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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初心》 是作家余艳继 《板仓绝
唱》《杨开慧》 之后，又一部报告文学力
作，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颂歌，也
是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礼赞。

余艳似乎特别偏爱女性题材，这可能
跟她本人是女性、对女性的命运特别关注
有关。《板仓绝唱》《杨开慧》《后院夫
人》 的主角都是女性，这部 《守望初心》
写的则是以殷成福为代表的一群普通女性
——女红军、女红属的感人故事。另一方
面，她不追求宏大叙事，而注重微观解
构。她书写的不是中国革命重大事件，而
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普通人的故事。她的
笔下也有贺龙妹妹、贺龙夫人、任弼时夫
人、萧克夫人等著名人物，但她更关注殷
成福、佘芝姑、戴桂香、陈小妹等普通女
人的命运。从大的方面讲，她的创作填补
了历史空白；从小的方面讲，这体现了她
的平民视角、平民情怀。领袖人物、重要
人物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但是革命成功
绝不是少数领导人的功劳，而是千千万万
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牺牲的结果。从这个
意义上讲，这部作品使中国革命史立体起
来、丰满起来。

《守望初心》 写的是女红军、女红属

们的传奇。作品以湖南桑植红嫂群体为主
人公，她们送走了男人，又送走了儿女。

“守望的红嫂，会用怎样的坚韧熬过几十
年漫长岁月？英勇的红军，会蹚过多少坎
坷持一颗初心走向胜利？”这里有两个关
键词，一个是“守望”，一个是“初心”。

“守望”，坚守，盼望。桑植的湘妹子们用
一生在等候，用一生在坚守，用一生在盼
望。土家族农妇殷成福，带着一家八口全
部参加红军，长征路上四死两散，却永不
言悔。佘芝姑，躲进深山十五年开荒种

“军粮”，储存3万多斤包谷、2000多斤腊
肉；戴桂香 26 岁守寡，从此守候一生，
红色基因永远不改。陈小妹的丈夫英勇牺
牲，被碎尸抛入荒野，身怀六甲的她穿过
艰难险阻兜回碎尸丈夫。她们用自己的坚
守，盼望着亲人们的归来，盼望着革命的
早日成功。这个坚守，不是消极的等待，
而是积极的奋斗；不是平静的生活，而是
流汗、流泪、流血甚至牺牲生命。她们虽
然没有在战场上冲锋杀敌，但她们同样也
是了不起的英雄。

桑植的女红军和红嫂们，“死了的革
命到底了，活着的继续革命。”她们终其
一生，不管身处何方，不管处境如何，都

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没有忘记自己的信
仰。她们为什么能够保持初心、守望初
心？因为她们与红军是同气相求、同枝相
连的，她们的亲人就是红军，红军就是她
们的亲人。只有红军胜利了，革命成功
了，才能有她们的幸福生活。因此，在任
何情况下，不管形势如何严峻，不管日子
如何艰难，她们都坚定不移地跟着红军
走，支持红军，支持革命。中国革命之所
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得到了千千万万人
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作品通过描写这一
群守望初心的红色女性，为我们深刻地揭
示了革命成功的原动力、驱动力，深刻地
揭示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人心向背。

作为一部以一个特定群体为书写对象
的长篇报告文学，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
写得杂乱无章，没有头绪，各个人物、各
个故事、各个章节之间没有关联，各自为
战。余艳的《守望初心》虽然写了很多人
物，但是各个章节之间是有着内在逻辑关
系的。作品以侯家两代坚持不懈寻找失散
的第三代、老红军侯德明 （藏名罗尔伍）
并终于把他接回家为引子，带出了一群桑
植红嫂的动人故事。第一章“觉醒”，在
红军的宣传启发下，45岁的土家族农妇殷

成福带着全家参军，从此下定决心跟着共
产党走。从“觉醒”，到“抗争”、“蒙
难”、“英雄”、“远征”，可以看到桑植村
的湘妹子们在共产党和红军的教育下成长
的过程。作者用“守望”“初心”这两个
精神主题作为红线，把这群湘妹子们的故
事串在一起，形成了一部厚重的作品。

余艳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她对写
作有着高度的自觉。她在“代后记”中
说：“我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出发？”

