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从事文学创作已经四十多年，早
年写诗，后来又写散文、小说、戏剧和电
影剧本。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文化圈内
的人都把我称作诗人。 有一个秘密大家
都不知道，我学习写诗的最初，不是写新
诗而是写旧体诗词。

我的继外祖父是一位读书人出身的
老中医，他不但医术好，书法与旧体诗词
的写作也在当地颇有名气。 我四岁就跟
着他背诵诗词， 五岁时就开始跟着他对
对子， 从一个字开始， 后来对到五十个
字，他说“绿”，我对“红”，他说“绿叶”，我
对“红花”。如此数年，终于培养出我对中
国文字的敏感以及初步的应用技巧。 大
约十岁之后，我就尝试写对联、绝句。 十
三岁时，外祖父出城去问诊，我跟着他，
对着芳菲三月，外祖父给了《春景》这个
题目，让我写五言绝句，我脱口说出“花
如初嫁女，树似有情郎”这样的句子，外
祖父大加赞赏。 但是， 一个十三岁的少
年，确实不知道“初嫁女”应该是个什么
样子，之所以能这样写，应该是数年进行
诗词语言训练的结果。

几年之后， 我成了一名下乡知识青
年，村子里让我办黑板报，我的诗词写作

立刻受到了限制。我无法在规定的句式、
格律、对仗中完成对生活对象的描写，比
如说“阶级斗争”“农业学大寨”这样一些
语言，的确没有办法进入格律诗。由此我
认识到，旧体诗词写作的年代，适合传统
的农耕文明时代。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传
统诗词不再可能成为表现生活的主流文
体。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文学样式越
来越散文化、自由化，这就是我们的中国
古典文学为什么从《诗经》、汉赋、唐诗、
宋词、 元曲到小说是一个逐步散文化的
过程。 到现在的电影、电视、网络文学的
出现，从中可以看出，主流文学的走向越
来越复杂，离传统的诗词越来越远。

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
旧体诗词在描写现代生活时毫无优势可
言，但在抒发感情、描写心灵的领域里却
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支撑现代社会生
活的，是政治、科学和经济。 在这三大领
域中，表现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每一年，
都会有很多的词语诞生， 也会有很多词
语死亡。对于一个习惯于过传统的生活，
愿意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的人， 这种现代
生活很无奈。大约在十五年前，我在一篇
散文里就说过：“对于喜欢心灵生活的人

来说，科技是一场瘟疫！”今天，我们再也
不能驾一叶孤舟到江湖中去， 也不能坐
一辆牛车悠游在乡村泥泞的路上。但是，
我们面对一朵花的开放、 一片秋叶的凋
零，同李白、杜牧、王维、苏东坡等唐宋时
代的伟大诗人所看到的春花秋叶， 并没
有什么两样。在物质的世界里，我们无法
传统；但在精神生活中，我们完全可以排
斥现代。描摹心灵生活，旧体诗词不但不
会让我们捉襟见肘， 反而让我们的感情
变得典雅起来，古朴起来。

从二十岁开始，到三十五岁，我基本
上是以新诗写作为主；三十五岁之后，很
长一段时间，我是新诗旧诗都写；五十五
岁之后，我几乎只写旧体诗词了。原因很
简单，当我不再想在生活中扮演强者，我
便愿意过恬静的心灵生活， 在这种生活
中， 读古人的诗， 然后又像古人一样写
诗，便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

（摘自《文人的贵族精神》 熊召政/
著 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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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
子了。 ”这是《城南旧事》最后一章的标
题， 也是整篇小说的收笔之语。 掩卷沉
思， 林海音的这部小说写的是“花开时
节”的故事，无忧无虑、率性而为的童年
时代，世事沧桑的忧愁还未浮上心头。 成
人世界的背叛别离、 生老病死和人生无
常，在孩子心无杂念的感知下，少了些悲
凉沉重的意味，多了些温柔敦厚的色彩。

“温情”是这部小说最明媚的底色。
虽然写的是主人公英子身边邻居、保姆、
亲人悲欢离合的故事， 但因为字里行间
处处流淌着温情， 并不让人觉得晦暗压
抑，反而有一种触动心灵的温暖力量。

小说第一章《惠安馆》，这种温情流
露于“我”和秀贞、妞儿母女的友谊中。 妞
儿是个身世可怜的卖唱女，“我” 挺身而
出保护她不受欺负， 自此结下了相识的
缘分。“我”对妞儿很好，“绒褂子口袋里

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 要给妞儿吃的”，
因为等不到她，“包的纸都破烂了， 黏糊
糊的， 宋妈洗衣服时， 我还得挨她一顿
骂”。 后来，“我”又认识了疯女人秀贞，不
仅没有嫌弃她， 还用一颗赤诚的童心听
她说话，陪她玩“过家家儿”。 知道秀贞日
夜思念失散多年的女儿小桂子，“我替秀
贞难过，也想念我并不认识的小桂子，我
的眼泪掉下来了。 ”最后，“我”发现妞儿
就是秀贞寻找多年的女儿， 便急着让她
们母女相认……虽然， 故事难逃悲剧的
结局， 但主人公英子与这对母女的情义
是真诚质朴的，她一心为母女两人着想，
真心希望她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英子
对弱者无私的关爱和帮助， 如同悲情故
事里的一束光亮，照进生活，驱散黑暗，
留下了童年时代的温暖记忆。

