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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素分南北。但传统意义上
的南方主要以江浙为中心，至岭南已属

“化外之地”，更不要说“南方之南”被
海水四面包围的海南了。的确，海南文
化与南方文化甚至两广地区差别很大。
汉代以来大规模文化交流与经济开发，
加上开阔的海洋地理环境，逐渐形成海
南文化包容性强的特征。如果从文化生
态学角度来考察，海南文化具有海洋文
化的特点，而亚热带气候又给这种海洋
文化增加了别样的色彩。

从历史上看，海南向来是座移民
岛，对海南文学来说，移民作家一直扮
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激发本土创作
的能量来源。

当代史上几次重要的移民潮，深刻
地影响了海南文学创作的格局。比如上
世纪 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农垦移民，以
及 1988 年建省带动的“十万人才下海
南”大潮，都使大量来自文学中心区域
的写作者进入海南，成为海南文学创作
的新力量。尤其是那些移居前已取得突
出成就的作家，如韩少功、蒋子丹，以
及诗人多多、王小妮、徐敬亚等，他们
的到来极大提升和带动了海南的整体创
作水平，也培育了作家队伍，他们的创
作成为外界识别海南文学的突出标志。
韩少功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移居海南之
后，一直保持着高产高质的创作状态，

《暗示》《马桥词典》《日夜书》《修改过
程》 等长篇小说及 《山南水北》 等散文
随笔集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蒋子丹在
经过上世纪 90年代女性主义的先锋创作
时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潜，2000 年
以后又创作出生态文学 《一只蚂蚁领着
我走》《动物档案》以及带有网络写作特
征的实验性长篇小说《囚界无边》，显示
出较高的艺术创作能力。

移民作家中，不同文化背景携带了
不同地域文化因素和个人生命经验的影
子，从而使海南文学显得异彩纷呈。

比如陕西作家张浩文、杜光辉以朴
拙的笔触，展现了厚重的生活质感和历
史感，尤其是张浩文的《绝秦书》，书写

上世纪 20 年代的西北大饥荒，笔力沉
浑，悲风满纸，显示了强大的人道主义
力量和现实主义魅力。而杜光辉 《大车
帮》 对关中生活的书写，更多表现为对
传统人格理想和道德力量的赞颂。有着
知青经历的晓剑创作出众多知青题材小
说和报告文学作品；成长于江西革命老
区的张品成多年来坚持创作少年红军的
成长小说，在革命历史小说和儿童文学
创作领域独树一帜，具有全国性的影
响。长期定居海南的陕西移民作家孙皓
辉，在海南创作出大型历史小说 《大秦
帝国》，成为拥趸无数的现象级作品。另
外，成长于江南水乡的女作家杨沐，善
于描写当代女性顽强寻求自我的曲折内
心历程，创作出充满人格张力和强烈戏
剧性的长篇小说《双人舞》，展现出令人
赞叹的叙事能力。来自湖北的严敬多年
来一直坚持唯美主义的先锋创作，在文
学的形式感上达到了不俗的境界。

随着海南大规模开发带来的社会巨
变，在移民作家的激励甚至挤压之下，
海南本土写作近年来也获得了长足进

步，涌现出一批值得重视的优秀作品。
对于“土著”作家而言，这也是一个重
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在商品文化冲击下
迅速改变的海南生活，给本土作家带来
了怀旧情怀和沉重的焦虑感，如何在写
作中重建海南的文化形象，确立海南生
活作为生存根基的价值，就成为一个潜
在的写作命题。我们可以在孔见、艾
子、李孟伦等人的诗中隐约发现“家在
海南”的精神意义，也可以在林森的小
镇书写中窥见海南本土的心灵秘密。

作为曾经的经济改革前沿地带，在
经历落潮的挫折后，海南 2009年又迎来
建设国际旅游岛所带来的地产热冲击，
具有本土生活经验的人们更真切地感受
到社会转型的强度与突兀，这给心灵敏
感的人们带来了焦虑和生存的惶惑，并
导致了美学上的激烈反应，构成了海南
本土写作的一个精神背景。

