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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与前瞻

它承载着时代精神原色，丰沛而美丽
———2020年散文阅读印象 古 耜

回望和盘点散文的 2020年，无疑可以“横
看成岭侧成峰”，而在我看来，它更像一首内
容繁复、结构恢宏的交响诗，其雄劲而瑰丽的
鸣奏，给人们留下丰沛多元的艺术享受：一方
面，许多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散文家，立足
时代前沿，呼应历史脉跳，以自觉的人民意识
和浓烈的家国情怀， 写出一系列揭示人间正
道，反映社会变革，表现生活美好和人性亮色
的精品力作，以此构成年度散文的主旋律；另
一方面，一些散文家遵从心灵的感悟与召唤，

坚持从个性化的经验积累与知识储备出发，

在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巨大时空中， 实施多
题材、多向度和多形态的发掘与创造，捧出一
系列弘扬真善美的作品， 从而在展示精神与
审美创造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同时， 形成了年
度散文的多声部。

概言之，主旋律强劲，多声部丰盈，是 2020

年散文的主要特点和基本态势。

一

2020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系列关系到
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大事情。其中举国上下
勠力同心展开的逐梦小康社会和决战脱贫攻
坚的伟大实践，以深远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历
史开创性，吸引和感动了众多作家，逐梦小康、

扶贫攻坚，成为年度散文的强大主题。

在这一主题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丁晓平
探访井冈山脱贫摘帽样板村神山村的 《可爱
的神山》《那山那水那乡愁》，潘小平记述革命
老区安徽金寨实施精准扶贫的 《岭上开遍映
山红》，任林举实录吉林省大安市青年党员李
鸿君带领村民拔掉穷根、改变命运的《小窝卜
村的“八〇后”驻村第一书记》，等等。这些作
品通过多时空、多视点的描绘，铺开逐梦小康
与扶贫攻坚的生动画卷。它们告诉读者的，不
仅是扶贫干部的忘我工作和无私奉献； 也不
单是农民群众的吃苦耐劳与聪明才智； 更重
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先进性与优越
性， 以及其在中国大地上所显示出的强大生
命力。

在脱贫攻坚、 逐梦小康的历史进程中，一
些作家不仅是热情的书写者、推助者，而且是
直接的参与者、践行者，这使得他们笔下的相
关文字别有一种真切和生动。陈涛曾到甘肃偏
远村镇挂职两年，对今日农村情况有着深入观
察和体验，他的《挂职见闻录》不仅写出了农村
发生的可喜变化，而且直面农民身上尚存的某
些弱点，从而为作品在乐观之外注入了一丝忧
患。 女作家朱朝敏亦是扶贫工作队的一员，她
的文字更多关注贫困人群的心理困境与情感
缺失，一篇《塔灯》讲述丈夫帮助帮扶对象修复
婚姻创伤的故事， 揭示了精神扶贫的不可或
缺。周伟的《乡村词典》和金国泉的《扶贫记》，

都是作家作为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现场的亲
历和采录。他们讲的故事不同，却同样贯穿着
作家剪不断的故乡情结和丢不掉的农村生活
经验，唯其如此，这些作品充盈着一种源于乡
村生活本身的魅力，因而也别有一种真实性和
代入感。

二

与此同时， 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为精神内核的散文创作持续开展， 质文
兼备的精彩之作不断涌现。丁晓平的《老渔
阳里 2 号的百年时光》，遥望中国革命的起
点，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所在。

王巨才的《那催人泪目的邂逅》写“我”瞻仰
钱壮飞烈士陵园的情景，其情真意切的追思
与缅怀，委实令人动容。焦凡洪的《在抗美援
朝战场与巴金相处的日子》， 借助一位老兵
的日记，“激活”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巴金，让
人们看到了作家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与共。

王芸的《浩浩江流，巍巍屏障》聚焦长江边上
的抗洪战场， 撷取解放军战士的昼夜奋战，

告诉人们岁月何以静好。裘山山的《静谧的
林卡》，透过“我”的遇见，凸显高原军人习惯
成自然的忠诚与坚韧，传递出一种默默牺牲
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剑钧的《生命里的大河》

让“一条大河”的歌声，在生命长旅中一次次
响起，从而化作“我”对祖国的深情礼赞。这
些作品因为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原色与
价值导向，值得珍视和弘扬。

三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搅扰人们正
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同时也引发了作家面
对灾难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 一时间，以
抗击疫情、 守护生命为主题的散文纷至沓
来，成为 2020年度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内容表达则大致呈现三种路向：

