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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我

在老家
我坐在父亲对面
一壶茉莉花茶，溢出馨香
父亲和我，说他
卑微到尘埃的大半生

这时，墙上的镰刀
墙角的锄头，院子里的葫芦
树上的鸟儿，天上的白云
路过的风，都挺起身子
洗耳恭听

回家

我和弟弟、妹妹是父母的孩子
棉花、玉米、大豆、萝卜、白菜也是。秋上
这些孩子们，都赶回家里
簇拥在院子的角角落落
拉着父亲的手，搂着母亲的腰
说说笑笑，打打闹闹

苹果

红富士、乔纳金
都不是苹果

小时候，我感冒发烧
母亲总会变戏法似的拿出来一个
红红的、圆圆的，那才是苹果。常常是
我攥在手里，狠狠咬一小口
慢慢咽下半口
那半口，一直在我嘴里

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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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来，作家朋友马平的新作《我看日
出的地方》（载《人民文学》2019 年 9 期），也成
了我看日出的地方。隔三岔五的清晨，看几节
放下，再看几节再放下……这部中篇小说，如
那“人世间最好看的背影”，让人着迷而不忍
早早读完。

马平以独特的视角，扫描了飞速发展的信
息时代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冲突和矛盾，透
视出城市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兴起的浪潮中农
业、农村、农民的前途命运。面对波澜壮阔的时
代背景和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他没有拉起大
开大阖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一个个小人物悲
婉的命运，以解剖刀般的犀利笔触，剖析贫困现
象的本质，揭示人性美好的一面。

马平曾在私下对我说，贫穷是一种丑陋。关
注农村贫穷的本相，展示农民人生沉浮及其人
性的嬗变，这是他近年来创作的鲜明倾向。他在

《人民文学》2017 年 8 期发表的中篇小说《高
腔》，就是这方面的标杆之作。《高腔》生动地描
述了脱贫攻坚这个亘古未有的大事变，不仅改
变了农村的山河，更改变了农民的心志。扶贫的

“高腔”，唱出了人生的幻变、人格的升华、人性
的解放、人类的进步。因此，《高腔》自然地唱出
了这样的主旋律：贫穷使穷人变成了“废人”，扶
贫把“废人”变成了新人。可以说，脱贫是时代的
高腔，《高腔》是人性的升调。

深度描写贫穷，深入挖掘本质，深刻揭示人

性，这反映出马平“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后创
作境界的跃迁，超越了孔夫子“君子固穷，小人
穷斯滥矣”的人生态度和等级观念，历史性地把
穷苦与情义放到了一架天平上，衡出了“情义无
价”的人性价值。《我看日出的地方》所演绎的，
就是这样一个“情义感化”的救赎故事。

故事的“救赎”，是在“赎情、赎命、赎树、赎
罪”这四部曲中渐次展开的。他以素描的笔法描
述人物和事件，以兼工带写的方式展示情节和
场景。精粹而生动的语言，脱俗而鲜活的形象，
给读者以四维真实的画面感和如临其境的现场
感。

“赎情”的描述令人感怆。在月色溶溶的湖
边，“我”把一箱子未寄出的情书，化为了吊挽心
上人亡灵的纸钱。

“火苗闪了闪，燃起了一个字，接着，燃起了
一句话……

那成篇燃烧的话，腾起了一团亮光……”
还有“我”的父亲，也在痴情不渝地“赎情”。

“我敢肯定，他遇事想不开，或者，他拿不定
主意，就会在夜里出门，到你妈坟前去说说话
……”

与此相映，“赎命”的情节令人 ，“赎
树”的坚韧令人拍案，而“赎罪”的惊异，更令人
不禁抚掌击节。父亲、幺爹和“我”，以及焦海燕
和胖哥，对万千爱怜于一身、千辛万苦要赎回的
百年紫薇去留态度的转变，出乎意料又出神入

化。爱恨情仇，化为无形；纯情大义，訇然有彰。
贫穷背后的丑陋，欲流漩下的罪恶，该过去的尽
皆成为了过去。沉沦的人性在此间升华，从而使
悲婉的情义故事有了阳光的亮色。

“我看日出的地方”，这是作品的基本线索，
显示了作家对小说的自如驾驭和对谋篇布局的
精巧构思。如同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人物一样，

