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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于文化厚土之上的安徽文学一直
有着不俗的表现。当前的安徽文学创作既
扎根于历史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融入现实
的精神和未来的前瞻，正循着人民的心音
拾级而上，呈现出特有的时代内涵与特
色。

诗歌创作勇立潮头、敢为世先

安徽一直是中国诗歌的重镇，仅就现
代安徽诗歌而言，就出现了群星璀璨的局
面。陈独秀擅写旧体诗，胡适的白话诗尝
试，湖畔诗社的汪静之出版 《蕙的风》 时
年仅 20 岁，新月派代表诗人朱湘被认为

“代表了中国十年来诗歌的一个方向”，方
令孺、方玮德出身桐城名门，诗作意境不
俗，还有“时代的鼓手”田间。当代安徽
诗人也是名家辈出，影响深远。韩瀚、刘
祖慈的诗歌独辟蹊径，梁小斌的朦胧诗颇
具个性，海子的诗歌朝向生命和远方，还
能数出很多有影响的诗人诗作，如沈天
鸿、杨健、陈所巨等。

当前，安徽诗人的诗歌创作继续勇立
潮头，敢为世先。陈先发在获得“华语文
学传媒大奖”之后又摘取第七届鲁迅文学
奖的桂冠，再一次引领安徽当前诗歌创作
的热潮。获得鲁奖的 《九章》“融状物、
玄思于一炉，本土气质与现代语言技艺共
同发酵，迸发出强悍的艺术表现力”。朦
胧诗代表诗人梁小斌仍笔耕不已，佳作频
出，组诗 《梁小斌的诗》 刚刚获得首届国
际旅游诗歌奖最高奖。梁小斌的诗歌基于
日常生活的锐利思考，被学界誉为“中国
的卡夫卡”。吴少东 2015 年获“中国实力
诗人奖”，2018 年获年度十佳诗人奖，其
诗作意在“灿烂的孤独”，一向以明润、
丰厚、开阔、大气著称。张岩松，中国后
现代主义代表诗人，在叩问后现代的精神
状况与存在景观中建构自己的诗歌王国。
张万舒的 《黄山松》 已然成为安徽人的精
神象征。当前优秀的诗人还有很多，如祝
凤鸣、杨健、沈天鸿、余怒、李云、陈巨
飞、许敏、木叶、何冰凌……

当下的安徽诗歌创作在中国诗歌界影
响较大，而且安徽诗坛的诗歌生态也健康
明朗向上。安徽诗歌界积极促进诗歌创作
的不断深入发展，目前有中国桃花潭国际
诗歌周，中国紫蓬诗歌节、中国诗歌创作

基地也即将落户安徽紫蓬山。安徽省文联
主办的 《诗歌月刊》 继 20 世纪 80 年代的

《诗歌报》 之后，继续成为诗歌的重要阵
地，聚集安徽乃至海内外优秀的诗作。民
间的刊物或网刊、公众号也为安徽的诗歌
推波助澜，雪鹰主持的 《安徽诗人》 也逐
渐彰显了安徽诗歌的创作实力与特色。

小说创作稳中有进、厚积薄发

自现代以来，安徽的小说创作成就斐
然。皖西作家群与未名社取得不俗艺术成
就，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具有鲁迅风范，蒋
光慈的小说开创普罗文学的先声，张恨水
是一代通俗小说大家，吴组缃的小说具有
社会剖析色彩。当代以来，安徽文学四
杰：陈登科、公刘、鲁彦周、严阵为世瞩
目。张弦、江流、刘克、周而复、肖马、
戴厚英、祝兴义、彭拜、曹玉模、刘先
平、陈源斌等一批优秀的小说家脱颖而
出。新时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也成就突
出，季宇、许辉、潘军、许春樵、徐贵
祥、潘小平、李平易、赵焰等是突出代
表。

当前，安徽的小说创作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红色记忆的当下叙述。
季宇退休以后，创作迸发了第二春，《最
后的电波》《金斗街八号》 等佳作迭出，

前不久获得人民文学奖。“金寨红”大型
文学原创叙事活动，取得了重要收获，李
国彬的 《哥哥莫要过河来》、余同友的

《鲜 花 岭 的 星 星》、 李 云 的 《爷 要 一 杆
枪》、 陈 斌 先 的 《斑 竹 泪》、 朱 斌 峰 的

《等》 等一系列优秀的中短篇小说问世，
这些“不忘初心”的红色叙事具有重要的
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二是持续关注社会
弱势群体，落笔于“世相人情”。许春樵
继“男人四部曲”之后，在小说创作方面
继续发力，《麦子熟了》《月光粉碎》《遍
地槐花》 备受关注；三是新乡土系列的写
作呈现时代新质。苗秀侠的 《皖北大地》
以文学的方式重建新型农民的主体性；四
是历史文化叙事向深度探索。陈斌先的