崽崽是本土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擅
长书写海南市井生活，其代表作 《谷街
后》《我们的三六巷》以本土视点审视海
南世俗生活，活画出海南市民的文化性

格。《我们的三六巷》向我们展示了一幅
建省之际海南市民生活的风俗画。通过
对新旧几代市民和新移民的生动刻画，
小说呈现了海南社会在外来冲击下的精
神惶惑与历史蜕变。林森是海南本土写
作的代表性作家，长篇小说 《关关雎
鸠》 和中篇小说近作 《海里岸上》 别具
韵味地展示了炎热潮湿的海南小镇的生
活氛围以及独特的海洋文化风味。在深
层意义上，它们表达出海南本地人对现
代生活与时代冲击的创伤性体验以及蕴
藏在海南生活内部的顽强生命力。

符浩勇是小小说领域的重要作家，
韩芍夷在海南母系家族书写上实力不
俗，李焕才是乡土小说的好手。他们共同
构成了海南本土小说家的基本阵容。

在散文随笔领域，孔见 《赤贫的精
神》《卑微者的生存智慧》等散文集是对
纷繁现实问题的哲学沉思和精神超脱，
富于哲学反省的意味。蔡葩的 《有多少
优雅可以重现》《风从南洋来》等历史随
笔，以史实为框架，试图钩沉和重构海
南文化的精神血脉，这种淹没在历史深
处又被重新打捞出来的海南精神，闪现
在那些近代人物的心性之中。

海南诗歌近年来异军突起，主要由
海南年轻诗人组成的“海拔”诗群在国
内重要诗歌刊物上频频亮相，产生了全
国性的影响，一批年轻的“海拔”诗人
创作颇为活跃，除早已成名、几年前加
盟“海拔”的江非，主要是本土成长起
来的年轻诗人，如纪少飞、艾子、符
力、王凡、邹旭、衣米一、陈亚冰、王
广俊等，他们和 2000年后落户海南的著
名诗人多多、王小妮、徐敬亚等人一起，共
同塑造出海南诗坛的整体形象。

海南偏居南方之南，固然有其远离
主流文化资源的地缘劣势，却也因此少
了各种羁绊。海南历史负担小，束缚也
少，可以先行先试。海南的战略地位越
来越被重视，相信它会吸引更多的优秀
人才加盟。海南文学创作的未来是让人
期待的。

（作者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现居美国的华文作家南
希，是近年来在海外华文文
坛非常活跃的女作家。上世
纪 90 年代初，她放弃了国内
报社记者的职业，远赴美国
留学。出国之前，南希已发
表大量的纪实文学、散文和
随笔评论，然而生活语境的
转变让她在异域无法继续从
事中文写作。

异质文化空间中的“失
语”感、边缘感是很多新移
民作家共有的经验，这也培
育了海外华文作家跨语境、
跨区域创作的独特性。南希
说：“当一个移民独立而自尊
地立足于别人的国土时，其
短时期的经历确使内心变得
极度敏锐和丰富。而从另一
个 角 度 来 说 ， 这 种 ‘ 洋 插
队’的生活经历，就像当年
的 上 山 下 乡 ‘ 土 插 队 ’ 一
样，让我收获另一份语言和
写作的养分。”沉寂很久之
后，2006年，南希从散文创作
开始，重新建构起自己的文学
世界，无论是观察角度、生活
感悟还是生命体验，都在跨文
化之后有了新的表现视域，获
得美国汉新文学奖散文一等奖的《天禽如人》正是如此。

如果说散文是南希在异国他乡以中文书写寻找自我
的方式，投射了深切的情感与文化观，那么小说则是她
尽可能以冷静和理性的眼光观察世界、审视和思考的空
间。无论是书写身处其中的美国现实，还是再现一代人
的历史记忆，移民经验在中国底蕴和西方文化的交汇融
合中，成为她讲故事的底色。短篇小说 《莎丽一家的晚
餐》《伊妹儿的黑色星期五》《多汁的眼睛》 等关注美国
不同族群的普通移民，小人物的挣扎、无奈和痛楚在南
希看来是现实真实的折射，移民写移民的故事，冷峻的
笔触背后是深切的关怀与共情。同时，她也在以书写表
述文化跨域的可能，从小的移民群体上升到对人类命运
的思考。