“地方”在作品中也屈指可数。在有限的“地方”，
作家挥洒自如，装点了气象万千的场景：荻花萧
瑟，是有情人怀义投湖的地方；雪风呼啸，是恋
人间冰释前嫌的地方；清明让酒，是亲人们倾吐
衷肠的地方；紫薇认亲，是宿怨者笑泯恩仇的地
方……真可谓，风花雪月，皆有故事；阴晴圆缺，
各具文章。而“我”看日出的地方，又是一个怎样
的所在？在古树下，是祖宗发祥的地方；在山窝
里，是悲欢离合的地方；在天井上，是人性复苏
的地方。这些“地方”，在作家笔下总是那么窘
迫、局促，暗示着人性的压抑和顽强。

“日出”，是一种怎样的景象？作品并没有正
面描写，而是倾情地述说日出之“看”抑或所

“看”之感。“看日出”，这个源于古蜀先民祈日、
盼日、护日之太阳崇拜的生活习性，在作者笔
下，升华为情义感化的救赎意境。在这个意境
中，罪恶得以救赎，人性得以从善，情义得以无
价，自由得以飞翔。谁是“看”客，谁为主人？作品
中，“我”天生喜欢看日出，父亲也是，连幺爹也
过一段时间就看看日出，樱子也连续十几年在

紫薇开花时节来垭口上望着“我”看日出。日出
是他们的希望，日出是他们的寄托，日出是他们
的情思，日出是他们的信仰。作家对“看日出”的
具体行为着墨不多，但大都是点睛之笔的描述。

“我”是看日出的主角，鸡鸣头遍起候日出，
黎明时分守望日出，满城选房为看日出，苦闷之
际整宿坐等日出……作家用生花之笔，把“日
出”的景象写成了初心隽永的般般意象——

“我在鸡叫头遍就坐在紫薇树下面，因为她
知道，我不可能在那儿坐上一天甚至一季，所
以，她一定是在日出时分出现。”

“紫薇树好像疯长了一夜，都高过了山梁。
它把刚刚冒出来的太阳搂进枝梢，看过去，就像
开了一团红花。”

作品还看似不经意地刻画了一个物象：白
石头——

一个差点被淹没在湖底永世不见天日的白
石头；

一个“可以当汉白玉卖出去”、长得像狗狗
一样人见人爱的白石头；

一个见证了紫薇古树前世今生、在老屋边
老树下默默守望的白石头；

一个祖孙三代钟情怜爱、陪伴主人公朝看
日出、夕披晚霞的白石头……

白石头出场的时候不多，但总是在命运转
折的关键时刻出现。它就是“我”，一个本朴灵
犀、坚毅执著的守望者。

1992年《美文》创刊时，平凹主编在创刊
词中这样写“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
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
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真正的散文大家，鼓
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26
年过去了，这二十多年，中国整个人文生态变
化很大，《美文》着力展示当代散文写作的最
新状态，始终坚持散文写作的平民意识，紧密
贴紧时代，与时代同呼吸。我们今天重申散文
的精神内涵，依然要向贾老师当年提出的“大
散文”思想致敬。

我在来稿中读到最多的就是琐碎化、同
质化的表达，大多数文章辞藻华丽、内容空
洞，表述的是泛泛之情、虚伪之情，就像朋友
圈没有深情多是点赞之交。这样的写作有没
有意义呢？对你个人可能是有的，但是否能唤
起他人的共鸣就是个问题。每个作家要凝聚
审美品质，要写出具有审美独一性的散文，强
调人文精神的在场，我个人觉得这一点非常
重要。当下有一种误区就是迷恋“宏大叙事”，
即大的框架、大的题材、大的词，当自身文学
造诣驾驭不了这种“大”时，便显得空洞虚浮，
其实很多被忽略的小的生活细节里依然可以
蕴含大境界、大气象，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
形”。

我们在强调个人表达合理性的时候，同
时不能忘记文化的责任与担当。我想引用王
家新老师的几句诗：

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
在风中燃烧的枫叶
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
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

当下人们的生活，被所谓的现代性裹挟，
但看看我们身边，社会文化的矛盾、贫富差距
等诸多问题凸显，环境污染还在，留守儿童还
在，空巢老人还在……中国对现代性的构建
还远未完成。作为写作者，又怎么能抛开这一
切而只谈论自己？