“以文学的初心去追寻英雄的初心，也许
就划出了这本书的创作轨迹。”带着这样
的初心，她一次次出发，通过深入采访、
深入挖掘，打捞出湮没于历史深处的一群
普通人的故事。余艳说，她只有一个想
法：超越 《板仓绝唱》。她把自己几次逼
到了绝境，光修改就花了整整一年，改到
第五轮第六轮时改到流泪想吐，甚至写完
这部都不想再写了。我能够理解她的这种
心情，从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她在诗外所下
的功夫。在采访写作过程中，她被采访对
象深深感动，多次感极涕下。她毫不掩饰
自己的感情，把这份感动融入作品中，使
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又感动
了她的读者们。

当 下 的 中 国 文
坛，散文创作十分
繁荣，然而好作品
不多，精品尤其稀
少。究其原因在于
理论的缺失。没有
理 论 的 烛 照 与 支
持，散文创作必然
失 去 方 向 与 支 点 。
翻检历史，中国古代
的散文创作是有理
论支持的，唐宋八大
家，是有理论的；明
清 小 品 ，是 有 理 论
的 ；“ 五 四 ” 以 后 ，
把西洋散文理论引
至中国，而与中国
固有的理论相融合，也是有理论深度的。

然而，在讨论理论之前，首先要厘清散
文究竟属于何种文体？是虚构文体，还是非
虚构文体？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需要
分析与研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辨体”。不
厘清文体，散文便难以健康发展。

散文是语言艺术，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自我叙事”，生活中有多少种类文体，散
文也就有多少种类。

相对小说、诗歌、戏剧界定清晰，具
有固定的文体模式，散文则界定模糊，没
有固定的文体模式。一篇回忆录既可以是
小学生作文《我难忘的老师》，也可是鲁迅
的名篇 《藤野先生》。两文均是第一人称，
均是回忆录，就文体样式而言，并无区
别，然而前者属于实用语体，也就是应用
文，后者则不仅是实用文体，而且升华为
文学作品，并且是文学经典。

这说明，散文既可以是实用语体，也
可以是文学文体，而正是由于散文的实用
性，决定了散文的真实性，散文作为人们
日常生活交往的媒介，是不能容忍虚假
的，这是社会中人与人互信的契约，不属
于理论问题。

正是由于实用性的原因，决定了散文
的真实性。所谓真实性，包括真实作者、
真实事件、真实情感这样几个因素。

如果丧失了这些真实因素，散文作为
一种没有固定样式的文体，应该如何界
定？就是说，与小说、诗歌、戏剧相比
较，散文的本质在于真实，这是散文与其
他文学样式的根本区别。

从叙事学的角度，在小说中，作者通
过叙述者讲故事，鲁迅的《孔乙己》，作者
通过一个小伙计讲故事，叙述者是作者虚
构的产物，作者与叙述者是可以切割的；
而散文则否，作者就是叙述者，没有作者
与叙述者的区别。鲁迅的散文 《阿长与山
海经》，便是鲁迅直接进入文本，鲁迅就是
叙述者，鲁迅自己讲故事，没有作者与叙
述者切割的可能性。散文与小说的区别就
在于此，散文的界定也在于此。这既是叙
事学对散文文体的理论规范，也是散文源
于实用文体的伦理要求。

至于散文的虚构，或者说非虚构自我
的散文与虚构自我的散文，则要从散文的
特征说起。

散文的特征，一是个人自述。作者就
是叙述者，作者直接进入文本，叙事围绕
真实的个人展开，因此叙事是真实的，情
感是真诚的；二是情节淡化，叙事风格轻
松、自然；三是似乎不那么注重叙事技
巧。这三个基本特征，决定了散文的文体
特征。

但是，当文体产生以后，文体便独立
开来而呈现异化现象。这就是说，由于这
些特征，有些第一人称、情节淡化的虚构
作品有时被归至散文范畴，然而这是散文
传播过程中的文体异化，不应该逆向推理。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有些作者
有意识地利用虚构，作为吸引读者的手
段。这就是说，作者创作了一个叙述者，
作者与叙述者分离了，这里叙述者是虚构
的，即：虚构的叙述者。继而，在这个基础上
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既然如此，这些作者
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作品划归小说的范畴
呢？原因很简单，如果归至小说，这些作品
由于艺术水准，大多并不被读者认可，而如
果归至散文，则会借助读者认为“散文是真
实的”的阅读心理 ，而产生虚构文学所难
以企及的艺术效果。