每一代作家都有自己关于时代的记忆，既是个体
的，也是集体的。文学以情感逻辑，提供我们进入历史
的立体可感的、有温度的路径。关于上世纪70年代的记
忆，近年来在影视和文学中都有极为丰富的表现，尤其
是关于青春主题的怀旧之作。而南希的 《峨眉月》 叙事
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到新世纪初年，回望和再现中的青
春、爱情、奋斗和寻梦的故事并非单纯的忆旧与怀恋。
小说中，青梅的经历非常具有代表性，她的青春和爱情
暗合特殊年代的历史主潮，而生活空间的位移——从城
市到乡村，从国内到国外，则将叙事视野拓展开来，在
纵向的时间流变中形成多角度对比。拉开距离的审视和
反思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观察的另一种角度，在这个浮
躁的时代重燃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之光。

南希是一个跨界写作者，她在美国从事服装设计工
作，业余写作。作家的个体经验未必全能进入到文学表
达的空间，但跨界所形成的审美习性会影响作品的语言
表现与精神内涵。读南希的作品，会被语言的精简、准
确和诗意吸引。在 《足尖旋转》 中，她以服装设计师的
艺术敏锐，将舞者的光辉与姿态透过语言呈现出来，但
形体、服装、神态和舞姿都只是表现人物内心的方式，
对精神世界的开掘才是重点。比如写杨帅在监狱里跳
舞，“小天鹅”如同滑稽的小丑，艺术点染了他，可他还
是囚犯，“一下，两下。芳华暗转。”简短的文字写出了
生命的状态，有痛楚、无奈，也有恍然和怅然，时间无
声，青春逝去。南希对色彩、光影、图像、动作等细节
非常执著，但并不堆砌复杂繁丽的字词，无论是对话还
是叙述，都极为简约、自然，力求最少的文字表述最丰
厚的意蕴，保持了汉语文学的魅力。

作家姚敏说：“我喜欢南希笔下充满理想主义与痛感
的角色，喜欢她这样耐心持久地与他们日夜共生并让他
们丰满。”《足尖旋转》 中的杨帅，无疑是作品中最具光
辉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心中的爱，他经历了悲痛和孤
绝，又漂泊异国他乡，经历挣扎和孤独，在漂泊与流浪
中完成了艺术的成熟，不仅在美国获得主流认可，也在
中国完成了自我超越，但他为了爱只能流浪。其实，小
说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生命的舞者，不仅杨帅，春儿和高
飞对艺术的执著也体现出不断向上的精神，舞台和灯光
唤醒了他们的灵魂和思想。这一群人在尘俗中不懈地追
求和探问，再卑微的语境都能闪耀透亮的微光。这种对
现代人爱的能力的肯定以及对个体不懈追求精神生活的
热切表现，尤为可贵。

从《峨眉月》到《足尖旋转》，我们看到南希的长篇
小说容量越来越丰厚，孤独、流浪和漂泊是她表现的关
键。在南希那里，漂泊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具有
双重意涵：从现实指涉来说，既写出上世纪末青年人向
外走的出国冲动，也写他们回返当下中国的平常与热
诚；从精神隐喻来说，这种流浪和漂泊涵括了不同种族
的人们，是对生命和自我探寻的象征。流浪和漂泊，是
海外华文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但在新世纪以来的新移民
文学中，这样的主题与过往的离散情绪和失根感不再相
同，新移民作家往往在家国之外进行超越性思考，他们
更关注人类共同的情感诉求与内在精神。

孟广顺的长篇小说《高铁作证》，是
一部聚焦重大工程项目一线，记录高铁
建设者为实现梦想努力奋斗的长篇小
说，小说重点塑造了以铁建为代表的新
时代央企领导人的形象，满纸豪情，读
来荡气回肠。

