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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八记》 是斯雄最新出版
的一部游记散文集，分为 《宣纸
记》《桃花潭记》《中都城记》《安
茶续香记》《杏花村记》《构树扶贫
记》《安大简记》《量子纠缠记》 8
篇。作者以独特的视角，用准确凝
练、富有美感的语言，穿透历史烟
尘，于山川地理、民风民俗、历史
遗址、自然风物、现实人文中展现
安徽独具特色的人文底蕴和厚重的
历史承载。

《江淮八记》 是一部古为今用
的佳作范本。斯雄的 《徽州八记》
和《江淮八记》是向柳宗元《永州
八记》的致敬之作。古之范本已载
史册，今之安徽，尚待新文。作者

在书中立足于宣纸、桃花潭、中都
城、安茶、杏花村、构树、“安大
简”、量子等安徽名片，仿照古人
散文的体例，表现的却是今日安徽
的新，可谓是老瓶新酒，让人耳目
一新。

《江淮八记》 是当代安徽的时
代剪影。新时代的安徽进入创新发
展的快车道，如何把安徽的发展变
化，特别是安徽为什么能够跨越式
发展的原因和理由讲清楚，对媒体
人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斯雄
另辟蹊径、举重若轻，用八记的文
体，多角度、跨时空，以小见大，
为我们呈现出快速发展中的新安
徽。八记只是个剪影，给大家画一
个轮廓。剪影虽简，却能抓住要
害，突出特点，让人过目不忘。

《江淮八记》 是一部新安徽人
眼中的新安徽。作者是湖北人，来
安徽工作四五年，可谓是新安徽
人。新人有新视角、新感受，这恰
恰是“老安徽”想做而做不到的。
斯雄所写，多数是安徽人再熟悉不

过的地方，比如泾县宣纸、桃花
潭，池州杏花村，凤阳中都城。也
有大家不熟悉的人和事，比如“安
大简”、安茶续香、构树扶贫、量
子纠缠及潘建伟团队等。在熟悉的
地方发现新意，在不熟悉的地方挖
掘推广，于是，一个熟悉又不熟悉
的新安徽展现在读者面前。

《江淮八记》 还是融媒体传播
的有益尝试。斯雄是媒体人，因此
他能够站在当今媒体融合的时代，
思考并实践融媒体传播的最佳方式
和最佳路径。从 《徽州八记》 开
始，他就紧紧拥抱新媒体。《江淮
八记》更是尝试立体出版，配有朗
读音频和相关微视频，读者在文字

之外，还可通过视听方式直观感受
徽风皖韵。

《江淮八记》 是散文、随笔、
游记，也兼有报告文学的功能，历
史与现实结合，写实与抒情并重。
可以说，是一部思接古今的“安徽
传”。

◎文学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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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鲁迅笔下的绍兴往事，老舍笔下的胡同春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汪曾

祺笔下的高邮掌故，莫言笔下的高密传奇，王安忆笔下的海上轶事……文学总是
与具体而微的空间联系在一起。“空间”既可以是大的地域，也可以是一条街
道、一幢小屋。空间对于作家的意义可能是创作出发时的精神原乡，可能是放入
一段陈年往事的容器装置，也可能是让一位熟悉人物尽情表演的纸上舞台。

本版今起推出“解码文学空间”栏目，邀请作家评论家从不同侧面解读空间
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本期约请赵德发讲述故乡老屋与他创作之间的关联。

王松的《烟火》写的是天津，却
从一条胡同写起，故事也主要围绕胡
同里的人和事展开，这不能不让人想
起老舍的 《四世同堂》。《四世同堂》
被认为是“京味小说”的代表作，

“京味小说”的名号早已叫响，“津味
小说”的说法却少有人提。王松在小
说后记里说，他也是因为这部小说才
听说这个词儿，还觉得挺新鲜。不过
以后如果要追溯“津味小说”的历史，

