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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在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但在
东部沿海甚至中部人看来，兰州已经到
了边塞之地。这是地理与心理意义上的
差别。事实上，兰州及其以西的丝绸之
路，在北宋之前灿烂辉煌，至今仍留下
许多汉唐时代的伟大遗产。但北宋之
后，这里逐渐暗淡，人才凋敝，文化失
彩。有人统计过，到了清末时，整个甘
肃省出的人才不如江南一个镇子上的俊
彦多。新中国成立之后，数次西部建
设、开发，也曾使西部得到过改善，甚
至在 1980 年代出现“西部文学”这个闪
耀着光芒的大词，西部的文学也曾出现
过辉煌。直至“一带一路”的建设，将
整个国家的目光聚焦到甘肃这条丝绸之
路的黄金地段上，甘肃的文学也一下子
被擦亮了。沉默千年的古道重焕光彩，
发出沉重而又新鲜的呼声。甘肃文学也
由此生发出文化自信，作家们重新将笔
触投射到这块土地上，书写故乡，重建
精神家园。

故乡书写成一时风尚

在故乡写作中，最为显眼的是凉州籍
的作家。凉州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又
是自古以来的粮仓。五凉文化在这里蕴
育了魏晋时代的风尚，隋唐时期的繁华
使这里一直拥有自足的气度，明清时期
的儒家教化又使这里礼教成风，特别是
唐诗中的凉州词似乎一直在唤醒和催发
着凉州文人们的创作热情与英雄豪情，
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最能体现出文化自
信的本色。雪漠创作于新世纪初的 《大
漠祭》 主要在响应张贤亮、路遥等作家
所认识的西部精神，在写西部世界的荒
凉和西部人的不屈精神。但是，在“大
漠三部曲”之后，近些年来他的写作基
本上围绕西部人的内在精神与信仰来写
作。李学辉一直在写故乡，但近年来的
写作也转向故乡凉州的文化书写。《末代
紧皮手》 是写凉州人对土地崇拜的一种
精神现象，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
文学还原，极具象征性。刚刚出版的

《国家坐骑》 更是以独异的想象写了凉州
人如何培养义马的故事，寓意深刻，富
有家国情怀。徐兆寿之前的作品基本缺
乏西部特色，但近年来出版的长篇小说

《荒原问道》《鸠摩罗什》 直接转向西部
的精神书写，构建着另一个丝绸之路。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域写作是马步
升、高凯、牛庆国的文学陇东。外表看
上去天生带有几份匪气的马步升近年来
着力发掘陇东的民间文化，尤其是陇东
的侠义文化，独成风景，其 《青白盐》
和 《1950 年的婚事》《小收煞》 是颇受
关注的作品。高凯那首著名的 《村小：
识字课》 就是诗人在陇东故乡的童年结
晶，充溢了故乡的芬芳。牛庆国颇受关
注的诗集 《我把你的名字写在诗里》 似

乎是有意识地用诗歌塑造了一个诗意的
杏儿岔家园。

而兰州是甘肃众多作家和诗人栖居
的地方，长期以来竟然没有多少人写出
有力度的作品来，大概与这些客居的作
家们的童年经历有关。他们虽身在兰
州，但写作时灵魂则飞回故乡。诗人、
作家叶舟是独特而有建树的一位，他先
前的写作总是追寻先锋、融于潮流之
中，近些年来，他有意识地回归故乡，
塑造着诗意的兰州，《姓黄的河流》《羊
群入城》 等都是有口皆碑的作品。现
在，还有一些诗人作家如高凯、马燕
山、张海龙、韩松落等都在努力地书写
着兰州，将兰州的多样性逐渐呈现了出
来。

心向故乡，寻找精神家园

对于作家来讲，童年经历异常重
要。童年生活的地方往往成为他一生的
精神故乡，于是，作家便会在成熟之后
不断地返回故乡，重塑故乡，形成其精
神家园。张存学的 《轻柔之手》 和 《白
色庄窠》 都是写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甘
南，并向生活和人性发出拷问，展现出
黝黑的深邃；严英秀近年来也慢慢把笔
端投向灾后重建的舟曲，慢慢书写生之