作为新时代央企领导人的典型，铁
建一言一行皆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
为重，在困难面前敢闯敢试敢担当。这
种困难，既来自于自然条件，也来自于
人与人之间。铁建毫不畏惧一切艰难，

“高铁历来在斗争中发展，中铁人与自然
斗，也与人斗，不论内部还是外部，他
们从来没有退缩过。”在洋河隧道施工中
遇到特大溶洞，铁建以身作则，冒着生
命危险亲自下溶洞掌握第一手资料；面
对黑恶势力的侵扰，铁建丝毫不为所
动，他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

“我们中铁人脚踏山河，立着是大桥，横
着是隧道、是路基、是铁枕，死了是永
不消逝的路魂。”

与此同时，铁建还具有家国情怀和
社会责任感。他把施工所在地的老百姓
当作自己的父老乡亲，对他们充满感
情，“每个人都对老家有感情，从乡情、
乡愁、乡思到乡恋，字字句句都牵挂着
家乡，可以理解，可这山里的百姓同样
也是咱们的父母兄弟……”

作为重大工程项目的一把手，铁建
在工作上讲方法，有智慧。当内部腐败
分子肖一虎与黑恶势力头子乔三相互勾
结，以乔三已先行施工无法退场来要挟
铁建时，铁建充满智慧地指出：“乔三没
中标，这回你可以名正言顺地通知他退
场。他不退场，新中标单位就无法进
场，这个工作由你去做！”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打了肖一虎一个措手不
及。小说中，像这种充满机智的小故事
层出不穷。

铁建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
因地质灾害、景阳隧道塌方事故遭到他

人诬陷被停职时，他看淡个人受到的不
公，始终心系建设进展。当同事替他鸣
不平时，他却说，越遇到困难，越应该
冷静，帮他的最好方式是啥话也不说，
把这条高铁漂漂亮亮地干好，尽快通车。

新时代呼唤新英雄，铁建形象的成功
塑造，发挥了文学引领时代风气的作用。

小说还集中塑造了甘于奉献的新时
代女性群像。总工程师金帼英拒绝丰厚
待遇的诱惑，当某民营企业开出“年薪
200万，在最高档社区解决150平方米的
一套三居室，同时解决你孩子的入托入
学问题，并配备专车、司机和秘书”的
条件时，她心甘情愿在荒郊野外摸爬滚
打。面对诱惑时，金帼英的内心也有所
动摇，但她清醒地意识到，“咱们是中铁
的一分子，要讲政治、讲大局，必须有
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不能被眼前的利
益所惑，更不能辜负了党的培养。”

安雪容与男友远隔千山万水，当男
友求她辞职，和他一起经商时，安雪容
一番话说得义正辞严，“钱挣得再多，你
能花几个、吃几个？一张床够你睡一辈

子，一栋房子够你住一辈子，钱存在银
行里不过是一堆数字，有什么意义？”在
金钱与职业操守、金钱与人生梦想、金
钱与爱情的选择问题上，不只是安雪
容，高铁工地上的女性们无一例外地做
出了令人钦佩的选择。

铁建的妻子韩秋柳，更是这种甘于
奉献的典型。她长期患有类风湿，“身体
骨节已经变形，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家
中还有一个正在复读的女儿，真是雪上
加霜。她身边多么需要一个有力臂膀的
支撑？但她深明大义，努力克服自身困
难，默默支持丈夫为高铁建设事业而抛
家舍业，她鼓励丈夫以事业为重，“你现
在年富力强，正是闯事业的年龄。”自己
用柔弱的肩咬着牙扛起了一个家。

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不仅记录
高铁建设者为实现梦想努力奋斗的历
程，也直面当下社会的一些阴暗面。高
铁项目一展开，“外包队、材料和设备供
应商以及当地的黑恶势力便各显神通”。
业主副总经理兼总工王忠理禁不住材料
供应商郭富海等人的“围猎”，把权力当
成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落得应有的下
场；以乔三为代表的黑恶势力，先是妄
图在高铁建设中巧取豪夺，发现巧取豪
夺不成，又妄图敲诈勒索。但“魔高一
尺道高一丈”，乔三的人生只能以“身陷
囹圄”为结局，彰显了党中央从根源上
铲除黑恶势力的决心。这表明，作家对
当下社会现实的思考是及时的，发挥出
文学及时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

