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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人口大省，也是文学大
省，每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数一
直在全国名列前茅。山东文学基础扎
实，特点鲜明，老中青结合的人才梯
队比较合理，各种文体发展较为均
衡，建立了一种多元互动的文学生
态。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诗
歌创作都是山东的传统优势项目。近
年的散文和儿童文学创作佳作迭出，
夏立君、石耿立和刘海栖、张晓楠在
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屡有斩获。山东网
络文学作家是一支充满活力的新军，
风凌天下、高楼大厦、减肥专家等人
的创作有大量的粉丝，多部作品进入
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榜单。
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山东作
家获得 3个奖项，还有 4部作品获得
提名，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一，获
奖和提名作品覆盖了报告文学、散
文、文学评论、短篇小说、诗歌5种
文体，多点开花，显示了山东文学的
深厚底蕴。

在改革开放走过 40 年的今天，
回顾山东文学走过的历程，我们不难
发现，艺术观念的革新和开放的文学
姿态是开启辉煌之门的金钥匙。王润
滋、张炜、李贯通、矫健、李存葆、
左建明、刘玉堂、苗长水、尤凤伟、
赵德发等作家以充满激情的独特探
索，开创了新时期山东文学的新局
面，奠定了“文学鲁军”的基本格
局。他们的创作敏锐体察时代潮流的
变迁，敢于创新，又有守正的齐鲁文
化中道义担当的一面，在喧嚣的流行
风尚面前表现出足够的定力。

王润滋的《内当家》《卖蟹》《鲁
班的子孙》、张炜的 《秋天的愤怒》

《声音》《一潭清水》、矫健的 《老霜
的苦闷》《老人仓》、李贯通的 《洞
天》《天缺一角》、李存葆的《高山下
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苗
长水的 《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左建
明的 《阴影》《黄河故道的娘儿们》、
尤凤伟的 《为国瑞兄弟善后》《石门
夜话》、刘玉堂的 《最后一个生产
队》、赵德发的 《通腿儿》 等优秀的
中短篇小说各具特色，从不同侧面展
现了鲜活的时代进程，叩问人性，探
触文化转型中的阵痛与新生。

山东作家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
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架设精神之桥。尤
凤伟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历
史与现实中的生命存在，赵德发的

“农民三部曲”追问农民与土地、个

体与家族之间的关系，都在当代文学
进程中留下了个人化的印迹。张炜的

《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 等
作品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源于其表
现的是独特的现实，作品有历史的纵
深感，有史诗的特征。作家关注现实
要有历史的内涵，不能写平面、流动
的现实，优秀的作家写现实一定要有
历史反思的意识，有前瞻的意识。

现实主义文学是山东作家的创作
主流，这和山东作家关注时代、关注
现实的传统有关。深入生活是山东作
家开掘现实矿藏的利器，他们走出舒
适的书房，通过锻炼脚力来提升自己
的眼界，开拓精神格局。从李存葆、
李延国、郭慎娟、王光明、牟崇光、
彭艳华、贾鲁生到铁流、徐锦庚、高
洪雷、王鸿鹏，山东的报告文学作家
善于把握重大题材，深入挖掘独特的
思想价值与审美内涵。许晨的长篇报
告文学《第四极——中国“蛟龙”号
挑战深海》 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正如作家叶梅所评价的那样，这部作
品的创作有“三难”——“难得”

“难熬”“难忘”。作者曾作为一名科
考队员随同“蛟龙号”远航，在海洋
深处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

山东的优秀作家在确保文学创作
的质量方面有高度共识，他们重视文
化积累，不抄近道，精雕细琢。散文
作家夏立君创作《时间的压力》的过
程，是一段寂寞、枯燥的漫长时光。
他与屈原、曹操、李白、司马迁等先
贤跨越时空的对话，承受着汗牛充栋

