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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50期文化周末

《穿越麦地》是陕西师范大学裴亚莉教
授最新出版的一部散文集。 作为学者，她的
研究对象在比较文学、文艺理论、文艺美学、
电影评论等多个学术领域自由穿梭。 作为作
家，她已有多部散文集面世。 但在她的写作
中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情感表达并没有呈
现为分裂，而是达到了一种自由与和谐。
这部散文集里书写了生活的轻与重，凝结着
作者思考的诗与真，充满了亲朋之间多元的
对话和声音。

一
个体生命经验与生命意识的散文写作

在当下的自媒体叙事中生气蓬勃，每个人所
拥有的自媒体工具和账号都可以把自我的
情绪、感受、情感在极短暂时间里传遍整个
互联网。 “有图有真相”成为食飨众多读者观
众的必备武器，否则，则会被人诟病为虚假
情感的无病呻吟。 这样的阅读经验和阅读期
待也使得众多散文创作者要么固守个人一
隅，要么冠之以“口述”“非虚构”“纪实”等文
字来凸显创作的真实性。 但即使真是如此，
文字便可以抵达浮躁的当代人心，而获得普
遍共通的审美共鸣吗？ 当代大众文化根基深
处的历史虚无主义遇上消费时代，绝对的真
理被每一代人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世界的相
对性所消解。 因此，如何理解散文的真实，如
何书写真实便成为散文写作中的必须自觉
思考的前提。

《穿越麦地》整部集子都贯穿了作者对
这些问题的思考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如果
从整本散文集的编排来看，二三四辑从“人
生始发站”到“在光影和书卷中穿越田野和
乡村”，最后到“抵达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连
贯性外在地与作家的个人成长经历形成呼
应。 但实际的写作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追忆，
而是深层次地带着作者对不同阶段生活的
内在省思与理解。

与裴老师同为晋南人，翻阅地图，两个
县中间也就相隔了一个县，书中所写“丈八
进深的五间北房”“出门在外做木匠活的外
乡人”“自己油漆的家具”“结婚的各种礼数”
“晒在阳光下的棉花”等等细节每每读来，都
觉得逼真如在目前。 山西人对房子有着特别

的偏爱，尤其在乡间如果一辈子连一院房子
都没有盖起，就会被人嘲笑，相当于对你一
生的否定。 上世纪八十年代要建起进深丈八
的五间北房， 在乡邻眼中都要高看一眼，但
建房过程并不似现在方便，需要自己提前备
好各种木料、砂石料、生石灰等，匠人只管建
房。 于是书中所述准备建房资金、从山上扛
下来的大梁到力木， 也就是通俗讲的 “上
梁”，都灌注了建房人的全部心血和劳累，在
乡间看到建房的人一两个月内夫妻两个瘦
一大圈都是常见的事。 但在裴老师的叙述
中， 她从父母对生活的兴致之所以越来越
高， 而自己赶不上他们的重要原因中体会
到： 在于在身体上经受的辛苦不如他们多。
这里也许已经触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
问题， 身体劳动对于个人生命体验的重要
性。 马克思认为劳动在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相
统一的过程中所沉淀下的自由感使个体生
命感到充盈，自由形式也成为艺术审美的核
心领域。 而在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主体与
对象之间的实践关系被置换，合规律与合目
的的对立统一运动过程的阶段性差异使得
当下个体已经难以通过劳作获得个体生命
的自由。 正如书中所述：“收割机对麦田的
爱， 是时尚普遍的爱；/镰刀对麦田的爱，也
是爱，/却是一种古典老套的爱，/令人缅怀
其形式的爱。 /就像今天的麦子可能会思念
古代的镰刀，” 在“时尚普遍”与“古典老套”
之间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古今差异，更体现为
人与麦子、麦地乃至乡村之间的关系从形式
中介到情感实践的独特现代性体验。 沉重而
又富有情感联系的种植、收割、建筑被现代
性的机器所代替，过程性关联的省略造成了
与孩子之间的乡村经验交流的困惑：“我要
带他去看收麦子，也是必须要强迫的。 在强
迫的过程中，就会生气。 想影响儿子接近自
然、接近乡村的企图，总会让我感到乏力。 ”
在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代人包括现代乡村的
孩童已经对乡村生活经验，尤其是与粮食这
种与维系生命息息相关的生活必需品的生
产、劳作、收获过程所知甚少，与其相关的体
验更是阙如。 的确，是麦地，是菜地，是劳作
其中的祖辈父辈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人与
土地的关系表层上是劳作与反哺，但深层次
也附带着沉重与逃离。