于斯的那片土地；诗人索木东也是如
此，虽身在兰州，但心魂总是摸着一缕
熟悉的炊烟回到高原；向春从对城市日
常的书写转向对故乡的深度认知，其

《河套平原》 所展现出的广阔和蓬勃的活
力其实是国内很多女性作家难以比拟
的，是被忽视的女性作家之一；尔雅的
中短篇小说基本都是写同渭故乡人事
的，但那些细腻的情调则来自城市与文
化的浸淫，表现出北方作家少有的诗意
与感性。

生活在甘南的阿信和扎西才让则有
意识地用诗歌构建着一个高原上的信仰
高地，他们似乎坚信，在那里，他们与
某种伟大的精神相依并存，并至死不
渝。这是少有的文化自信。东乡族作家

钟翔则坚守在家乡，用一篇篇散文重新
构建一座文化与信仰构建的城堡。平凉
诗人独化以孤绝的姿态、高古的风范，
用 《诗经》在小城里塑造着一道独特的风
景。最有意味的是杨显惠，他长期生活在
天津，但魂在甘肃，所以，他在新世纪以来
不停地回到故乡，漫游于陇原的山川、
荒漠、草原，重新体味来自历史深处的
呐喊与痛变，写出了故乡的历史。

在兰州向东，天水诗人王若冰常常
带着天水的诗人们远赴秦地访寻古迹，
在意识深处，他们自觉是秦人的后代。
王若冰的 《走进大秦岭》 可以说是他们
的代表之作，表达着一种深沉的情结。
也许在他们看来，秦文化才是他们的根
脉，由此出发，山川河流与大地天空便
浑然一体。但李晓东、雪潇、王元中、
刘晋等作家、诗人则表达着另一种文化
的情思，这便是天水人真正的根脉：伏
羲文化。这是中国人最早的文化源泉。
在那里，有伏羲画八卦的卦台山，有女
娲庙，再往前走几步，便是中国最早的
村落大地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天水
的诗人和作家是有福的。他们正在用文
学或纪录片甚至某些古老的仪式来重新
塑造着一个神秘、丰富、古老而又现代
的诗意天水。这便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向着灵魂与传统发问

近年来，弋舟是一个突兀的崛起。
《随园》 大概是最有代表性且具深意的一
部作品。他在试图将江南的一个文化象
征搬到荒漠的北方，不停地从北方走向南
方，又从南方漂向北方。这种追寻在诗人
娜夜、作家习习、尔雅、向春那里都是执著
的。也许身在都市，陷入日常，所以总
想赋予日常、欲望和转瞬即逝的情思以
真实、恒久的意义。精神的终极价值在
哪里？灵魂的故乡又在何处？这成为他
们写作的基调与追寻的难度。

相反，另一部分作家则越过都市，
置身于更为广大、确切的传统中追寻。
在那条辽阔的丝绸之路上，不停地闪烁
着他们的身影，他们书写敦煌、凉州、
长城、阳关、大漠、戈壁，用那些古老
的瓦片重新构建当代人的精神家园。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多年来，我始终写作散文，不会写
诗歌和小说。我无法设想他人经验，无
法用他人嗓音发声和对话，如同从未抵
达某地，我无法运用当地方言一样。我
是只井底之蛙，无论怎么仰望星空，都
被泡在一汪跳不出去的冷水里。有个安
慰青蛙的童话说，当金球从天而降，掉
到井里，拯救的公主随后会到来。我不
知如何摆脱自己的困境，直到有一天，
童话的金球真的掉下来。

成年后，很少有人继续接触童话。
我做过 8 年儿童文学编辑，别人停止阅
读的时候，我的世界里还有许多老虎、
狮子和会说话的苹果树，还有咒语、魔
法和奇迹。我没有孩子，生活顺利，内
心的天真没有受过重创，这为我提供了
心理上的准备——去年，我开始尝试童
话写作。