的前人成果带来的巨大压力，为了不
沿袭旧说，经常推倒重来，真是十年
磨一剑。

山东文学是有根的写作。山东作
家都深深地植根于脚下的大地，从故
乡的自然世界和乡亲的现实生存中获
得审美启示，并以故乡为精神根据
地，展开与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多元
对话。王润滋写过一篇创作谈《人民
是土地文学是树》，他说：“我们的作
家应该尊敬农民，学习农民，描写农
民。”山东作家正是散布于平原、深
山和海滨的树木，他们组成了茂盛的
森林，不仅用根须汲取土地中的营
养，而且以自己的生命守护这方水
土，改善周围的精神环境。王润滋、
刘玉堂等作家都喜欢在创作中运用方
言土语，这种语言习惯源于他们的农
家血脉，寄托了对故土和乡亲的浓烈
情感。鲁籍作家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山东本土作家张炜的胶东大地、刘玉
堂和赵德发的沂蒙山村、李贯通的微
山湖区，既是对故土的描述和追忆，
也寄托了作家的文化理想、审美理
想，是作家的精神家园。刘玉栋笔下
的齐周雾村也接续了这一传统。他的

《我们分到了土地》《给马兰姑姑押
车》《年日如草》 等作品，面向与自
己骨肉相连的故乡，将心比心地体谅
普通人群的难处。东紫、王秀梅、艾
玛、常芳等作家以特色鲜明的艺术探
索，从日常细节中发现人性的闪光，
用相濡以沫的温暖照亮生活，让平凡
的人积极向上，在艰难中不顺流而

下，用质朴乃至笨重的方式摆脱精神
困扰，逆势走向人性的高处，在琐碎
的生活中发光发热。

路也、王黎明、王夫刚、寒烟
（刘燕）、韩宗宝、孙方杰、李林芳、
阿华、轩辕轼轲等诗人的创作交相辉
映，其中既有像露珠滚滚的麦穗一样
清新质朴的诗行，也有如同夜空里的
星群一样纯粹的光芒，穿透了世俗
的尘埃。

从宋遂良、吴开晋、孔范今、陈
宝云、袁忠岳、任孚先到谭好哲、李
掖平、吴义勤、王光东、张清华、施
战军，山东文学评论一直以自己的声
音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形成了别具
一格的特点，在全国的文学评论中占
有重要地位。如今，更为年轻的马
兵、丛新强、张丽军、孙书文、张艳
梅、刘永春等以新的批评姿态，介入当
代文学的动态进程。

山东作家的写作往往有一种特殊
的韧性，在时代风尚的流转中表现出
一种审美定力，拒绝随波逐流，拒绝
轻易转换自己的立场与趣味，在自己
的园地深耕不辍，有一种持续的生长
性。另一方面，齐鲁文化既有农耕文
明的厚重与丰富，也有海洋文明的开
放与包容，这种文化的融合性也赋予
山东文学以审美的多样性。王方晨的

《老实街》 以独特的视角，关注老城
在转型过程中的挣扎与两难，写出了
这个自成一格的文化空间逐渐碎裂的
过程，就像一尊带着裂纹的精美古
瓷，在内外多重压力的挤压下缓缓碎
裂。张继、刘照如、瓦当、范玮、宗
利华、柏祥伟、张锐强、王宗坤、杨
袭、凌可新、邢庆杰、闵凡利等一批
优秀的小说家，李登建、丁建元、王
月鹏、厉彦林、魏新、赵建英、陈
原、王忠 （简默）、宋长征、林纾英
等散文作家，都以各具特色的艺术探
索，在荆棘丛生的荒野中趟出了一条
自己的路。山东作家的创新不是凌空
蹈虚的形式游戏，它离不开对山东文
脉的继承与发扬，善于从充满活力的
民间文化中吸取精神滋养。也就是
说，这种创新有底气，也接地气。年
轻的魏思孝、吴永强 （老四）、庄
凌、徐晓等人的创作长势喜人，呈现
出别样的趣味与美感。当然，山东文
学要取得新的突破，需要更多具有冲
击力的新生力量，以无所畏惧的青春
活力摆脱成规，推动文学的不断创新。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山东作
协主席）

姚茵是一位多年坚持写作的
华人作家，汉语表达是她回溯自
己国族经验的独特方式，当然这
种远在大洋彼岸的回溯和忆旧带
着深深的感伤色彩与复杂的心绪
特质。读她的小说，似乎远远地
听到《钗头凤》中“莫、莫、莫……
错、错、错”的叹息，又时时勾起个
人身世飘零的喟叹。在充溢着现
代性纠结的都市中，那句“生命
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
子”犹如一句谶语，准确揭示了
现代人逼仄的生存之境。

姚茵有着多年的精神病学研
究经历，出生地上海独特的地理
文化背景，多年旅居异质文化圈
的生活经历等因素，让她的写作
拥有异质文化、价值和伦理深度
交错的特质。.