为文之事，微妙精洁，变化多奇，何
者为真，何者为假，只有作者自己知道，
读者当然难以知晓。虚构的散文作品问世
以后，受到读者喜爱，这样的例子确实存
在，不乏其例。当这作品确实拥有较高的
艺术价值，读者喜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当读者知道本应真实的作品是虚构的，或
者会产生另一种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 国 有 一 句 古 话 ：“ 修 辞 立 其 诚 ”，
诚，与真诚同意，真诚就是从心底感动自
己，也感动他人，而真诚的基础是真实，
所谓真实就是与事实相符。散文不仅是文
学作品，而且是作者的心灵播映与时代风
云的投影。时代呼唤这样的散文，温暖、
美好、高尚而又真诚的散文！

在中国文学版图上，人们对江苏文学
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江
南”。这个江南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
更是文化与审美的。许多言说都是这个概
念中展开和想象的。

江南视角及异质与复调

历史与怀旧。回望历史是江苏历代文
人的固定姿态，不管是老一辈的艾煊、汪
曾祺、庞瑞垠，还是更年轻一代的苏童、
叶兆言、毕飞宇，在他们的写作中，丝毫
不避讳自己对旧日生活场景甚至是臆想中
的氛围的感性兴趣。苏童作品的惊人之处
便是对那种旧式生活的精细刻画，这种感
性主义轻而易举地酝酿出诗情画意而使它
们无言地透出一种近于颓废的抒情心态；
叶兆言的南京书写则将一种伤感发挥到了
极致，无论是爱情，还是生命，抑或事业
都笼罩在一股人算不如天算的宿命论的气
氛里。夏坚勇历史散文将小说家的精致想
象落到了实处。更年轻一代的庞培、黑
陶、诸荣会也以散文的方式继续着这样的
历史叙事，他们或者试图对历史上的人与
事给出新的故事，或者竭力留住日渐消褪
的日常生活，但不管有怎样的意图，那调
子总是承接了同样的诗性传统。

女性。这个词首先应该用在江苏女性
作家群上，范小青、黄蓓佳、叶弥、朱文
颖、鲁敏、戴来等等以及更年轻的女性作
家，构成中国文坛无法忽视的女性作家部
落。但这个词更是美学意义上的。有论者
甚至认为江苏作家身上不无女性崇拜的情
结。早年的储福金在江苏素以刻画女性著
称，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女性观或理想的
女性观似乎有着深刻的东方印记，那些娴
静、内忍、或心平气和的女性刻画得别有
风韵。而苏童则试图再现女性们如何面对
自身，如何面对所处的困境，良辰美景奈
何天？南方私家花园中的女子们该如何打
发青春光阴，如何处置内心深处的一腔情
愫？这是苏童笔下女性悲剧的渊薮。毕飞
宇在这一领地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他将女
性转为女人，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呈现更
多的世俗气，因而也就显得更为生气勃
勃，与现实世界也随之有了更加紧密的联
系。由于以女性、女人入画，所以，江苏
文学不由分说地多了份脂粉、凄艳与温
婉，这种由人物形象所支撑的风格一定程
度上左右了作品的叙事框架、故事图式、
主题原型与语言色调。

智慧与生活的哲学。我们很容易在江
苏作家的历史与现实书写中体会到智慧，
体会到他们对生活哲学的勘探。高晓声笔
下陈奂生和陆文夫笔下的朱自冶虽然身份
差异很大，但都是生活的智者。储福金近
年的围棋小说借助传统文化探寻世事的沉
浮。范小青这几年出入于传统写实与现代
写意之间，无论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生活
之道的追问，还是对人之存在的疑虑，抑

或是在现代化技术的背景下对个体身体与
精神的定位，都显示出独到的智性视角。
江苏的文学人的智慧可以说是举重若轻
的，这种方式是江苏文学哲学沉思的强
项。其他如韩东的知青系列和恋爱系列，
毕飞宇的社会关怀小说，鲁敏的城市暗疾
与荷尔蒙系列，都表现出思想的敏感与尖
新。另外，不能不提到江苏的诗歌群落，
他们通过反抒情和回归日常，将诗歌从传
统意象与抒情的惯性中拉了出来，形成了
非常智慧的诗歌美学。