一是记述疫情之下“我”的生活、工作以

及所见所闻和内心世界。池莉的《隔离时期的
爱与情》、叶倾城的《武汉“围城日记”：明天是
新的一天》，不约而同地锁定疫情肆虐的武汉：

困在城中的“我”和我们，固然不无抑郁和烦
闷，但更多的是淡定、体谅、乐观和感恩，从而
展现出国人面对危难依旧葆有的悲悯情怀与
善良品性。习习的《庚子年，春天四节气》、尔容
的《在汉口当“守门员”》，均写到身为文艺工作
者的“我”，下沉到社区帮助防疫“守卡”的情
景，平实而略带诙谐的讲述，浸透了温情和豁
达，传递着生活美好和人间大爱。陈蔚文的《庚
子：冬过春时》、范晓波的《仙境》，或诉说疫情
下的阅读心得， 或表达宅居中的美景向往，都
是值得静心体味的好作品。

二是关注和赞美疫情中的逆行者。李舫的
《与你的名字相遇———写给白衣战士》、西篱的
《后方亦是战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与方位聚
焦战“疫”中的白衣战士，那一个个临危不惧的
身影，那一幕幕救死扶伤的壮举，连同沛然其
间的崇高的奉献和牺牲精神，编织成感人至深
的英雄群像，令读者久久难忘。

三是从历史或文化的高度，审视或反思这
场疫情。在这一创作思路上，王蒙、冯天瑜、韩
少功、王威廉等作家学者都留下了启人心智的
篇章。其中韩少功的《聚集：有关的生活及价值
观》从经济、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对人类社
会的聚集现象作了客观辩证的剖析，进而建议
后疫情时代的人们， 重新定义自己的幸福观，

可谓直面当下，语重心长。

四

以新的环保理念对话生态自然，是散文创
作新的增长点。2020年不少散文家选择生态自

然作为创作题材和主题，表现生态自然的散文
作品，不仅数量日趋增多，而且整体质量也稳
步提高。

李青松的《哈拉哈河》和《大麻哈鱼》，是生
态散文的重要收获。 此二文专注北方的江河，

行文落墨有形象也有故事， 有观点也有知识，

有筋骨也有温度， 让人既感受到自然之美，又
懂得了生态奥妙。 傅菲在 《雨花》《青年文学》

《湖南文学》等刊物发表生态散文，其作品多从
生命经验出发，通过“我”对天地万物的仔细观
察和深情体味，彰显了生态自然之美以及它对
于人类的家园意义。长期致力于生态自然写作
的哲夫、郭雪波均有新作问世，前者的《大地上
的风景》和后者的《阿娜巴尔》，都为读者提供
了领略大自然的新景观和新路径。安然喜欢在
自然山水间安放身心，一篇《在深深的密林里》

把这种感情和体验诠释得酣畅而细腻。彭程的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原本是“我”对外国自然
文学的读后感，由于其思绪灵动，笔调柔婉，且
满载作家对生态自然的别样理解与体认，所以
同样不失为生态文学的精品佳作。

取材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是生态散文的又
一特点。苏沧桑的《春蚕记》讲述作家同养蚕专
业户一起隔空养蚕的一段经历，文中的“我”对
于蚕丝文明的渐行渐远难免有几分无奈，但她
对蚕宝宝，对昆虫、绿叶和大自然的由衷喜爱
却始终在场。此外，肖复兴的《花间集》、赵丰的
《聆听鸟语》、张映姝的《养花记》、柴薪的《草木
在左，文字在右》、东珠的《昆虫的早餐》等，也
都是人与自然对话的好作品。

五

大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和广泛
传播相关，20世纪 90年代曾备受瞩目的历史
文化散文， 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之后，

到 2020年再度出现兴盛的迹象， 成为年度散
文多声部中最富表现力的一种。

首先，一批由名家创撰、质量较高的历史
文化散文集集中问世， 其中影响较大的至少
有：张炜走近苏轼的《斑斓志》（人民文学出版
社），王充闾梳理国人精神文化轨迹的《文脉：

我们的心灵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风发掘
江南人文脉络的《江南繁荒录》（译林出版社），
詹谷丰的专注东莞先贤和历史的《半元社稷半
明臣》（长江文艺出版社）， 陆春祥在历史中做
逍遥游的 《九万里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等。同时，单篇历史文化散文亦多有佳制：李舫
的《南岳一声雷》倾心对话思想史上的王夫之；

杨闻宇的《重读李清照》引入女性视角解读李
清照；刘上洋的《万寿宫：江右商帮的精神殿
堂》 细致探寻江右商帮命运沉浮的深层原因，

均系言他人之鲜言，具有显见的原创性。而《钟
山》杂志的两个历史文化散文专栏———由王彬
彬撰稿的“栏杆拍遍”和由潘向黎泚笔的“如花
在野”，或重述近代史实，或新说清词丽句，更
是烛幽显微，琳琅满目，几乎篇篇精彩。