具体到我们陕西青年作者的写作上，
还呈现出更多对乡土叙述的迷恋。乡村的
凋敝是当下的一个社会问题，第一个意识
到“故乡在沦陷”的人是忧伤而诗意的，但
当这个句子被过度渲染利用的时候，“故
乡”已经不是我们缅怀的那个故乡。“乡土
文学”有它独立的庞大的土地根基，绝不是
为了谄媚城市文明而生的。相反，与城市文
明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参照。作家梁鸿和石
一枫在《文艺报》有一个关于“城市文学与
乡土文学”的对话，题目非常贴切，叫《在生
长中彼此塑造》，城乡绝不是“二元对立”
的，是彼此共生相互影响的。梁鸿笔下的农
村问题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正如她所
说的“写作不要被大的概念所裹挟，你要睁
开眼看看你身边的人是什么状态。普通人
即使不写作，也要看看自己的生活，你会发
现很多真实的所在”。

每个人的写作都会有一个精神的原乡，
作家与他们的故乡毋庸置疑有密切的血缘
关系。仅从诺奖作家中寻找类似的例子，很
容易列出一长串名单：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北
高加索的基思洛沃茨克，布罗茨基和他的圣
彼得堡，自我放逐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和他的
维尔诺一带葱翠的山谷，土耳其作家帕慕克
和他的伊斯坦布尔……再比如国内，2012年
莫言获诺奖时发表的演讲主题就叫《文学、
故事、家乡、亲人》。从 2016 年夏天开始，北
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率团队
跟踪拍摄了莫言、贾平凹等 6位作家回到故
乡的踪迹和对故乡的感受。与莫言一起回山
东高密东北乡，跟着阿来去四川嘉绒藏区，
随着迟子建到东北漠河，随着贾平凹下商
州，看刘震云如何走中原、毕飞宇的苏北水
乡是什么模样，这部纪录片就叫《文学的故
乡》，《读库》刊登了部分访谈文字，非常值得
一读。

这 6 位作家多集中在“50 后”“60 后”，
这一批作家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的过程
当中，获得丰富的体验。他们的书写生动
地折射出中国从一个传统社会走向现代
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现代文明这样一个
巨大的历史转换进程，而且始终保持着底
层意识，他们笔下的故乡，往往超越了狭
隘的地理概念。而当今身居都市的作家有
两种极端，一是切断了与乡土的联系，无
法触及底层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很多青
年作者更是在完全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
背景下臆想乡土，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他的
表达的诚恳度；二是依然执着于唱挽歌，
叹惋乡村的凋敝，以呈现乡村落后沉痛的
一面去打动人。

今天科技的进步、经济的飞速发达已
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可是人的思考
与精神边界竟如此滞后、萎缩、狭隘，所以
必然导致了今天很多文学作品的精神涣
散，尤其是关于乡土文学在精神探索方向
上还非常滞后。我个人觉得，在全球化浪潮
汹涌的今天，要写出乡村中国在时代大潮
里的隐秘心事，写出她的伤痛、彷徨与复
杂，只有全面了解当下的文学生态，才能完
成对乡土更高层面上的书写。我们理应珍
惜故乡给予的一切养分，用故乡的视角去
打量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希望用外面的视
角来审视故乡的脉动，尤其鼓励大批基层
的作者，勇敢地走出故乡，这里的“走出”，
当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疏离”或“逃离”，
而是在全球语境下打量“我”的存在和“故
乡”的存在。一个作家故乡素材的积累毕竟
是有限的，假如要不断用故乡为背景来写
作，那么这个故乡就必须不断扩展，从而抵
达另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故乡。

飞机起飞的时候，已近中午，初秋的中原
大地笼罩在一片迷蒙之中，让人有些辨不清
方向。期待中的秋高气爽还没有来到。

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不想去关注秋
的寂寥和伤感，只喜欢它的澄明高远，万物丰
收。就像人生历练到秋，各种收获，百般滋味，
自在心头。

一路西南，不知不觉中，飞机已经穿越云
层，我看到的是悬在蓝天的白云，大朵大朵的
云像棉一样白像丝一样柔。它们不断地变化
着模样，呈现着各种各样的姿态，仿佛在幻化
着天上的仙境。