但在这部文集里，以往相对沉重的乡土
生活经验却呈现为一种清新的乡土回忆。 叙
述生活的沉重可能是源于人倾诉表白的本
能，但把沉重的乡土生活经验以轻逸的方式
讲出来，需要的却是对这种生活的一种超越
性的理解。 轻逸作为一种重要的小说诗学也
在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中出现，他对这种
珍贵的小说品质曾经做出界定：“文学是一
种生存的功能，是寻求轻松，是对生活重负
的一种反作用力。 ”沉重的现实与生活经验
需要在文学中寻求轻松的表达从而达成对
生存的一种新的理解。 我认为，《穿越麦地》
正是在轻与重之间寻求不同于当下的独特
表述。

二
这部文集凝结着作者生命体验的诗与

真。
《在抵达一种文学观念》这一节中，作者

引用了古希腊著名女抒情诗人萨福的《阿狄
司 ，你也许会相信 》这首诗后 ，写道 ：“这首

诗， 它几乎可以作为一种理想文本的代表，
在任何一个我打算写作、朗读的时刻，都会
完完整整地在心头浮现，成为一种永恒的底
色。 而由于这首诗的召唤所涵盖的广阔的空
间、所穿透的邈远的时间，让正在经历的生
活本身， 也成为一种怀想和抒情的对象，以
至于让火热的生活本身，在它刚刚发生的那
一刻起，就具备了令人不舍的诗意。 ”

穿越生活纷繁的表象， 发现生活的本
真， 原本就需要对生活的一种敏锐感受，但
这并不足够。 感性的体悟若不经过理性的沉
思，便没有穿透性的力量，继而生活中“令人
不舍的诗意”便无从谈起。 “直到今天，桐树
花是与家乡春雨中弥散着的柴草灶火的烟
味，与马房猪圈当中新割的草的香味，与过
于强烈的太阳光当中熏人的春天的气味联
系在一起的。 在任何地方，只要看见桐树花，
尤其是闻见桐树花的香味，我都能怀着最本
质、最深刻的感情想起故乡。 ”“阳光继续普
照，清风继续拂面，可是突然，空气中弥漫起
一种焦灼的味道，抬头看去，不远处的烟囱
正冒着滚滚浓烟。 天哪，老师，那是你吗？ 深
深地呼吸着这奇怪的味道，烟的味道和被自
己逼回眼眶的泪水混合在一起，成为胃囊里
面的一部分内容。 ” 与上面所引用相似的文
字在这部集子中还有许多，嗅觉与味觉相比
较视觉和听觉，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多数情况
下是被忽视的，它们只构成我们对外部世界
的判断的辅助。 但在裴老师的书写中，这种
与现实生活具有直觉关联性质的味觉和嗅
觉被赋予直达生活本真的另一种可靠路径。
它们虽然感性，但传递出来的情绪和情感并
不是片段和偶然，其间若不是经过沉思的感
悟，便是具有对直抵生活本质极富诗意的洞
察。 生活经验的真有时并不具有普适性的理
解，唯有诗意的领悟与审美的呈现才使得个
人生活与读者大众共通共融。 这种始终自觉
的书写穿越了裴社村、穿越了麦地、贝茨的
树林和童老师的客厅，使得在每一个作者曾
经参与的具体空间和时间都具有了诗与真
的交织。

三
从这部集子的编排来看，作者在最后一

节专门设置了好友读后和附录共四篇文章，
其中两篇是好友的评论文字，另外两篇是裴
老师父亲的两篇文章。 这样的编排使得这部
文集并不是作者一人独白性质的发声，好友
的评论文字，父亲对一家人的生活的真实追
述都与前文形成了多元的对话和声音。 巴赫
金的对话理论中提出：“两个声音才是生命
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任何情感的
表达、理性的思考都必须以言语或话语的不
断沟通为基础，对话不仅基于双方的民主平
等意识，更是逼近生活真实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差异性的积极认同。 作者在编辑父亲的两
篇文章中， 时不时就可以发现作者的声音，
这种声音有点类似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评
点传统，更多的是作者在编辑过程中以女儿
和读者的口吻在与父亲的讲述进行一场温
馨的对谈。 两篇好友的文字风格不同，角度
各异， 但应该都是与裴老师是深交挚友，其
中文字无吹捧，无遮掩，有直言，也有批评。
正如其中一位所言：“因为相信她的真诚，所
以时常会惊讶她怎么会对那么多的人和事
抱持着感激、缅怀和怜惜的态度，温情和宽