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

李敬泽、祝勇和李修文三位作家，似乎都启动了
新一轮探索， 因而值得格外关注———李敬泽继

续编织他的“小春秋”，但在《〈黍离〉———它的作
者，这伟大的正典诗人》之后，突然谈起了《红楼
梦》，其相继推出的《芹脂之盟，那几个伟大读
者》《石头，雪芹所在之地》，不但串联起红学
史上的各种“桥段”，而且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
种种规律化作灵动的点染融入其中， 尽显一
种杂花生树、举重若轻的能力。祝勇继《故宫
六百年》之后，在下半年的《当代》杂志写起
“故宫谈艺录”，其新作《待重头收拾旧山河》

《欧阳修的醉与醒》等，将古人看重的义理、辞
章、考证，统筹兼顾，融会贯通，使笔下作品生
出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李修文在《当代》

《天涯》《红豆》等多家刊物谈“诗来见我”，作
家这类文字的突出特征， 在于从古诗的意境
里发现了“我”的在场，或者说用“我”的感受
激活了古诗的意蕴，这时，作品由于实现了古
人与今人跨时空连接，所以读来自有一种深切
与开阔。

六

文体探索与创新是年度散文观察不可或
缺的纬度。 在这两方面，2020年散文创作尽管
不能说成就卓著，但仍然展现出扎实、积极的
势头。一些散文家用风姿独异的文本和别出心
裁的劳作，进行了自觉开拓与潜心实验，且不
乏可喜的收获。

刘琼在《雨花》开辟散文专栏“花间词外”，

全年 12篇作品的核心意象均取自古人的咏花
诗词， 但由此展开的书写并非单纯的诗词赏
析，而是围绕核心意象进行多路径的疏通或辐
射，其一系列旁逸斜出、旁搜远绍，看似信马由
缰，但最终平添了作品的意蕴与生趣。黑陶的
《寻访明代郑之珍》旨在史海觅踪，行文却不一
味钩沉稽古，而是将被寻访的古人和“我”在现
实中的寻访，化作两条线索和两个板块，令其
穿插映衬， 结果不仅避免了叙事的呆板与沉
闷，而且为作品主人公建立起一种由古迄今的
地理和民俗背景，便于读者感受与认知。王芸
一向注重散文表达的新颖和有效，其再现传统
傩舞的《观傩记》，用“现场篇”“画外音”“采访
篇”“资料篇”等不同声音结构全文，经过妥当
的穿插调度，不仅省却了若干过场文字，使行
文趋于精练简洁，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作家视线
的转换与交叉，从而使对象获得了多侧面有深
度的呈现。朱强拥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泚笔为
文不但在构思和布局上煞费苦心、 力臻工巧，

而且很注重语言修辞层面的现场感和陌生化，

以及相关的知识性融入和历史感营造。其讲述
一位画家因遭遇商品规则戏弄而感到精神幻
灭的新作《画展记》，正可作如是观。谢宝光对
散文文体的探索堪称勤勉而执着，其新作《歧
路》等明显打破了散文惯用的时间链条和空间
秩序，而大胆引入了先锋小说所擅长的叙事圈
套，以及用描写替代叙述等表现手法。只是这
种跨文体借鉴似乎又没有从根本上解构散文
作为“自叙事”的特征，“我”的视线始终在场，

唯其如此， 这样的探索更值得我们关注和讨
论。

（作者为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

周刊
评论 夕拾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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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台》：烟火气中的陕味人间
胡 笛

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的长篇小说
《装台》 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播出
后，好评如潮。观众从中品味到，这是“烟火气
中的陕味人生”。

古都西安有鳞次栉比的现代高楼， 更有
大雁塔、钟鼓楼、古城墙等古城美景，饮食文
化在热闹喧腾的城中村早点铺子上开始，“大
街上到处都是一股香风辣雨， 要吃饭论美食
还得数咱们三秦大地，锅贴、凉粉、酸菜、炒
米、春卷、醪糟、三原熏鸡、酸汤饺子、灌汤包
子……” 镜头中这座城市的日常被浓缩也被
蔓延。

城中村生活着各式各样的人， 有闲有
钱的疤叔，守护着看超市的前妻；出租自己
所有房屋，吃住都在废弃小车上的黑总，看
似抠门却捐助了不少人； 装台班子的头儿
刁大顺，在外卑微谋生，在家忍气吞声，却
始终保持对生活的韧性与耐力。 城中村是
一个时代和城市的缩影，拥挤的生活空间，

复杂的人员构成。 这里是大多数农民工进
城谋生的起点， 也是部分像刁大顺一样的
城市平民的老家。

这些纷繁世相里有苦难悲伤，也有幽默和
希望。

为行业小人物立传

装台行业，是边缘的幕后行当，以给别
人装置表演舞台的方式讨生活，刁大顺的口
头禅就是“咱是下苦的”。他们凭自己的劳动
挣钱，既受苦，也受气。刁大顺坚持下来有了
名声， 带起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队伍。《装台》