《无名的凯瑟琳》 关涉到伦

理、道德和情感等多重维度，凯
瑟琳的奉献、忘我与爱带着与伦
理道德的纠结，一路前行在俗常
人生之旅中。《巴黎之吻》叙写了
一个发生在欧洲和美洲之间的感
伤故事，匡米对于荷龙的情感很
难说是爱情还是情爱，然而，现
代都市经验所产生的现实感和现
代人对于艺术人生的飘忽感，让
更多都市青年的情感出现不确定
性，两性之间的话语呈现出犹
疑、茫然和畏缩的状态。“爱”和

“爱情”变成了一件奢侈品，在原
本可以自由爱恋的时间和空间
中，因为莫名其妙的“直觉和冲
动”而让爱失之桑榆。《徙》中很
多人物的情感都带着浓厚的感伤
特质，两性之间无条件的爱情被
现代物质生存和所谓的个体自由
肢解得遍体鳞伤。

在 作 者 笔 下 ， 众 多 有 着 抑
郁、心理障碍乃至自杀倾向的个
体成为叙述和摹写的对象，当下
价值建构的错乱和人性脆弱的一
面得到了非常有力的表露和呈
现。可能，当我们窥视人性的幽
暗时，我们都是患了现代病而不
自知的病人。作者摹写了部分华
人群体深度进入异质文化之后，
心理和精神方面所产生的裂变乃
至错乱。因为作者本人依然从事
着专业方面的工作，她的写作是
和所在国的现代物质和精神生活
同步的，由此，她笔下的人物打
上了深深的美国社会印迹。她所
写的是带有鲜明美国现代生活方

式和价值观念的华人、亚裔和各
类族裔的移民，这些人物的交
往、文化的杂色和价值观念的拼
盘在文本中俯拾即是。

姚茵的这部文集细密内敛，
带着精神解剖学的冷静和残酷，
在淡定自若的文字中，呈现出她
所熟悉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心
灵境遇。她的写作直接跳过了对
于华人生计的叙述，径直奔向属
于情感、伦理乃至性心理的幽暗
区域。她笔下的华人有着漂泊的
现代属性，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
人在新大陆上以现代人的身份遭
遇现代生存的逼压，同时又有着
炎黄子孙特有的乡愁和伤痛。由
此，她的写作显示出和当下生存
直接对应的敏锐以及对于现时代
华人心理情绪的深度摹写。

当下，部分华人群体呈现出
的心灵镜像恰恰成为整体性美国
生活经验某个棱面的象征。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姚茵的写作显示
出与其他华人作家不一样的先锋
性和当下性。

近日，由中国新文学学会、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醒龙当
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文学评论》
编辑部等主办的“刘醒龙近作与
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
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与会专
家围绕刘醒龙 《蟠虺》《上上长
江》《黄冈秘卷》等近作及当下文
学创作的趋势展开了充分讨论。