《烟火》会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佳作。
《烟火》里的“蜡头儿胡同”，原

本叫“海山胡同”，一条窄窄的胡
同，却能够连着山、接着海，简直可
以通达天下，这正是《烟火》所写出
的天津城与天津人的宏大气魄。小说
讲述的故事的确未曾远离这条胡同，
最多不过延伸到租界和武清；但在小
说人物的命运背后，却始终映现着整
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起伏。发生在这片
土地上的历史事件，不时穿插在市井
味道浓郁的胡同故事里，足以让读者
明白这座城、这条胡同，终究也是宏
大历史的一处小小舞台。这样一种重
影般的叙事效果，难免让人想起《四
世同堂》：老舍让抗战的硝烟，始终
弥漫在小羊圈胡同的上空，而 《烟
火》 所涉及的历史更长，从 1840 年

“白河投书”一直写到21世纪。
以一个人、一个家族、一条胡

同，乃至一座城市来折射历史的作品
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稍微有些历史感的长篇小说大都
采用了这种我称之为“重影式叙述”
的写作技术。在小说中，宏大的历史
进程一定需要充沛的生活细节来填
充，抽象的历史逻辑必须依靠生动的
文学形象来演绎。只是生活细节、文
学形象和它们背后的历史与逻辑各自
占多大比重、彼此之间又构成怎样的

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可读
性与艺术性，甚至也决定了小说的历
史洞察力。

《烟火》 中，王松始终小心翼翼
地控制着笔墨，尽量不让胡同之外的
历史风云过多地、过于直接地卷到胡
同里来。王松更关心的是如何从这条
胡同和这座城的角度去看待历史、感
受历史、与历史发生关系。作为小说
家，王松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在于
立足“小”，而非妄言“大”，因此他
不厌其烦地讲述天津的空间形制、沿
革掌故和民风民俗。但是不要误会，

《烟火》 并不是一座关于天津的纸上
博物馆，所有的知识都被他编织成了
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不再是单
纯的知识——蜡头儿胡同里的住户，
大多是手工业者，他们所经营的行当
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吃穿
住行，他们走街串巷，他们喜怒哀
乐，这里面天然就有老天津的日常生
活、城市景观与市民性格，也有推动
这部小说前进与转折的动力。《烟
火》因此不至于像很多重影式小说那
样，沦为宏大历史的乏味图解或可怜
注脚。王松的关注焦点在历史，但更
在天津，他没有把一部小说写成史
传，也无意绘制历史图卷，而是要画
一张风俗画。但是好的风俗画不正是
格外生动的历史图卷吗？

了解一部重影式小说的重心与目
的，只需要判断台前与幕后的两幅影
像哪个是影，哪个是身。以此为据，
我们可以更加明确，王松的 《烟火》
究竟是要为历史作注，还是要为城市
写心。很多重影式小说里，情节与人
物背后的庞大历史就像是木偶的提
线，总是紧紧攫住故事的走向与命运
的周折，小说就像一只瑟瑟发抖的兔
子，在历史巨兽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而在《烟火》里，情况却有所不同。
小说通过洋人下令拆天津城墙和

“天津教案”等历史事件中，石铁
匠、老疙瘩、刘大头等人物的表现，
刻画出天津人的嫉恶如仇、家国情怀
以及一点就着却又深谋远虑的性格特
点。王松笔下的这类人物和那些在历
史巨兽的爪牙下无可如何的小说人物
相比，精神格外张扬，力量格外惊
人。给人的感觉是，天津这座城和城
里的人们在拽着历史往前走，而非任
由历史摆布。

那么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与天
津人的特殊性格，究竟是从哪里来
的？我们似乎可以从主人公来子 （牛
全来） 身上找到答案。老天津的文化
涵养了他，使他具有大气稳重的性
格，处事干练机敏，是天津人的优秀
代表。“狗不理包子铺”的高掌柜曾
经琢磨过来子的性格，认为他结合了
父亲的迂和母亲的暴，这恰恰分别代
表了天津男人和女人的典型性格，两
相中和，便让来子既宽仁厚道又绵里
藏针。不过这对素来不能和睦共处的
夫妻早早离散，对于来子的影响终归
有限，倒是借用高掌柜这番互补对冲
的理论，可以找到另外两个人，构成
来子性格更为重要的来源：其中一个
正是高掌柜本人，而另一个则是那位
出身书香门第的尚先生。