以装台人的行业视角，来展示这个行业的人
物群像，呈现世态斑斓。

除了城中村，《装台》中另一个重要的场
景就是秦腔团。 秦腔团瞿团长业务水平高，

原则性强，对刁大顺等人同情且保护；铁扣
主任圆滑世故，能帮刁大顺他们联系各种装
台业务，也经常中饱私囊，克扣工钱；忠厚正
直的刁大顺一方面要带领队伍干活讨薪，一
方面还要处理自己三次婚姻两个孩子留下
的各种家庭矛盾； 闷头干活的大雀省吃俭
用，就为让烧伤的女儿恢复容貌；老实憨厚
的墩墩没有文化，只有蛮力，一门心思想娶
上媳妇；痴情的三皮装台只为接近刁大顺的
第三任老婆蔡素芬；此外还有爱摆谱的灯光
师、爱耍大牌的角儿等各色人物。这些人物
极具个性，背后都有具体的生活支撑。

装台工是最普通的劳动者，遵守着这行

当的各种规则。先干活后结账的行规，经常让
他们处于被动讨薪的艰难无奈中。 第一集中，

刁大顺就面临雇主演出结束后逃单的行为，他
找到瞿团长押着灯光设备，又缠着铁扣主任找
人，终于要到了工钱。在另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刁大顺得到装台雇主的直接邀约，但他依旧让
铁扣分酬劳，因为他深知铁扣才是长久业务的
提供者。刁大顺带队伍的理念就是自己搬最重
的东西，就是发言权，就是管理。作为装台工
人，他们吃苦耐劳，宁可亏钱，绝不亏心，坚守
做人的底线和生命的尊严。小说中刁大顺有个
梦境恰可比拟， 他们就是负重前行的蚂蚁，但
他们也有作为蚂蚁的骄傲和自豪。

陈彦在小说后记中谈到自己创作的初衷
是为小人物立传，“他们不因自己永远处身台
下，而对供别人表演的舞台持身不敬，不因自
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
与责任， 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
性与耐力。他们永远不可能上台，但他们在台
下的行进姿态，在我看来，是有某种不容忽视
的庄严感”。

为笑中带泪的生活存证

一地鸡毛的家庭生活，压弯了刁大顺的脊

梁。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弟弟，他撑
持了一大家子人口。 经历三次婚姻的刁大顺，

过得并不顺利。第一任老婆跟人私奔后，他独
自抚养女儿刁菊花；第二任老婆带着女儿韩梅
嫁给他不久病逝， 他视韩梅同己出供其上学；

第三任老婆蔡素芬嫁给他后，受到大女儿的百
般刁难和三皮的纠缠，黯然离开。手下兄弟大
雀意外死亡后，他的孤儿寡母又留在了刁大顺
家中。大哥病逝前也将大山深处初恋红颜的哑
巴孩子托付给他……

作为刁菊花的父亲，他觉得自己对女儿有
所亏欠，便无止境地忍让，却得不到半分尊重。

在自己唯一可以倾诉的窦老师面前才能得到
安慰，“你靠你的脊梁，该你养的，不该你养的，

你都养了，你活得比谁都硬朗周正”。每次从老
师家出来腰杆都比过去直些，可是背过老师他
还是弯下了腰。他默默接受着命运反反复复的
折腾，仍旧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好
着呢，美着呢”，成为他另一句自我安慰的口头
禅。

影视改编忠实保留了小说中刁大顺的精
神品格，闪烁着淳朴善良的人性光辉。但在刁
菊花和蔡素芬等人物命运上却有所改动，刁
菊花有了婚姻和孩子后对于生活有了新的理

解和希望，她和蔡素芬的和解，以及三皮的主
动退出，最终让蔡素芬又回到了刁大顺身边，

给予这个满身伤痕的人一些温暖与爱， 也满
足了广大观众对大团圆结局的期待。此外，影
视改编也注入了更多的喜剧色彩，让疤叔、黑
总、铁扣等人物更加立体鲜活，“铁扣当领导，

群众受不了；铁扣当群众，领导受不了”，一句
顺口溜就让观众牢牢记住了铁扣主任的难
缠。 陕西方言的使用也让人物之间的对话更
加生动可感。

评论家李敬泽说：“《装台》 有一种盛大的
‘人间’趣味：场景的变换、社会空间的延展和
交错、 世情与礼俗……现代小说常常空旷，而
《装台》所承接的传统人头攒动、拥挤热闹。”这
便是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以真实生活为
基础呈现烟火气中的陕味人间。

叶青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