第一个童话，写名叫小翅膀的小精
灵，他的工作是负责给孩子送噩梦。小
翅膀用自己的聪明和善意，帮助孩子克
服恐惧。有一次小翅膀被惩罚，要把最
可怕的大妖怪送到孩子阿灯的梦里。妖
怪叫咔嚓，瞳孔是闪电型的，它的长相
就是天贼，令人颤抖。阿灯不怕咔嚓，
反而欢迎它的到来。阿灯是盲童，他看
不见，连梦境都是模模糊糊的，就像冬
夜下雨的窗子。阿灯碰触到咔嚓，摸起
来有点皮肤粗糙，就心疼他的朋友一定
是走过很多、很远、很辛苦的路。咔嚓
从来没有被人抚摸过，因为妖怪数量稀
少而孤独，它的心平常被很深地埋起
来，就像用很多条手绢包起的一颗很小
的豌豆。两个孤独者相遇，咔嚓在星空
下为阿灯唱歌，没有人知道妖怪有着最
美的歌喉，像黑暗里照进一束光。咔嚓
的名字里有闪电，阿灯的名字里有光
照，他们心心相印。分别时，阿灯用手
指在咔嚓的掌心点着盲文，写下了自己

的名字“阿灯”。咔嚓仰望夜空，它觉
得，星空就是秘密写在天上的盲文；

“阿灯”的名字，不仅像密电码一样藏
在自己掌心，也藏在每夜的星空里。

后来，小翅膀自己也获得了成长。
像剪辑师剪掉电影镜头，小翅膀把孩子
们噩梦中最恐怖的一幕剪掉，但这些镜
头不许作废，由小翅膀来承担后果。他
将迎来最深重、最密集的恐惧，这些亲
手剪下的镜头成为他一个人的噩梦，而
孩子们得到了平安。

小翅膀对别人说，那个梦是珍贵而
美好。也许怕别人担心，小翅膀不忍心
把噩梦中的恐惧说出来；也许对小翅膀
来说，噩梦司空见惯，根本就吓不住
他；也许小翅膀从最具难度的雪道上滑
下来，最快掌握技巧，从此成了最勇敢
的精灵；也许负负得正，恐怖级别的内
容凑在一起、彼此中和，洪水把深渊填
成了湖泊，魔鬼和野兽彼此吓晕，那个
所谓的噩梦反倒像真空一样宁静。通过
这个童话，我想告诉孩子，不是因为你
做了坏事才有了噩梦。噩梦也可以是对
战士的训练；如果当你做了噩梦，就像
小翅膀一样，另外的小朋友会因此睡得
很好——你就是他不知道名字的秘密英
雄。

今年，我完成了第二个童话作品：
《星鱼》，发表在第 6 期 《人民文学》
上。起因是我参观长隆海洋王国，那里
有世界最大的水族箱，里面养着几条鲸
鲨——地球上最大的鱼。我对动物园和
海洋馆的态度比较矛盾。一方面，那些
被捕捉的动物失去自由；另一方面，大
量动物在此繁殖，对物种保存非常有
益。最重要的是，孩子如果仅仅观看纪
录片影像，难以与动物建立深切的情感
联系；他们是在对动物近切而直接的观
察中，产生最初的好奇、尊重和爱意。

我想把自己思考中的困惑和犹豫，也带
入创作之中。

故事讲述星星小弓和小弩是一对孪
生兄弟，哥哥小弓沉静内向，弟弟小弩
活跃好动。它们闪耀在夜空，无忧无
虑。但是，小弩一心向往彼岸——假设
星星从天际跃向地球，准确跃入大海，
它将变成地球上最大的鱼：鲸鲨。这个
过程，要承受烧灼的剧痛和变成陨石等
危险，所以勇于冒险的星星很少。

但小弩决心只身前往地球历险。当
它穿越星际时，没想到，不能承受分离
的小弓匆匆追赶而来。兄弟刚见面，就
在巨大的冲击波震动和疼痛的昏厥中失
散了。小弩如愿变成了鲸鲨，却不见小
弓的踪影，它日夜寻找自己的亲人，前
往不同的海域，结交了各种朋友，从
鱼、海龟还有一只鸟，体会到丰富而复
杂的情感。