高掌柜是买卖人，《烟火》 里反
复强调，买卖人做生意是白刀子进白
刀子出，打开店门迎接八方来客，没
有手腕是不行的。但王松并未过多渲
染高掌柜的生意手腕，他收留流离失
所的小闺女儿，照应失去父母的来
子，帮衬街坊邻居的丧事……高掌柜
与其说是商人，不如说是地方乡绅。
事实上，王松笔下的天津有着中国传
统城市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

儿——这座城里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
人，转几个弯就认识了，这样错综复
杂的人际网络简直令人疑心这不是城
市，而是乡村。

更重要的人物是尚先生。小说从
尚先生搬来胡同讲起，又基本终结于
尚先生去世，这位老先生是这条胡同
乃至整部小说的定盘星。尚先生出身
知识精英阶层，家道中落才搬到这条
胡同，靠看相、行医和代写书信为
生，进了腊月二十，也会在胡同口儿
摆个卖香烛神祃儿的小摊儿。尚先生
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演绎了中国传统
的精英知识是如何下沉并演化成民间
的是非观念的过程。千百年来，政府
自上而下的教化固然重要，但落魄知
识分子隐入民间，却能够更为身体力
行地影响邻里风化。因此在这条胡同
里，尚先生扮演着评断是非的角色；
也因此，尚先生自刻自印的神祃儿，不
仅是地方民俗，更是文化传统的象征。

理解了《烟火》中天津这座城市
的历史能动性、天津人的性格特征，
以及它们的由来，我们或许能更为准
确地把握王松对这部小说和这条胡同
命名的用意——“烟火”指向的当然
是市井与民间，在王松看来，正是在
嘈杂而丰厚的民间市井生活里，才埋
藏着这座城市乃至于这个民族最为重
要的力量；而人们之所以更愿意管这
条胡同叫“蜡头儿胡同”而非“海山
胡同”，或许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不
仅是广阔空间里一时的风云变化，更
在于历史与日常生活深处那绵延不绝
的文化力量。

日照文友乔小桥，一直想去我的
老家看看。不久前，我就与老伴、二
妹妹坐他的车去了。看了我当年读书
的联中，看了我工作过的学校，又去
看我家老宅。打开院门，只见三间房
子更加破败，院中春草丛生，上面浮
着一层白白的荠菜花。走进堂屋，朽
味儿扑面而来，地上、床上、桌上落
满灰尘。挂在墙上的父母，依旧向我
们微笑，然而二老的骨灰已埋进墓地
五六年了。

怀着满腹伤感，看一圈出来，四
叔在街上对我说：“这宅子太难看
了，德发你赶紧翻盖新屋！”我说：

“我已经给德强了，由他处理吧。”四
叔说：“给他了，你也盖起来！看看
四邻，就这宅子难看，你就不怕人家
笑话！”

前后左右瞅瞅，我家老宅真是最
破的了。水泥瓦覆盖的屋顶已经高低
不平，乱石垒起的房墙有了裂缝，门
窗油漆掉光，露出了朽木的灰黑。而
在屋后，姑家表弟刚落成的三层楼高
高耸立，十分壮观。东面的平房也宽
敞漂亮，那是二叔家堂弟的。近两
年，住在日照、临沂、济宁的几位堂
叔，也都回村翻盖了房子。对比他
们，我很有压力，四叔这话说过不止
一次，别人也多次这样劝我。

建不建新屋？我曾多次追问自
己。建设费用，我不是没有，然而思
来想去，还是决定不建。

为什么？为了留住一份记忆。
有这座老宅，我能更加清楚地记

得，当年父母建这房子，吃了多少
苦，受了多少累。他们从牙缝里省
钱，筹备了好几年，终于在1975年春
天建成，为我准备好了婚房。那时我
在外村教学，没空回家，家里人和我
的众多亲友都为建这房子出力流汗。
从没上过学的大妹妹那年16岁，一直
为建房打下手，脸晒得乌黑。

