的语言问题时说：“现代以来，像满
族的老舍、蒙古族的李凖更被公认为汉语言的文
学大师。”而李凖的语言艺术，主要来自于民间。
正是这些充盈在人物血脉中的民间文化传统，使
作品和人物获得了超越特定时代的动力。

关注人民的思想精神

李凖的作品观照人民性，还在于他把握住了
人的发展，关注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领域，描
写了人物在时代中的自我成长和个性转化。李
凖笔下的人物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有着由“坏”
到“好”、由单纯到复杂的人格和性格变化。《孟广
泰老头》塑造了一个有着秉直、开朗性格的正派
农民孟广泰，他教育自己的老伴和儿子，让他们
依靠劳动而不是投机取巧获得他人和集体的肯
定。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作品中的人物带有忏悔
精神，孟广泰能够自揭家丑，儿子孟天祥也敢于
在众人面前上台承认错误——尽管是他的母亲
偷拿了集体的豆料，他代母道歉则教育了真正犯
错误的母亲。结尾孟广泰被母子二人的改过自
新所感动，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只要你知道这，
比咱今年分这两大屯麦还金贵!”作者通过事件
写出了人物内心向善的转变。在《李双双小传》
中，作者也突出了人物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改造，
在李双双的带动下，孙喜旺彻底转变观念，成为
先进分子，在老支书向上级报喜时孙喜旺主动说
出“李双双的那个爱人，如今也有点变化了”。在

《不能走那条路》中，作者正是通过宋老定的思想
转变，发出了在新社会“不能走那条路”的呼声。
除了对新时代的讴歌和描写人物的转变外，作者
还对道德沦丧进行了批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短
篇小说《芦花放白的时候》。小说写了卫生干部

刘瑞英下乡后凑巧住到了恋人的前妻家里，揭穿
了一个喜新厌旧、贪婪虚伪的干部丑恶的感情骗
局，批判了当时那些有文化的干部抛弃农村妻子
的行为。在“文革”以后的作品中，作者的批判精
神得到进一步显现，《王结实》《芒果》等深刻批判
了“文革”期间“工人阶级占领学校”和权威崇拜
的历史荒谬。

强调人民的自我意识

李凖写人的变化，注意规避了自然主义倾
向，不把笔下的人物写成历史的奴隶和时代的副
产品，反而强调了他们强大的自我意识，这一点
在《黄河东流去》中有着成功的体现。《黄河东流
去》的人物群像是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典型，“新时
期由于作家更广阔地观照生活，他们目光所及，
各种各样的人物，从英雄到形形色色的普通人，
从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和尚道士、贩
夫走卒、妓女小偷、汉奸叛徒，无不着力加以真实
刻画”，“李凖《黄河东流去》中所写李麦、徐秋斋、
蓝五、梁晴等形形色色的农民的形象”，“也都是
写前人所未写，皆让读者印象深刻难忘并具有相
当的典型意义”。这些人物之所以生动，是因为
他们在与苦难生活、与悲惨世界搏斗时，表现了
鲜明的自主意识，而不是随波逐流。一方面，他
们各自都有自身的性格缺陷，但他们都怀有强烈
的生存意志，对未来生活抱有理想并为之而努
力，这也成为他们能够战胜苦难的主要支撑。王
跑、凤仙、四圈等人带有小农意识先天的局限性，
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对命运的抗争和对生活
的追求；李麦、徐秋斋、海天亮等人则固守着传统
的道义，在艰难的流浪中既为了家庭的生存而不
辞辛劳，又以同乡的名义精诚团结、互相帮助、彼
此信任，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畏艰
难、勤劳勇敢、团结一心、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
伟大精神。“流民图”也同样是一部民族的救亡
图、涅槃重生图，作者写道：“如果说‘容忍’是‘勇
敢’的母体，那么黄泛区的难民们，在抗战八年里

表现了最大的容忍。他们好像被压在两扇沉重
的磨扇下生活着，他们没有去抢劫路人，没有去
打家劫舍，抢银行砸仓库，他们只是默默地按照
自己的道德标准生活着、等待着。”他们有自己的
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是什么？是千百年来积
淀在民族血脉中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得以传承
至今的民族精神。