本报电（杨 鸥）“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纪念
《当代》创刊40周年朗诵会暨第16届《当代》长篇小说年
度论坛、第21届《当代》文学拉力赛颁奖礼日前在京举行。

201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当代》 杂志迎
来了自己的 40 岁生日。走过 40 年的 《当代》 杂志始终
奉行“文学记录中国”的现实主义办刊宗旨，紧扣时
代、直面现实，既联系名家大家，又注重发掘新人新
作。在 《当代》 刊发的作品中，有 9部长篇小说获得茅
盾文学奖。《当代》 被业界誉为“中国文坛最具现实主
义精神的刊物”。

纪念《当代》创刊40周年朗诵会，分为“开放、激
荡、崛起、逐梦”4 个主题。朗诵嘉宾都是在 《当代》
刊发过重要作品的作家，不仅有资深的名家大家，如王
蒙、铁凝、贾平凹、张炜、刘心武等，还有在创作上表现出

强劲创作力的中青年作家，如邱华栋、王凯等。
《当代》 长篇小说论坛评出 2019年度五佳作品：阿

来《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邓一光《人，或
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格非 《月落荒寺》

（人民文学出版社）、刘庆邦《家长》（《十月·长篇小说
2019年第一期》）、付秀莹《他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其中，阿来 《云中记》 得票最高，获 2019年度最
佳作品。该论坛至今已举办 16 届，其“零奖金、全透
明”的评奖原则在业界赢得了良好口碑。

读者通过邮件、微信和网站投票，产生本届 《当
代》文学拉力赛的三大奖项：获得“年度中篇小说总冠
军”的是尹学芸 《东山印》，获得“年度散文总冠军”
的是李修文 《恨月亮》，获得“年度长篇小说总冠军”
的是祝勇《故宫六百年》。

本报电（张鹏禹） 近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
省扶贫开发局、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联合主办的四川省
2019年脱贫攻坚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
指出，四川省文学扶贫写作计划令人瞩目，这些反映四
川省脱贫攻坚成就的作品在记录扶贫工作特别是精准扶
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读者和文学界引起了比较广
泛的反响，无论社会价值、史料价值，还是其本身的文
学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与会专家围绕 《几世花红》（谷运龙）、《一湖丘
壑》（唐俊高）、《北京到马边有多远》（林雪儿） 3部长
篇小说进行了研讨。

其中，羌族作家谷运龙依靠多年厚实的生活积累创
作出的《几世花红》讲述了四川某地桃花寨中一个家族

的扶贫故事，反映出桃花寨从贫穷走向富足、从污染严
重到再造生态、从向工业要钱要岗位到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进程。唐俊高的《一湖丘壑》直面农村问题，写县
作协主席茆寮回乡创业帮扶乡亲的经历，描绘出当代乡
村社会的生活真相，地方特色浓郁。长篇小说《北京到
马边有多远》以中央、省、市三级纪委在马边扶贫为题
材，讲述了一个生长在北京、在中央纪委工作的年轻大
学生林修来到山高风寒的四川马边雪鹤村当“第一书
记”的扶贫故事。

吉狄马加评价说，这三部作品各具千秋、各有特
色，生动记录了精准扶贫过程中，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
的精神特质。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作家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实践，以及四川文学创
作有力辅助脱贫攻坚行动所取得的成果。

海南文学:多元开放新格局
刘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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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呼唤新英雄
——读孟广顺长篇小说《高铁作证》

俞 胜

《当代》纪念创刊40周年 四川省2019年脱贫攻坚文学作品研讨会举行

韩少功

蒋子丹
张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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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南文学来说，移民作家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海南大规模开发带来的社会巨变，在移民作家的激励甚至挤压之下，海南本土写作近年来也获得了长足进步
●对海南文学来说，移民作家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海南大规模开发带来的社会巨变，在移民作家的激励甚至挤压之下，海南本土写作近年来也获得了长足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