有这座老宅，我能更加清楚地记
得，我1979年在这里结婚，1984年搬
家到县城，5 年间我这个小家庭的酸
甜苦辣。妻子在油灯下给人熬夜做衣
服，挣钱贴补家用；女儿在我回城时
扑在自行车前轮上大哭，想让我留在
家里陪她。院里还留有老辈人的足
迹：我爷爷蹒跚走进院子，从怀里掏
出几个鸡蛋，让我煮给他的重孙女
吃；我姥娘拄着拐棍，送来她做的一
双小鞋，说她要是哪天不在了，这鞋
能给重外甥女留下一点“影像”……

有这座老宅，我能更加清楚地记
得，父母在我三弟结婚后住到了这
里，30多年来为耕种承包地忙活，为
儿女的事情操劳，也让自己一点点变
老。堂屋内墙，颜色焦黄，那是父亲
抽烟、冬天烧煤球取暖熏出来的。院
子里，山楂、木瓜、香椿、月季等植
株列队于墙边，还在年复一年地以新
叶、花果纪念我的母亲——她活着
时，为打理这个小院打理这个家，付
出了多少心血。前几年父母病重，我
与弟弟妹妹轮流回来伺候，两年间先
后送走二老，病床、灵棚，夏夜晚上
萤火虫的光亮，冬夜子时猫头鹰的叫
声……这些都让我终生难忘。

这都是我姥娘说的“影像”，是
我独特的个人经验，也是我文学创作
的精神原点。我偶尔回来看看老宅，
这些影像会从记忆深处联翩而出，让
我对故乡的感情联系更加牢固，让我
书写故乡与亲情时有实实在在的凭
据，每每有灵感迸发于脑际，催生出
我的一件件新作。

这样挺好。要是将这房子翻新，
老宅将灰飞烟灭。我即使回去住几天，
感觉也完全变了，那样我会更伤感。

留着吧，让它与我一同朽老，直
到三弟将它翻新的那一天。

中国网络文学脱胎于传统神话
体系及文学经典，又融合西方奇幻
文学的创作元素，巨大的想象力成
为网络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幻想
类也因此成为主要创作类别。

进入新时代，网络文学的现实
题材创作得到国家层面的引导、提
倡、鼓励和扶持，现实题材已经成
为网络文学创作的新潮流。其实，
无论是哪一种题材，作家都不可避
免地从现实经验中寻求理想、从生
活日常中追逐光亮。这既是网络文
学创作的“来处”，也是网络文学
创作的“归路”。

现实题材成为创作新潮流

网络文学从来不乏对现实的观
照，但是直接记录时代、书写当下
的现实题材作品一直以来并不多。
更多作品是把现实当背景，为的是
回到天马行空的想象世界。网络文
学创作手法，如“世界观架构”

“金手指”等，与真实生活也相对
疏离。就拿都市现实类题材来说，
更多的是利用“异能”来营造一个

“理想空间”，以求得对现实的“突

破”。由此看来，严格意义上的现
实题材之于网络文学的本体特征及
创作特点并不贴切，网络作家把握
现实题材的难度也更大。

一些网络文学作家迎难而上，
试水现实题材，尝试创作转型，这
与国家和行业的倡导密不可分。网
络文学界重要表彰项目中，现实题
材占相当大比例，如“优秀网络文
学原创作品推介活动”“中国网络
小说排行榜”等，各地网络文学奖
也逐渐向现实题材倾斜。与此同
时，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被影视
改编的比例也大幅增长。

网络文学行业通过征文大赛等
活动响应现实题材创作大势。阅文
集团、连尚文学、17k 小说网等，
发掘了一批优秀现实题材作品。一
些资深网络作家投入现实题材创
作，如唐家三少的《为了你我愿意
热爱整个世界》、郭羽和刘波的

《网络英雄传》、管平潮的《天下网
安 缚苍龙》等。

当大多数网络作家对现实题材
比较隔膜，停留在自己原来熟悉的
创作类别时，一批网络作家新秀进
场，以书写现实题材崭露头角，如
陈酿的 《传国功匠》、姞文的 《长
干里》、恒传录的《中国铁路人》。

擅长都市类创作的网络作家，
自觉地向现实靠拢，创作出具有现
实生活逻辑的都市题材作品，在校
园、行业、职场、婚恋等内容中，
书写理想、爱情、青春、奋斗。如
舞清影的《他从暖风来》、叶非夜的