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创作，李凖的人民性
写作还突出反映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通过妇女
的解放和地位的变化反映社会的进步。他笔下
的普通女性一反旧社会被压迫和被欺凌的地位，
再不是祥林嫂那样被社会牺牲的角色，她们自
立、自强，勇于改变命运，敢于为了理想而奋斗，
成为社会变革的标志性力量。李双双的思想进
步，性格果敢泼辣，又带有温柔体贴、心胸宽广的
女性特质，是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两代人》中写
了女儿踩着母亲的“脚印”走、母亲踩着党的“脚
印”走的两个新社会女性形象。妇女主任高秀贞
被调去当酒厂厂长，女儿珠珠主动向上级请缨要
求接替母亲的工作，母女二人甘愿为了集体的工
作而努力，珠珠给高秀贞剪短头发预示着女性向
旧形象做彻底的告别。《耕云记》写女青年萧淑英
如何成长为一名优秀农村气象员的故事。《芦花
放白的时候》中的刘瑞英既有女性的温柔、善良，
又能在婚姻问题上坚持自己的道德判断，自己掌
握着自己的命运。《黄河东流去》塑造了一组女性
群像，如李麦、梁晴、老白等从黄泛区走出来的普
通女性，还有刘玉翠、大五条等这些身世和道德
观都很复杂的人物。这些人物身上固然有着多
重的缺陷，但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好品
德。她们吃苦耐劳、隐忍谦和、慈爱善良，融聚着
伟大的母性之美，在苦难生活中有着比男人更重
的角色担当。这一点也体现在李凖中短篇小说
中的女性身上。作者也写了孟广泰的老伴天祥
娘、韩芒的妻子蔡秀真，《三月里的春风》中吴忠
信的爱人桂芳等这些“落后”妇女的形象，但是作
者没有让她们一直落后下去，而让她们在新政
策、新观念的引导下自我转化。

陈晓明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是以农村

题材为其中坚力量”，而人民与土地的关系是农
村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因而这也成为中国当代文
学的重要主题，李凖是这一时期书写这主题的最
重要作家之一。他说：“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和他
们的‘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土地、茅屋、农
具和牲畜，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产
生了他们特有的伦理道德。”在他的创作中，深刻
理解并始终关注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在他的笔
下人民与土地是不可分的。曾经在社会引起巨
大反响的《不能走那条路》通过土地买卖来写农
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正是因为看到土地与农民的
重要关系，作者才从土地入手完成小说主题。《黄
河东流去》的基础也是写人与土地、家园的关系，
故事从国民党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没了土地
和家园开始，以黄河水退却后赤杨岗的父老乡亲
重返家园，在黄沙堆积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为
结束，我们在其中随处可以看到人对土地的感
情。在《长松买地》一章中，作者这样写长松买到
土地后的激动心情：“这天夜里，长松没有睡着
觉，半夜里一个人悄悄跑到那块砂礓地头，对着
漫天星星，想笑又想哭。他蹲在地上，抓了一把
土放在鼻子前闻了闻，土里边好像有一股鲜甜的
香味；这是他小时候最爱闻的味道。最后他索性
躺在地上，让身体紧贴着湿润的泥土，他觉得舒
服极了。”长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地是农民赖
以生存的基础，长松花光了所有的钱财才买到了
地，地就是他的命。而海老清更是一个视土地如
生命的人，他挂在嘴上的话就是：“俗话说‘生意
钱，一阵烟，种地钱，万万年’，干什么都不如种
地！”抱着这样的观念，海老清饿死在了自己租种
的土地上，最终没有回到赤杨岗，土地见证了旧
时代人民的坎坷命运。

重读李凖的作品，我仍然能感受到充沛的、
悲伤、温暖、振奋的力量。董冰在回忆李凖的创
作时说：“那一天，他早上四点钟起来写，写的是海
老清回家那一章，写到有趣的地方他自己笑。写
到悲伤的地方他也哭，从早上到中午他哭了两
场。吃罢午饭，他说给我念念，我不想让他念，我
知道他念的时候还要哭。”毫无疑问，李凖把自己
当作了小说中的人物，与他们同悲欢、共命运，而
他作品中的人物，其实就是某个视角中的他自己。

李李凖凖小说的人民性小说的人民性
□□桫桫 椤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