到达武隆白马山的时候，暮色已经降临。
在万木葱茏的白马山，我看到了诸多老朋友的
身影，心头一热，一路辗转的疲倦顿时离去。

林海中的白马山，是如此的清静，月亮的
清辉，深情款款地洒在白马山的万物之上。在
这个静静的夜晚，远离了尘世的喧嚣，只有犬
吠蛙鸣风动树叶的声音在提醒着我，这是在
人间。抬头远望，碧空如洗，星光璀璨，那挂在
低处的颗颗繁星，向我眨着眼睛。仰视着它
们，我在畅想，哪一颗是我逝去的亲人，他们
一定会在远远的地方注视着我，他们会喜悦
我的喜悦，痛楚我的痛楚，牵挂我的牵挂。山
野和清风，明月和繁星，白马山的夜色令万物
沉醉。

清晨，我被一阵又一阵的鸟鸣声叫醒，淡
淡晨光带给我的是心灵的宁静。轻轻推开窗，
柔柔的风不请自来，消散了昨夜满天的繁星，
吹淡了昨日皎皎的月痕，带来了天边的朝霞。

走出房门，朝霞即刻将我热情地拥抱，迎
着朝霞，那一束束的光，披金洒银一般洒落在
我的身上，灿烂在我的心里。海拔1000多米的
白马山，高山之巅地势居然如此开阔，如此平
坦，和武隆著名的仙女山相比，它就像白马王
子一样更加俊朗，原始森林和高山湖泊更为
原生态。

白马山面积400多平方公里，平均温度20
度左右，森林覆盖率高达 90%以上，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超过 300种，被誉为“亚洲植物基因
库”。怪不得那么多鸟在这里欢快地歌唱，白
马山就是它们的乐土和天堂。

白马山拥有悠久的盐茶古道文化，天尺
坪那一望无际的茶园，被一层又一层的云雾
缭绕着，“仙女红”有机茶就在这云雾的笼罩
下，浸润着它独特的品质。白马山，从西周时
期就开始产茶，是宫廷的贡茶之一，近4000年
来，这里的盐茶古道是巴蜀通往贵州的主要
通道之一。

一杯仙女红清亮的茶汤里，蕴含着花香
茶香果香的味道，撩人胸怀沁人心脾。虽然不
是采茶季节，但天尺坪的茶园也是满目葱绿。
摘一片叶子慢慢咀嚼，依然可以嗅到茶的清
香。

在去天尺坪茶园的小路上徜徉，远远地
看见一座老屋，黛瓦泥墙记录着岁月的沧桑，
屋前生长着许多玉米，有游人正与老屋的主
人攀谈，手里拎着白白的萝卜和嫩嫩的玉米，
像来了外地的亲戚。老汉手里拿着锄头，继续
打理他的菜地，我看见他的菜园里，有层层卷
起的大白菜，叶子绿油油的，在阳光下那么诱
人。

盛开的南瓜花金黄金黄的，枝蔓上一边
是花朵一边是硕大的南瓜，它们悄悄隐藏在
土地上，不仔细寻找很难发现它肥硕的身影。
蔬菜是人间最平常之物，没有花的娇艳，不比
芭蕉梧桐的诗意，却让我格外喜欢，我喜欢它
们生长在泥土里的样子。是泥土用它最奇妙
的方式，养育着人间的万千生灵。或许菜园子
里安放着我的精神家园，那是记忆深处对童

年和乡村生活的铭记。
下雨了，撑起一把伞，信步走在雨中，感

受着空气的清新和雨滴的清亮，它像来自天
上消融的冰雪，落在我手掌间，更像是仙女落
下的思念的泪珠。

小雨中，黄柏淌高山湿地梦幻般呈
现在我的眼前。湿地由三个互相毗邻的湖泊
组成，湖畔生长着茂盛而丰富的植物，蜿蜒的
小路向着湖边延伸着，绿中泛黄的草色，青
茼、杜鹃、垂柳一片斑斓交相辉映，绽放着白
马山在这一片清秋里最美的表情。穿过树林，
远望湖水，那一池碧水，纤尘不染，在天地间
安静地冥思，水上的慧光若隐若现，让我的灵
魂顷刻间受到了震颤，这正是我倾慕和追随
的秋天景象，水静秋明物我两忘。

就这样安静地坐在湖边，连风都不会发
出声音。闭上眼睛，尘世的聒噪再也与我无
关。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时光转瞬即逝弥足珍
贵，一切就像刚刚做过的美梦一场。美梦做
完，回过身去找人间烟火所在，在林场护林工
的家里安顿下来，吃农家饭。