《好想住你隔壁》、北倾的《星辉落进
风沙里》，对网络文学现实题材表现
手法做出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

发挥网文创作手法的优势

在时代精神感召下，现实题材
创作成为新文艺群体的重要创作导
向，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网络作家的现实题材创作通常
都是“大手笔”，在反映现实生活
的广度和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上下
功夫，他们的创作更多聚焦社会变

革的大题材，讴歌祖国、讴歌时
代、讴歌英雄的佳作频出，如卓牧
闲的 《朝阳警事》、齐橙的 《大国
重工》。此外，反映“改革开放 40
年”“新中国成立70年”奋斗历程
的作品也十分引人注目，如阿耐的

《大江东去》、何常在的《浩荡》等。
在贴近当下生活方面，网络作

家对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等重大社会现实表现出极大关注，
如罗晓的 《大山里的青春》、夜独
醉的《稔子花开》等讲述脱贫攻坚
故事，王鹏骄的 《共和国天使》、
陈酿的《酥扎小姐姐的朋友圈》等
表现全民战疫。

客观地看，网络文学作家创作
的现实题材作品在艺术水准方面还
存在不少问题，但这类作品也具有
传统现实题材作品没有的优势——
网络文学独有的创作手法。

都市言情、青春校园、婚恋家
庭、乡村致富、行业职场等网络文
学门类早已有之，网络文学作家在
创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
深受读者欢迎的风格手法。这些创
作手法能否用到现实题材创作中？
是否能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开拓创
新？这成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
的关键。

不少网络作家做出了有益探
索。如志鸟村的 《大医凌然》，是
典型的医疗题材的硬核行业职场
文，融合了金手指的功能，将网络
小说特有的创作手法与现实题材完
美融合，在爽文机制中塑造了锐意
进取的职场英雄，表达了现实生活
中的理想追求。

现实题材创作意义深远

《2019 年 中 国 数 字 阅 读 白 皮
书》 显示，2019 年数字阅读用户
达 4.7亿，同比增长 8.8%。年轻人
正成为数字阅读的主力。这个巨大
的、规模持续增长的读者群体，对
于网络文学行业是喜也是忧。

大众化、娱乐化是网络文学的
鲜明特征，从读者熟悉的“天马行

空”的幻想题材到现实题材，这一
转变无疑是对网络作家的重大考
验。目前，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读
者接受情况不够理想，大多作品

“叫好不叫座”，在平台的表现差强
人意。如何做到“双效合一”关系
到代表时代风尚、反映时代精神的
现实题材创作如何借助网络文学的
传播力和影响力，抵达广大读者，
影响社会风尚的大问题。

另一方面，网络文学现实题材
创作折射了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方
向。因此，作为 IP 源头的网络文
学行业，抓好现实题材创作无疑是
重中之重。

其次，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
略格局中，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
去，现实题材逐渐进入文化产业全
球化的国际传播视野，缪娟的《亲
爱的翻译官》、阿耐的 《大江大
河》 等作品在海外收获热烈反响，
体现了这一点。随着网络文学国际
传播产业化态势的形成，现实题材
作品将获得更多海外传播可能。

相对传统作家来说，网络作家
书写现实题材，在故事性上更有优
势，更容易获得 IP 红利。现实题
材相对篇幅短，翻译难度低，海外
读者、观众更容易被中国当下发生
的故事所吸引，这些都是现实题材
作品海外传播的优势。现实题材影
视剧的海外走红，客观上为网络文
学现实题材创作打开了一条通途。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日益成为“中国
故事海外讲”的重要内容。

在网络文学平台运营模式制约
下，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为一种新
的创作增长点，如何将作家的创作
挑战和平台的创新压力转化为动
力，让现实题材创作不仅成为新的

“创作和阅读增长点”，也成为“新
文创的起爆点”，做到“既叫好又
叫座”，实现社会价值与市场效益
的双赢，真正触达海内外亿万读者、
观众，是业界未来的探索方向。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
心研究员、首席专家）

现实题材：

网络文学的机遇与挑战
肖惊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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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味小说”的新标识
——评王松长篇小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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