湖北省文联副主席肖伟池认
为，刘醒龙是新时期文学重要的
代表性作家，鲁迅文学奖和茅盾
文学奖的双冠王，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他成功的
关键。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认
为，刘醒龙能在每一个历史关
头，给社会重大问题以现实关
切，记录下了时代最敏感最丰富
的神经脉动。诸如民办教师、乡
村社会治理等现实问题都是他作
品关注的对象。楚文化品格是其
作品的一大特色，从 《大别山之
谜》到《黄冈秘卷》，刘醒龙是楚
文化的文学后裔，其作品中的人
物具有“湖北式”人格。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
为，刘醒龙的创作有三大特点：
首先是持之以恒，坚持创作。他
不是通过演讲、接受采访、作者
谈来维持声誉，消费旧有名声，
而是坚持小说本位，通过持续不
断地观察思考，创作了一部又一
部佳作。第二，刘醒龙的创作追
求艺术与历史的融合，突破了既
有模式，消融了历史的线性化特
点。在他笔下，历史不再是延长
和延申，而是融合。历史与现实
关系的新变是刘醒龙创作上的成
熟。第三，明确的地方意识与鲜
明的中国精神表达。《黄冈秘卷》
更加自觉地把地方写成故乡，写
出某种意义上的地方史志。当下
小说创作，明确的地理方位感是
一个特点，但过分狭窄的地方化
会使小说格局受到限制。刘醒龙
自觉突破地方性和地域性，他表
达的主题是开放式的，在文学趋
势的趋同性中有自己的个性，表
面看写的是地方人的地方性格，
作家努力表达的则是中国精神。

《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
战军用“境遇”“根须”“方圆”
三个关键词总结刘醒龙的近作。
境遇感，指他的作品接地气，具
有现实关怀。面对现实塌陷，刘
醒龙没有选择跺脚，而是选择迈
出步去。根须指的是其创作接续
伟大的文化传统。他的想象、虚
构无一不是从根须出发。方圆指
他的作品有格局，个性的棱角与
面对浩大生命时的圆融相统一。
刘醒龙是一位心怀家国天下的作
家，有整体结构的作家，他不仅
是小说家，还是一位诗人。

湖北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认为，可以
从一个作家透视出文学发展的历
史。20 世纪 90 年代，《分享艰

难》 等作品对于转型期有担当的
基层干部的塑造是前所未有的，
被雷达命名为“现实主义冲击
波”。2005 年的 《圣天门口》 突
出了鄂东革命的特点，全面展现
了南方革命的气象。近年来，刘
醒龙关注文化问题，从 《蟠虺》
关注文化人格到 《黄冈秘卷》 关
注地方志，反映了当代文学的
趋势性，预示了中国作家努力
的方向。

江苏作协副主席汪政认为，
刘醒龙不认为过去的风格是自己
要坚守和不断添砖加瓦的，而是
放下身段，放下包袱，开辟了一
个又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

《圣天门口》《天行者》《蟠虺》
《黄冈秘卷》这一系列的作品迥然
相异，不断出新。刘醒龙不是纸
上行走的作家，他行走在大地和
历史深处，行走在卷帙浩繁的经
典和一个个陌生的领域中。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
在闭幕词中指出，刘醒龙的创作
成熟于新世纪。1934年，赵家璧
先生策划中国新文学大系时距新
文学元年的 1917 年不过 18 年；
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的《中
国当代文学史稿》据当代文学元年
的1949年也不过13年。今天，新世
纪文学已经走过 18 年的历史了，
是时候对近20年来中国文学创作
进行总结了。

刘醒龙在闭幕式上以自己的
创作为例，谈了对宿命和命运的
看法，“一旦明白所谓神奇不过是
自己认知不到位时情绪上的夸张
与放大，命运就会成为自己的良
师益友。”他认为，命运包含了那
种发自内心的和解的意愿，《凤凰
琴》 是宿命的，到 《天行者》 这
里，所有的人物坦然接受各自的
人生状态，各自努力生活，努力
做好自己，这就是命运。

王方晨跟我渊源颇深，我和他不
仅是同学，还编过他七八篇作品，被
文中飞扬的诗性和典雅的文字所迷
醉。读了他的长篇小说 《老实街》，
我忽觉又见到了一个厚积薄发、笔力
强健的王方晨。

成书之前，这些短篇均发在全国
重要文学期刊上，我最喜欢的是《大
马士革剃刀》。不少人以为这是一篇
侦探故事。虐猫者谁？细读之，都知
道是左门鼻。我却为文中弥漫的情绪
而感伤。作者想要表达的是老人的孤
独，是人与人之间那把看不见的冷冰
冰的“比较”之刀。陈玉伋的热闹得
意更衬托出左门鼻的落寞失落，所以
他必须用相依为命的猫，用贵重的剃
刀一步步地逼走陈玉伋。不心爱，不
贵重，焉能给陈玉伋心里造成极大的
压力？焉能让老实街的人们，信服是
陈玉伋所为？人性的深暗显现。让我