丽辞与惟美。在这一点上，最可以见
到江苏文学继承自六朝、晚唐、南宋、明
末清初迤逦而下的一脉气象，丝绸一样的
清雅典丽，连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桨声
灯影，皆可于现今江苏文坛一窥斑豹。无
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江苏作家们
前赴后继地开设了一家家惟美主义的艺术
作坊，用六朝骈赋和南宋长调一样典雅、
绮丽、流转、意象纷呈的语言，来呼应、
渲染来自历史的“丽辞”传统。有时，对
这种语言风格的迷恋替代了对作品所指世
界的兴趣，潜心制造一座精致的虚幻如七

宝楼台的语言宫殿成了他们专心致志的工
作。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江苏作家的
语言一律色彩眩目、稠如膏浆，恰恰相
反，像汪曾祺，就可以说是淡到了极致，
是极浓后的平淡。他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
极致的境界。所以，在江苏作家的审美理
想中，形式，真是到了“主义”的程度，
怎么写永远比写什么更重要。如果细加辨
别，江苏作家在艺术形式的追求中组成的
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但艺术的忽略与
粗糙在江苏文坛都是不能容忍的，它标举
出文学作为“专业”的特质。

毫无疑问，以上的“江南”视角是有
局限的。当人们集中精力从这一方面去论
述江苏的文学特点时，显然会对她的一些
反叛或异质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比如，赵
本夫、朱苏进、周梅森等，包括毕飞宇等
也已多少呈现出离心倾向。赵本夫作品中
那古黄河的厚重与来自民间的草莽气，朱
苏进奇特的想象与哲学沉思，周梅森对现
实体制的洞察和娴熟的戏剧性叙事技巧又
属于另一种调子。其实，在前些年，我们
讨论江苏文学时对上述传统与现状就曾经

表示出两难：对历史的回望也许影响了作
家们的现实视域，对温婉中和的过分认同
也许会锉钝了批判的力量，而精致惟美会
不会影响作品的气象与格局，因此，多一
点异质、复调，将是开一代新风的首要前
提，也许，它们早已发生，只是被人们有
意无意地忽略了。

使地方保持文化原创力

所以，最后一个关键词，地方。这个
词涉及到源头，涉及到大地，它提示我们
关注江苏的地方性写作及其意义。苏北、
苏中、苏南，都有着大小不同的写作群
落，这些作家坚守在地方，书写着地方。
正是他们的写作，使地方保持着文化的原
创力，使文化趋同时代的地方特色文化得
到保存与传承，更是他们的写作，影响着
地方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文化取向，为文
学创作培养和存贮着大量的后备人才。一
个地方应该有自己生根的文学。文学在地
方应该是有价值的，是应该参与到这些不
同规模与层面的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建构中
的。江苏各地这些年不仅文学创作繁荣，
而且文学活动频繁。地方政府与许多社会
力量参与到了当代文学的进程之中，以各
种各样的方式给当下的文学注入活力、提
供支持、贡献价值和智慧。无论是文学创
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期刊与文
学出版，还是文学创意、文学输出与传
播、文学下游产品的开发，包括文学评
奖，在江苏都可以看到各种社会力量的身
影。在江苏，文学不再仅仅是传统的文学
机构和专业人士从事的事业，它越来越社
会化，普泛化，当然也更为开放。在这个
新的格局当中，不管是哪种社会力量，团
体还是个体，政府还是企业，都是参与
者，文学正越来越走向社会，走向广大的
民众，与各种社会力量形成了积极的、有
建设性的对话关系。在这样的对话关系当
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意识到了文学的
重要性，意识到了自己应该拥有文学化的
存在方式，同时它们自觉地意识到，作为
一种社会力量，也必须承担起推动文学发
展的责任，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自觉、文
化的担当，当然也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
现。

如此，文学已不仅仅是文学，而是一
种社会建设的行动力了。

（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开栏的话：在当代文学的版图
上，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
境，影响作家的创作个性，形成独
具特色的创作群体，一些省份的特
色尤其明显。本版开设“文学新地
理”栏目，介绍特色鲜明的省份的
文学群体，展现文学丰富多彩的样
貌。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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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聚焦·文学新地理①

感人至深的英雄礼赞
——读长篇报告文学《守望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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