《城南旧事》是一部以时间为线索的
小说，随着英子年龄的增长，故事的章节

也在不断递进。《惠安馆》里，英子还是一
个没有上小学的小丫头，到了《爸爸的花
儿落了》，英子已经骄傲地领到了小学毕
业证书。 虽然，英子长大了，但这个章节
的故事因为爸爸的生病去世变得格外伤
感。 爸爸是这个故事的主角，英子回忆往
事，想到了他的“严”和“爱”。

《城南旧事》的作者用冲淡平和的笔
调写着一个个感伤的故事， 全书透着一
股淡淡的忧伤。 但我们从中读不出怨恨、
悲观和绝望， 反而被一种达观和坚强的
精神深深鼓舞， 如同小说中丝丝不绝的
温情，萦绕心头、照亮前路。 这是作者童
年时代的初心所在， 也是鼓舞她勇敢坚
强， 硬着头皮闯过人生重重困难的精神
源泉。

纵然花开花落，初心不改。
摘自《新民晚报》

童年记忆中的世情百态

《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
音的代表作。该作品通过英子童稚的
双眼对童年往事的回忆，讲述了一段
关于英子童年时的故事，反映了作者
对童年的怀念和对北京城南的思念。

像古人一样写诗
一个人如果将自己的生命注

入一种事业， 那么生与死便不再
有什么界线。

———梁衡《青山不老》
时间折磨人的同时， 亦在救

治。 耐心，积极心，就在这空白的
时间里积养着， 渐渐填充了它的
容量，使它的锋刃不那么尖利，而
是变得温和有弹性， 容你处身其
中。
———王安忆《空间在时间里流淌》

所以要等，所以要忍，一直要
到春天过去，到灿烂平息，到雷霆
把他们轻轻放过， 到幸福不请自
来，才笃定 ，才坦然 ，才能在街头
淡淡一笑。 春有春的好， 春天过
去，有过去的好。

———韩松落《我们的她们》
哲学不过是一段记录印度

人、中国人、希腊人、学院学者、柏
克莱主教 、休谟 、叔本华 ，以及所
有种种的困惑史而已。

———（阿根廷）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谈诗论艺》

微书摘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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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的作品天然就流露出一股
贴近土地的乡村气息。 好似在赵树理和
农村之间已经可以画上一个 “等于”符
号。 现在，我想重新审视赵树理其人和
其文章 ，以短篇小说 《登记 》为例 ，给这
个“等于”符号新的阐释。

真实之“真”
相较于其他典型文人所作的农村

题材小说，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更贴
近也更真实。 赵树理本人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农民，其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农
民能看懂听懂， 所以他舍弃了环境描
写，舍弃了拐弯抹角的手法，以一整个
连贯的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

首先，真实体现在细节，例如，在介
绍人物姓名的方式上，小说中的人物在
不必要的时候不会拥有姓名。 张艾艾和

李小晚的大名直到登记结婚时才出现
一次，也是整个文本中唯一的一次。

其次， 故事内容也贴近真实。《登
记》 中的三条故事发展线索：“小飞蛾”
的婚姻、女儿张艾艾的婚姻和马燕燕的
婚姻故事主要体现的是新中国婚姻法
与农村婚姻观念的变革。

无论如何， 赵树理总是站在农民的
立场上写作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真实，
他的作品才会在当时受人称赞与追捧。

无实之“假”
我认为的“假”在于从文学性角度

出发， 赵树理的小说虽然通俗易懂，但
是不恰当的处理与突兀的转变实在给
人一种看起来很“假”的阅读体验。 自然
环境方面的描写完全被摒弃，对话与平
白的叙述构成了小说的全部，虽然故事
连贯，但看起来不饱满。

《登记》中，马燕燕的妈妈看到张艾
艾和李小晚的结合被评为模范婚姻，当
天晚上就想通了，且第二天就叫女儿马
燕燕跟她自己心仪的人登记，这简直透
露出一股“魔幻风味”。

从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能够读出

传统的乡土风味， 但因为缺少对农村
自然环境的描写，也让我有一种“假”
的观感。

无谓“真假”
其实，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上述

“真假”都是伪命题。 知人论世，知文论
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写作
面临的创作压力是我们感受不到的，也
正是因为种种看起来“假”的东西才更
突显那个时代的真实。 且作为一部文学
作品， 必然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
实，不然就叫纪实报道而不是小说。

赵树理的小说还有很多让我们去
讨论和思考的地方。 赵树理能够在满足
农民的阅读要求下，写出被大众所喜爱
的优秀文学作品， 并在文坛中独树一
帜，这本身就是值得学习的。

赵树理小说之“真”与“假”
———以《登记》为例
长沙理工大学 曹霖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