难过的是左门鼻好似胜利了，可他的
胜利仍是被陈玉伋的女儿一语击穿。

还有老花头，一个行踪不定的说
媒老头。他给编竹匠的女儿说媒，说
得体贴而入微。老实街被拆，他第一
个签了字。看似令人不齿，半夜却一
个人走到一片废墟的胡同，蜷缩在编
竹匠女儿遗弃的大竹椅里，让我们想
到他给编竹匠女儿说媒的动机，还有
内心那不易为人所知的秘密。

编竹匠女儿鹅的形象，刷新了我
的阅读感觉。她如老实街上的野花，
极尽绚烂，肆意绽放，一扫多数作家
笔下，女性为情所累的形象。生了私
生子，老街的人们并未鄙弃她，而是
用一个古老的传说——践石而娠，为
她解围。

全书人物是立体的、丰饶的。鹅
需要的一张床，老花头隐性的情感之
花，阿基米德兄弟的隐身避世，我
想，放在一条古老的街上，更有其丰
富的所指。王方晨的小说，故事密码
多，线头密布、不时闪现，稍不留
意，就会错过。有时可能是一把钥
匙，一盘菜，一片叶子甚至一朵花的
叫法，器物，手艺，巧妙地给我们展
示了那条街的纹理及人物独特的个
性。比如剃刀，竟有一个让人意想不
到的名字：大马士革。比如阿基米
德。王方晨看似站在一条街上，其实
他的视野并不局限，目光投向更加丰
富的大千世界。他把一条古老的街巷
置于时代，置于浩浩宇宙中去考量，
去体察。

好小说不是写出来的，是呕心经
营出来的，是作者站在内心的制高点

上，把自我深深地投放进去，细察众
生万物，展现人性、道德之间的纠
缠，方显生命之复杂和幽微。

千佛山、大明湖、涤心泉等地
名，使小说的地域感明显。唐二海酱
菜、文升园的蒲菜奶汤、古盛村的银
丝卷……地方风味扑面而来。作者眼
观芸芸众生，体恤世情人心。老实
街，旧军门巷，鞭指巷上的张宅、穆
宅、状元第，汇泉楼、燕喜堂、心佛
斋、厚得福等饭庄，使小说在现世中
又平添一分古意。汤汤水水，油盐酱
醋的世情扑面而来。

作家行文，最忌死板，王方晨的
小说如紫藤怒放，灿烂于院墙一角，
好似云山崩落。墙外观看，时有风中
摇曳的隐约丰姿。

纳博科夫看了 《安娜·卡列尼
娜》，曾画过当时俄罗斯莫斯科到圣
彼得堡火车车厢图，我也好想画出王
方晨老实街的图来，可叹非画家，笔
力不逮。写到这里，没来由地忽想起
同学时，我们在鲁院荷塘边散步，王
方晨穿着一条深蓝色牛仔裤，他再三
强 调 ， 这 是 第 一 次 穿 。 那 时 ， 是
2015 年 11 月，银杏叶铺了一地，灿
如黄金。

《老实街》 不正是王方晨写作之
路上的银叶大道吗？

评论家谢有顺说：“一条自成一
格的老街，一座真实、客观的北方大
城，浓缩着中国伦理和文化基因的老
街上，王方晨力图写出这个道德小世
界的解体，碎裂，并由此发现当代都
市的情感密码，寄寓时代变迁下的精
神乡愁。”我深以为然。

山东文学：有根的灿烂
□ 黄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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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根的漂泊与华人叙事
□ 郭 艳

老街巷里的云蒸霞蔚
□ 文清丽

尤凤伟

张炜张炜

许晨 张玉栋 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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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作家都深深地植根于脚下的大地，从故乡的自然世界和乡亲的现实生存中获得审美启示

●山东作家的写作往往有一种特殊的韧性，在时代风尚的流转中表现出一种审美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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