容的态度怎么能够和真诚相安无事呢？ ”仔
细想来，真诚确是这部文集的一个最为重要
的底色，由此延展开对刘锡庆老师的“拿开
人格的面具”散文观的认同，对延续中国传
统社会千年之久的伪饰面具的批判，对一种
现代性的独立自由人格的追求便具有一以
贯之的逻辑。 文集中裴老师对乡村自家菜园
的西红柿、黄瓜、茄子等菜蔬的陈述叙写中
的真诚与自信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些文字
展示了一位与讲台上逻辑清晰、思维缜密且
极富灵性的博士生导师不一样的一面。 朋友
眼中的真诚与散文写作的真诚构成了具有
延续性的一脉，“文如其人”这样的原则在这
部文集的不同对话和声音中得到了实现。

在中国 20 世纪诗歌的写作中， 现代派
诗人卞之琳创作的《白螺壳》和之后的先锋
派诗人海子创作的《亚洲铜》成为现当代诗
歌中的杰出名篇：

空灵的白螺壳
孔眼里不留纤尘
漏到了我的手里
却有一千种感情：
掌心里波涛汹涌，
我感叹你的神工。

———卞之琳《白螺壳》
亚洲铜 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将

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海子《亚洲铜》
在阅读《穿越麦地》的过程中，“亚洲铜”

与“白螺壳”两个意象与这部文集的阅读感
受产生了一种具有本体性的联系。 “亚洲铜”
所意蕴的黄土高原的历史厚重、世代生存空
间的绵延不断， 无论是文集中山西的裴社
村、种植蔬菜的菜地，城市边缘曾经耕种过
的那个小菜园， 还是把它们诉诸表达的文
字，都构成了一种对寻找终极生命情感内涵
的感性表达。

“白螺壳”至于“空灵”“有一千种感情”
也是经过大海的千万次的淘洗才能达到的
境界。 阅读文集的过程中，经常能够看到那
些对生活极富诗意的“空灵”表述，它的表达
形式常常也就从散文走向了诗。

“空灵”是超脱“亚洲铜”般厚重的一种
智慧，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生命的哲学和
美学。 在这部文集中，如果仔细辨析，这些感
性而自觉的文字背后就具有这样的智慧和
美学。 从这个角度来看，《穿越麦地》正是作
者贡献给读者的“一只空灵的白螺壳”。

优秀的散文应该具有可以分享的力量。
读梁遇春《春缪集》可以分享到他的幽默智
慧的生命理趣；读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可
以分享到他对怪异现世的尖锐讽刺，读林语
堂《秋天的况味》可以分享到他笔下雪茄的
白灰落铜炉的秋日黄昏。 同样，阅读《穿越麦
地》这部文集，也让读者分享了作者生命经
验的轻与重、诗与真，这些文字的讲述终究
会在以后更多的读者中引起更多的对话和
声音。
（作者系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山海情》《觉醒年代》《跨过鸭绿
江》《外交风云》《理想照耀中国》《大
江大河》《在一起》《功勋》 ……近年
来， 我国电视剧创作聚焦建党百年、
脱贫攻坚、改革开放、抗疫等重大主
题，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现实题
材佳作，获得观众认可和各界好评。

如何在荧屏续写新时代的精彩
故事？ 日前，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创作协调
小组共同主办的重点现实题材电视
剧创作成果座谈会上， 专家表示，重
大主题电视剧接续热播，让荧屏持续
闪耀理想与信仰的光芒。 要继续聚焦
主题主线创作，用心用情抒写新时代
动人故事，推动电视剧高质量发展。

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指出，党的
十九大以来，电视艺术界始终立足新
时代的历史坐标，连续推出了一系列
叫好又叫座的重大主题电视剧。 近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
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
催人奋进，为我国文艺事业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 广大电视艺术工作者要
心怀“国之大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追求崇
德尚艺，讲好新时代的人民故事。

“推动电视剧高质量发展要清醒
对标大历史、大时代，为电视剧创作
生产谋篇布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电视剧司副司长周继红表示，新时代
的电视剧创作要从时代变迁和人民
实践中寻找选题，描绘新时代新征程
的万千气象。 要从广阔的世界舞台和
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中寻找选题，传递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情怀。

著名导演郑晓龙谈起电视剧《功
勋》的创作经历，感触颇深：“作品的
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功勋们自带的光
芒。 他们的精神境界、人格魅力，他们
在平凡人生中创造出的不凡功绩，为
这部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
他表示，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出个
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具有鲜明时代
特色的人物形象，力求真实。

“时代的文艺必然以主流价值为
底色，那些单纯为吸引眼球、拉动流
量而拍摄的架空玄幻剧、 历史戏说
剧、烂俗情感剧，虽然看上去花团锦
簇，但经不住时间的检验，更起不到
引领、丰盈精神的作用。 ”国家一级编
剧马继红说。