《响郢》、洪放的 《百花井》、李凤群的
《大风》 体现了作家的历史深度与艺术才
情；五是地域文化的艺术呈现。曹多勇的

《淮水谣》 是体现淮河文化的优秀文本，
写出了淮河两岸人民的历史、文化、生存
与灵魂的状貌；六是先锋文学精神的“续
航”。余同友的 《去往古代的父亲》 将先
锋精神和当下现实紧密结合，在短篇小说
领域独具特色；七是主流叙事不遑多让。
李国彬的 《小岗村的年轻人》 有独到的艺
术呈现。许冬林的 《大江大海》 反映了大
变革年代民营企业家以生命和青春书写大
江大海的时代传奇；八是儿童文学、侦探

文学也颇多建树。伍美珍、许诺晨、薄其
红、谢鑫各自在自己的领域推陈出新；九
是“90后”作家开始崭露头角，大头马的
创作风头正劲，具有前卫的青春气质。

目前，安徽小说正立足安徽，面向全
国，多维度聚焦现实，深度开掘历史、文
化、地域资源，稳中有进，厚积薄发。

散文创作朝气蓬勃、各擅其长

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就以现代杂
感类散文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建
设，影响和成就深远。皖西作家群中的韦
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等就因为
抒写皖西的独特文化和地域风情而闻名，
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散文名篇。当代安徽作
家的散文也是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王英
琦的散文在中国当代散文领域有一定的影
响。白榕、刘湘如、潘小平、苏北、徐
迅、赵焰的散文也各有千秋。

当前安徽的散文创作朝气蓬勃，各擅
其长。近些年，许辉的创作从小说逐渐转
向散文和思想随笔，他的“单独”系列散
文，淮河系列散文，《许辉散文典藏》《人
人都爱在水边》 在当下散文领域颇有影
响，获得了冰心散文奖。他的思想性随笔

《涡河边的老子》《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点
点孔子和老子》 有韵味、有意味、有文化
思考。潘小平的散文延续了她一贯的地域
品格，并蕴含着智者的审美情趣和淳朴的
人文情怀。陈所巨的散文散发着泥土的气
息又具备深刻思辨的品格，被誉为新桐城
派散文的领军人物。赵焰的徽州系列散文
逐渐形成系列，韵味隽永，有鲜明的个人
风格。苏北的散文传承汪曾祺的温润。除
此以外，当前的安徽文学在纪实文学等方
面也做出了应有的成绩。洪放、朱斌峰、
许冬林的报告文学 《领跑者》 为合肥科技
创新作了一次全景式的深度解读。安文卓
的 《一条大河波浪宽》 以纪实的笔触写出
了新时代淮河两岸人民新的生活现场和心
灵图景。

安徽当前的文学创作呈现良好的进取
姿态，当前的安徽文学创作有高原，但文
学创作的高峰还没有到来，相信假以时
日，一定会出现能体现时代品格的文学经
典。

(作者为安徽新华学院文学院教授)

野性、阳刚、坚韧，这类男子汉写作
是当下时代亟需的坚硬文学。加拿大华人
作家陈河作品处处见出阳刚之气，有血
性、有力度，凸显出强大的生存意志力。
但这种野性不是粗野，不是暴戾，而是从
生的执著中穿透出来的力量，男人英雄情
结中的豪情，渗透着几千年父系话语体系
根基。陈河笔下的铁人更切近于海明威

《老人与海》 硬汉精神，用心思索战争与
历史的纠缠、刻骨的文化事件、艰难的求
生意志。

经历多少磨难才能造就坚韧。陈河坚
硬文学的写作之路靠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指引。16岁工厂劳动，此后当兵历练，后
在企业当经理，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
席，壮年远走阿尔巴尼亚、加拿大，从事
药品买卖、中餐馆生意，刚有起色，却被
劫匪绑架，又幸存于世。陈河说，当年在
生命垂危关头，想到尚未在 《收获》 发表
作品，不能死，结果真的撑了下来，写作
成为求生意志，这也是奇事。

硬汉文学总与战争密不可分。陈河几
乎写遍了一战二战、国内战争、抗日战争、
朝鲜战争、抗美援越战争等，典型的战争文
学有《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外苏河
之战》等。2010 年面世的《沙捞越战事》讲
华裔周天化生于加拿大在日本人圈子里长
大，被英军空投到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丛林
执行特工任务抗日，却被日军用计要挟为
双面间谍，他周旋于多重势力之间。在风
云突变的国际战场上，飞毛腿特工周天化
成长为一名地道的硬汉英雄。陈河的战争
叙事有鲜明的传奇和异域色彩，虚幻与现
实相杂，有力地再现海外华人的生存境遇。