有只即将成年的白鹤，被盗猎者从
巢穴中偷窃，准备做成标本。幼鹤在同
类的遮护下侥幸逃脱，却发现以弱力的
翅膀，无法飞出辽阔大海。正当它站在
浮木上陷入绝望，乐于助人的小弩到
来。小弩就像移动的岛屿，让白鹤训练
飞翔，一旦疲倦，就落在宽厚的鱼脊
上。经历风浪而重生的白鹤，为了纪念
这段鱼和鸟之间的七天友情，把自己的
名字改为“七天”。为了报答小弩给予
的重生，无论飞到哪里，七天都在相遇
的鸟群里传播小弩寻找小弓的消息。

有只琵鹭来找小弩，说自己看到一
条疑似小弓的鲸鲨，搁浅在水质淡化的
潟湖里，性命垂危。前去寻找的小弩，
在经过人类作业区时，意外身陷渔网，
幸运的是，阿潘父子释放了小弩。

潟湖里的，果然是小弓。小弓被船
只螺旋桨割伤背鳍，躲避追逐而来的鲨
鱼，被迫逃进淡水区域，却因受伤和丧

失盐度而失能，难以返回大海。无论小
弩怎么努力，也无法帮助性命垂危的哥
哥。它流泪不止，泪水中的盐度只能短
暂维护一会儿，就被春天雪水融化形成
的河流带走。万般无奈的小弩铤而走
险，去寻找动物们最为畏惧的人类杀手
来帮助自己。小弩找到了阿潘父子，成
功救出弥留之际的小弓。

担心小弓的健康和孤独，被放归大
海的小弩依然追随渔船。它难以独自离
去，决定陪伴受伤失忆的小弓。浪迹天
下，是自由；自愿放弃自由，也是一种
自由，哪怕这种自由包含着沉重的辛
酸。

小弩和饲养员一起照看小弓，兄弟
俩一起生活在世界最大的水族箱中。咫
尺之外，就是大海，小弩无法返回。作
为一条最大的鱼，小弩的余生，都将生
活在水族箱这片最小的海里。

小弩的身体曾像星空那么光洁。鸟
类锐爪抓破的凹痕，渔线缠住尾巴的割
痕，撞击到浅滩的擦痕……小弩的伤
痕，正是关于爱与成长的纪念。小弩从
矿物质的神，变成有血肉的生命；从未
经磕碰的完美，变成遍体鳞伤。只有
爱，允许对方突破礼貌与防范的边界，
允许身体的接触和灵魂的碰触；只有更
深切的情感，才能形成伤痕。鲸鲨的身
上星光闪熠，有如爱的勋章。

《小翅膀》 温暖而明亮。《星鱼》是关
于梦想、自由、亲情、成长、友谊和责任的
故事。我希望能有文体上的变化，但没
想到竟是通过童话的方式完成。创作美
妙，我在其中感到有限的自我与无边的
可能性——与《星鱼》中鲸鲨小弩的命运
相反，我有如最小的鱼，在最大的海里。

改革开放 40 年来，文
学艺术得到了繁荣发展。
尤其是电子信息的渗透、
普及、运用，不但极大地
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思维模式、生活方式，也
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交流
方式、交流语言、文学表
达，甚而颠覆性地改变了
人们的语言模式、语言风
格。这种“新语境”，从一
定 程 度 上 推 动 了 文 化 观
念、价值认同、思想境界
的发展，但也存在着鱼龙
混杂、泥沙俱下、良莠参
差的现象，误导着人们的
价值认同、感情认同、审
美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严
重地颠覆着这个时代的审
美诉求和精神导向。

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
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
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
时代的语言和语言特质。
这个特质，代表着时代特
征 、 文 化 习 惯 、 社 会 风
尚 、 民 族 精 神 。 刘 勰 在