院子是依山势而建的，木制结构的上下
两层楼，墙上挂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标语，看上去真是贴切。家里有两夫妇。还
有院子里那两条小狗。看见我们这么多人来
到，小狗很是兴奋，围着我们转来转去，也给
这个家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

最东头的一间屋子里，架着柴火。柴火就
燃烧在一个土坑里，火上吊着一个黑黑的砂
锅，锅里一直冒着热气，很香，应该是炖了肉。
房顶上吊着的腊肉，已经被熏得金黄，有的地
方像炭火一样黑，主人说这柴火一直不会熄
灭，满屋飘散烟气，把腊肉熏染得历久弥香。

一锅煮好的玉米，被女主人端在廊下，一
股香气直入肺腑，玉米个头不大，却格外好
吃。我对里屋那红红的柴火感兴趣，就拿着玉
米坐在柴火边的板凳上吃，享受的是回归自
然的那一份轻松。

我与女主人聊着天，女主人四十多岁的
样子，齐耳短发脸庞微红。问她在这样人烟稀
少的山里生活，感觉怎么样？她说日子单调一
些但也习惯了，国家会给一点护林补贴，但不
多，粗茶淡饭布衣简食，这里有山有水有花有

草陪伴，自给自足生活倒也觉得挺好。
我看见她说起这些话的时候，表情是那

样平静而满足，不由得让我心生感慨充满敬
佩，生活中有些人总是能够在于无声处中令
人感动，他们朴实而平凡，对生活的索取不
多，却能显彰出平凡中的伟大，就像这对白马
山林场的守护者，几十年如一日，守着大山与
孤独相伴，回报很少，却从来无怨无悔。

红红柴火映在女主人的脸上，她是那样
专注而用心，看着她活得有滋有味的样子，我
想起一种最普通的植物，草。大自然中的小
草，默默无闻却可以具有燎原的力量，虽然常
常被人忽视，却自有存在的乐趣，坚韧不拔心
许大地。他们是白马山林场最美的劳动者，他
们对白马山的一草一木，都有着别样的感情，
都像陪伴他们的亲人。

女主人不断地忙碌着，一口大铁锅里熬
着的是豆浆，她要为我们做豆花，黄豆散发出
的香是原始而纯粹的。在这院子里我们离人
间的烟火很近，离心灵的宁静很近，袅袅升起
的炊烟，以飘渺的方式表达着这一家人的情
意。

我拿了一个嫩玉米放在柴火上烤，慢慢
地那玉米在火的热情之下变了颜色，散发着
醉人的清香。临行，我把这颗玉米放在了车
上，那清香在车里一路也没有散去。

我不知白马山的空气中飘过的香，复合
着多少种植物的味道，这些香来自白马山丰
富的自然资源。白马山自然保护区是植物资
源的宝库，银杉、红豆杉、珙桐等珍贵植物，在
这块土地上尽情地生长，那满山遍野的杜鹃
花在春天的时候会盛大开放。

我不知道草丛中有多少动物在栖息，有
多少虫子在鸣唱，这鸣唱来自这些动物们的
心灵。我不知道白马山有多少神秘与动人的
爱情故事。夜了，碧空如洗，万籁俱静，我分辨
着，倾听着，不知不觉已入梦的香。

穿行在时光的河流，总有一些你走过的
山水遇见的人，成为最美的遇见，这些记忆，
如小雨一般浸润灵魂，如清风拂动树叶，如明
月照耀山川。梦中的白马山，就在我不断的回
眸中，闪耀着醉人的光芒，那是大自然给予我
的最好的恩赐。

救赎的日出
——读马平《我看日出的地方》漫笔
□ 余仪（广安）

最美的遇见
□ 苗莉（河北）

文学如何走出故乡
□ 庞洁（陕西）

武隆白马山天尺坪上的高山茶园 （刘潺 摄）

银杏叶语（外一首）

□ 文莉（成都）

细雨拉长时令
日月行至暮秋
银色的雪山 弥漫
更大的寒意
词语们
在惆怅、枯萎、凋零间
徘徊

不远处
杏叶发出金色的落响
像挑破寂静的针
缝补街巷
泄漏的光芒

自赎

雨下得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在这个夏天
在35度烈日之下
大有淹没她的态势
好在，她是一条鱼
鳃的本能
让她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