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
认为，近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质与
量都有极大提升。 一系列优质现实主
义电视剧， 通过对各行各业的表现，
折射人民生活、反映伟大时代。 “近年
来国家和政府不断整治行业顽疾、督
促文艺创作正本清源。 广大文艺工作
者更要把握创作趋势，努力为大众提
供更多优质作品。 ”

《山海情》以朴实、接地气的叙事风格，描绘出扶贫路上一个
个鲜活生动的故事和人物；《大江大河》 以典型人物反映时代变
化、彰显时代精神……出品方代表、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
企划部总监陆维说：“恢宏壮阔的时代变化， 落脚于平凡百姓的
日常生活中。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标。”

专家认为， 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电视剧艺术作
为大众艺术，应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以精品力作反映人民心
声。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认为，近
年来，现实题材电视剧在创作理念和题材表达上均有突破，如强
化国家叙事，让现实题材创作内容更丰厚；强化现实主义精神，
直面社会焦点、痛点等，这些为今后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经验。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一川表示， 现实题材剧创作
还应注意叙述的青春化以便给青年观众以代入感，以纪实性表
达贴近观众。

“深入生活，才能描绘出多姿多彩、充满时代气息的生活画
卷。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说，电视文艺工
作者要植根中国大地，深挖细磨，精益求精，坚持高质量发展之
路，不断与时俱进探索艺术表达新的可能性。

散 文 写 作 的 真 诚
———阅读《穿越麦地》

□ 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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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说虎
虎虎生风的东汉龙虎纹画像砖

□ 周明丽

虎，被称为百兽之王，历来为人们所
敬畏。 在中华文化里虎也有重要地位。 十
二生肖，寅虎位列第三。 虎的形状、图案、
纹样在春秋战国时就常被人们所应用，如
虎钮錞于、虎纹青铜戈等，其中最典型、最
重要的应用当是虎符。 《史记·魏公子列
传》记载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典故，生动
体现出了虎符的作用，可谓千军万马置于
掌心。 辞赋典籍之中也多有虎的身影，词
汇里更是不胜枚举， 而且虎与龙常常并
称，如龙吟虎啸、虎踞龙盘、龙腾虎跃等，
龙虎并行也被认为是盛世之兆。

在安康博物馆，有这样一件龙虎相斗
的文物———东汉龙虎纹画像砖（国家一级

文物）。 这件画像砖出土于安康市平利县
锦屏东汉墓，长 73 厘米，宽 26 厘米，正面
模印龙虎图案，龙虎以单阳线分隔。 经过
专家考证，它是被镶嵌在墓门上，起镇墓
辟邪之用。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里
说 :“虎者 ，阳物 ，百兽之长也 ，能执搏挫
锐，噬食鬼魅。 ”这句话的意思是：老虎作
为百兽之王，十分威猛擅于搏斗，有吞噬
鬼魅的本领。将它置于墓门体现了人们希
望墓主人在阴间不受鬼魅侵扰，安享太平
生活的愿望。

在东汉匠人的笔刀下， 画像砖上的
虎呈腾跃扑击状，细节保存相当完整，龙
图案稍有遗憾，仅存头部和前爪。在匠人

精准刻画下， 龙虎相对呈现的强大气场
穿越千年跃然眼前，不禁令人击节赞叹。
且看虎躯舒展， 四脚蹬开， 眼睛直视前
方， 尾巴高高扬起， 电目刚尾、 长啸林
壑，虽与龙对 ，却毫无怯意 ，尽显山林之
王的霸气。

工匠运用夸张的手法将虎的形体拉
长， 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强烈的运动感
和力量感。 虎身通过三角形和富于连续
性的线条，勾勒出虎的骨骼和斑纹，这正
是现代几何以线带面、 线面结合思想在
艺术创作中的运用。 那么，在距今 1900
多年前的东汉， 处于秦巴腹地的安康如
何能烧造出丝毫不逊色于关中、 洛阳地

区的画像砖呢？ 这得益于汉江航运的发
达和子午古道的畅通， 使得无数能工巧
匠汇集于此。

大一统促进了文化经济交流， 水路
交通发达，能工巧匠走南闯北，在安康创
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龙虎纹画像砖。 但
它们大多数湮没于历史深处， 如今仅存
这一方收藏于安康博物馆， 静静诉说着
遥远的往事。当人们驻足浏览，从它的笔
画间， 似乎依然能感受到穿越千年而来
的虎虎生气。 我们不禁赞叹古代匠人高
超的技艺，感怀古已有之的“工匠精神”，
也让我们对走向未来， 充满了信心和期
待。 薛勤学 摄甜蜜如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