《文心雕龙》中说：心生而言立。著名作家汪曾祺
曾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
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看
了二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
言粗糙，就是内容粗糙。”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
乎时序。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从“关关雎
鸠，在河之洲”的 《诗经》、“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的《论语》，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
中”的 《三国演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
泪”的 《红楼梦》，从鲁迅的 《狂人日记》《阿 Q
正传》，到柳青的 《创业史》、路遥的 《平凡的世
界》 等，无不闪现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在现实语
境中，我们如何准确地把握时代特性、历史方
位，用时代语言去展现时代风采，避免语言粗糙，
提升作品内在气韵，真正传播出时代精神呢？语言
既是内容的表达，又体现了作家对世界的理解，
对时代的认知，也是作家写作态度的彰显。作品
的语言体现了作家的思想深度、文学理想、社会
担当、精神品质。语言的选择是源于生活而高于
生活的艺术再现，不是原汁原味的照抄、照搬，
也不是现实表象的描摹，更不是一味传播现实生
活中的戾气，而是通过有品质、有文学性的语言
描摹传播中国人的故事、禀赋，传承时代风貌。

一语顿悟，一语定乾坤，正是作家把握语言
创作经纬度的要义。同时，作者的语言，也透视
出作品的厚度与纯度、深度与高度。当前，一些
作品只盯向市场，以吸引眼球、赚足市场份额为
目的，结果严重背离了审美的基本价值判断，这
个现象值得警惕。语言风格既是文风，也是世
风，直接关系着文艺的本体，也关系着文艺的生
态建设。

只要我们的语言是从心底流出，作品就一定
会打动人。

作家姚鄂梅的长篇小说 《贴地飞行》 近日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贴地飞行》讲述了农
村年轻人为生活所迫进城打工的酸甜苦辣、爱恨
情仇，他们的失望以及希望。小说围绕杨粒写了
农村进城务工者的群像和城市现状。这些进城务
工者试图在城市里起飞，挣扎与希冀并存，过程
或许艰难，但飞行从未止息，希望也总在激励着
他们。

作家徐则臣认为，在中国，不只是北京流动
着北京人，上海流动着上海人，而是北京流动着
全中国的人，上海也流动着全中国的人。比如，
你要把北京城看清楚，不能简单地把天安门、故
宫、长城等非常符号化的东西往纸上一摆。东西
不是北京，活生生地生活在北京的这群人以及这
群人与一座城处在进行时的关系才是北京。也就
是说，你考察每一座城市，无论是北京还是上
海，都更应该把它放在一个辽阔的野地上来看，
把它放在一个乡土社会上来看。就像姚鄂梅选择
的这群让城市的沙盘运行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小人
物，他们其实生活在更大的背景中。谈城市时，
她的参照是老家；谈城市里的人时，她的参照是
老家里的那群人，两股不断扯动的力量，反而赋
予姚鄂梅书写《贴地飞行》时更大的空间。

作家谢尚发认为，姚鄂梅所关心的不仅仅是进
城和奋斗，而且要给这个时代描绘下一幅“巨大的
肖像”，成为“时代的绘心者”。《贴地飞行》在探测时
代幽微脉搏和心跳的创作过程中，以当下社会生活
中各色人等平凡庸俗的日子作为底料，不仅描摹了

“时代之貌”，还画龙点睛地把捉着“时代之心”，使
之活灵活现。

姚鄂梅谈到，写 《贴地飞行》 的初衷是力图
使每个故事成为我们集体旅程中的路标。与最初
的进城打工者不同，现在的他们受过一定的教
育，我在麦当劳、肯德基的非高峰时段看到过有
打工青年在那里看书，这说明他们身上仍然有求
知欲，有向上的欲望。看到这样的他们，我总是
忍不住心疼，我和他们是从一个房间里出来的
人，只不过我运气好，赶上了高考改变命运的好
时代，而他们却没有了我当年那样的好运。正是
这份心疼促使了这部小说的诞生。城市一方面慷
慨地接纳了他们，一方面又暗暗地嫌弃着他们，
这给了他们恣意做梦的土壤。杨粒、袁圆、小
美、伍杰正是这样一些小梦想家。

最大的鱼，最小的海
周晓枫

◎作家谈

甘肃文学：构建另一条丝绸之路
徐兆寿

◎文学新地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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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鄂梅《贴地飞行》：

外来人的城市梦想
韩 起

姚鄂梅《贴地飞行》：

外来人的城市梦想
韩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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