但是，战争文学只是坚硬文学的一小
部分。陈河创作喜以历史事件和真实故事
为根基，为写好这些非虚构纪实作品，专
程奔赴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各地收集
资料、实地考察、采访老兵。行一般人不
为之事，写一般人不写之文，追求极致的写
作。硬汉精神是炼出来的，文学的坚硬也
如是。海外作家多有入伍经历，多有浓重

的部队情结，勇士们大胆敢闯，敢于走出国
门，走出更宽广的路子。最硬汉的文学《老
人与海》处处渗透出海明威式的强悍坚忍：

“人不是生来就被打败的，你可以消灭我，
但你永远打不败我”，这种坚硬是永不言败
的精神。

坚硬叙事并不是一味的直来直去，而
是善于设置悬念，千回百转，且增添浓郁
的神秘色彩，哥特式小说的诡异幽暗与蓬
勃向上的向阳感，多线并进古今穿插与一
气呵成行云流水和谐地凝结于陈河小说。
笔者读陈河小说常常手不释卷，熬夜看
完，因其小说情节曲折离奇，猎奇侦探，
扣人心弦的悬念扣点设置尤为精彩。《甲
骨时光》 交错并置当代的考古故事与商代
的战争故事、商代巫女与当代麻风婆，给
人时光穿越相通之感，更增添玄幻细节。
全书弥漫神秘魔幻色彩。

陈河的考古式写作冥冥中总有很多神
秘牵引，如马来西亚偶遇的出租车司机助
其迅速找到了访谈目标。如《布偶》原拟书

名为《前三后四》，后来灵光一闪，改了名，
且以诡异的布偶串联起大量神秘独特的细
节，又是这种神秘力量的牵引，促使作者将
1988 年述写 1975 年故事的短篇《布偶》，在
20年后的2008年又扩写为长篇《布偶》。

近年，陈河频频获奖如首届“郁达夫
小说奖”“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
奖”等。2017年10月上海举办第二届海外
华文文学思南公馆读书会，陈河粉丝们特
意从外地飞来。陈河小说题材宽广，如殷
墟甲骨遗址破解、华侨工厂情爱、华人参
加马共战争、国人参加抗美援越战争等，
不拘一格，不愿自我重复。海外经历带来
广阔视野，以世界眼光回看中国，以中西
比较视野发现文化的取长补短；海外题材
与国内题材交织，为小说增添跨国志愿
兵、混血儿、传教士等新人物形象；运用
多重叙事视角，富有异域空间跨越度、历
史穿越感、悲剧穿透力，纵横捭阖，张弛
有度。在绝地困境中起而立之，陈河的坚
硬文学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力量。

文学的力量不同于
政治、经济、军事、科
技，主要诉诸人的精
神，影响人的精神。文
学要勇于为时代画像、
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
德，勇于记录新时代、
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
代

无论就文学所提供
的认识资源也好，还是
文 学 揭 示 的 教 训 、 借
镜、真理，抑或是文学
对人类审美感受、认知
能力提升所担负的责任
而言，都已经证明了文
学绝非可有可无。文学
能 够 为 避 免 人 陷 于 狭
隘、自大或无知等发挥
作用，有助于启发人们
认识天外之天，看向更
辽阔的远方，指引着人
们去洞悉更幽深的精神
领地。文学促使人不那
么麻木不仁、不求甚解
或心怀成见，文学把过
去现在积累起来的生活
经验、社会思考传递给
人类，让不同地方的人
们都能从中汲取营养，
使自己获得更多与他人
交往交流的智慧。

文学的力量不同于
政治、经济、军事、科
技 ， 主 要 诉 诸 人 的 灵
魂，影响人的精神。文学对人的精神和人的
心灵发言。文学要勇于为时代画像、为时代
立传、为时代明德，勇于记录新时代、书写
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文学以形象表达世界，
分享人们对生活、对世界、对自然的看法。文
学揭示种种秘密，积累和凝聚智慧，使人的
精神得到充实，灵魂得到浇灌，积攒起对抗外
部世界的信心，克服孤独恐惧，渡过漫漫长
夜。文学在进化中还获得了一种超脱物质利
益和现实功利纠缠的能力，我们不指望文学
解决具体的实际的生活问题，而希望文学提
供精神上的愉悦，如果没有作家笔墨的装
扮，世界会显得无比枯燥与平凡。文学使人
们产生一种脱俗的冲动，心灵得到启迪、净
化，精神得到指引，文学让我们去追求非现
实的理想，幻想现世之外的境界，达到对世
界和自然的透彻领悟，增强内在修养，丰富
精神修养。

文学无论多么超凡脱俗，都是小说家或
诗人从人生出发，凭借历史现实，经由语言
及虚构等途径，去构建出的一个个新的宇宙
和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凭借文学这个媒介，
人们之间在交流的时候，不管地理距离相差
多远，文化差异有多大，总能找到共同话
题。文学注重向人难以认识的精神领域展开
全面掘进。但，人的精神领域是如此的复
杂、深邃、不可理喻，且具有相当大的个人
性、差异性、隐秘性甚至黑暗性，人的内心
世界之博大、驳杂，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
奇妙的存在。文学让人们不得不承认，人类
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如此相似、接近，以致
于不管地域相隔多远，种族相差多大，对美
丑、生死、爱恨、情仇的看法居然相差无
几。比如，中国人相信相爱的人可以心有灵
犀一点通，国外的小说家也认为，陷入热恋
的情人一定会有“通感”。

现实世界的博大为文学创造、言说、描
写开辟了巨大空间和可能。文学这个领域太
神秘，太变化多端，有人将毕生精力投入其
中，因其无穷魅力，而使不少人甘愿放弃自
己的一切。文学收获之难，在于作家和其他
人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困境、苦恼。他们经
常受到语言与虚构、历史与现实的困扰。人
们所知的历史已经是呼啸而逝的过去，已无
法改变，而面对的现实却如此喧嚣、复杂，
甚至超出了虚构的能力，如何用自己的笔，
富有感染力地反映出每天都会有的巨大波动
和变化的现实，揭示出历史现实当中人的喜
怒哀乐，反映出对未来的向往，对人生的看
法，呈现历史规律，对每个作家都构成了强
大的考验。

人们希望通过作家的描写，看到不同国
家的历史发展，不同民族所经过的种种波
折。文学对抗世界的不完善，作家写出现实
和人们所想象的距离之大，写生活的不完
美，精神的瑕疵，与理想的差距。写人与人
的隔阂，写人的固执己见，写人有思考的能
力却没有行动的能力，写两性之间理解的不
充分。文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脆弱的，
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需要克服自身许多弱
点。同时也昭示人们，人可以凭自己的意志
力、良心，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完善。
读者不一定完全相信作家所写的东西，作家
也有充分的理由说，我写的本来就不是为了
让所有人相信，我写的是我心目中的历史，
是经过处理的现实，提供的营养元素与历史
学家、新闻记者不同。

生活的河流每天奔腾不息，身处现实之
中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生活的构建，
文学主要不是为生活提供具体的指南，而是
再造一个个想象的现实，让人们从中寻找一
些印证、暗示与对照。古今中外的作家以自
己的作品证明，人在处理自己和现实、自己
和社会、自然等关系方面有着非凡的智慧，
文学有理由加以记录，鼓励现实中的人从中
能够有所汲取。

山西是中国典型的乡村传统根基深厚
的内陆省份，山西的脱贫工作在中国有着
代表性。鲁顺民等人在 《掷地有声》 中对
山西的精准脱贫工作，从政策的实施，干
部、乡民的精神状态，到生产形态的变
化，文化、教育、科技等等在其中的作
用，对山西的精准扶贫工作作了颇具深度
的全方位的描写与揭示，讲了一个生动的
让大家关心的正在中国发生的好故事。

这个故事是如何“讲述”的呢？一是
通过贴近乡民实际生存的真实细节进行展
示，二是用数据来支持。

在这部长达400多页的作品中，每阅读
两三页，总是会看到一两个生动的能够体
现乡民实际生存状况的细节，总是会看到
一两串体现乡民实际生存形态的数字。

这样的一种讲述故事的模式，其实是
山西文学创作的传统。在赵树理 《孟祥英
翻身》 中对劳模孟祥英事迹的描写中，在

《三里湾》 对马多寿入社时的精打细算
中，在 《实干家潘永福》 对生产的具体领
导中，在马烽、孙谦写于1950年代后期的

《写给关心晋西北的人们》，在束为的 《崞
县新八景》中，甚至早在1920年山西早期
共产党员高君宇写的 《山西劳动状况》
中，甚至在以写新的英雄人物著称的马烽
的代表作 《我的第一个上级》 对老田了解
水势的具体描写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写

法。在今天张平的 《重新生活》 中对腐败
官员抄家现场的描写，对乡村学校学习情
境的描写中，也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写作模
式。

如此讲述故事的意义首先在于直接还
原事物本身，直抵事物本质。其次，这种
细节真实的力量，数据真实的力量，在体
现现实真实方面的作用，仍然有着不容忽
视的意义。在中国的当下，用现实的细节
的真实破除主观意象的虚饰，更具“在场
性”。

读赵树理、马烽等山西作家的小说，
有时也简直分不清他们写的是小说还是报
告文学亦或是流行于民间的生活故事。这
种写作传统，在讲述中国故事时，使中国
人的生活得到真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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