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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不下的小镇

有一句老话：你出生在哪
儿，就决定了你的命运。

最近，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带领观众
跟随六位作家重返故乡，走进他
们文学梦萌芽的地方，同名图书

《文学的故乡访谈录》日前由中
国广播影视出版社推出。

片中六位作家是属于一个
时代的精神画像，他们有着“50
后”和“60后”的时代标签，与新中
国同呼吸、共命运，历经过贫困
挨饿的落后阶段，也目睹改革开
放后的复苏腾飞。他们将家国情
怀付诸笔端，从个人视角出发，
凝视着社会的发展进程。

对于每个人来说，故乡都是
离不开的命题。随着“80后”这批
作家日渐摆脱掉反叛情绪、步入
而立之年，乡土“80后”的生存体
验书写，也已完全褪去青春期的
青涩与稚嫩，取而代之的是中年
的成熟与老练。他们对故乡的描
绘，与文学前辈们截然不同，让
人们看到了一个别样的中国社
会。

“80后”作家颜歌的许多作
品，均以平乐镇为发展空间，其
原型是其家乡四川郫县。

《关河》是少时写作的古代
奇幻故事，《良辰》里开始出现了
故乡的痕迹，《异兽志》中故乡的
痕迹逐渐加重，到《五月女王》
中，故乡这一熟悉的社会空间已
经演化成颜歌的取材空间，成为
颜歌“第一步彻头彻尾关于平乐
镇的长篇”。到《我们家》与《平乐
镇伤心故事集》中，平乐镇正式
成为显著的空间标志。

平乐镇不仅承载着独特的
地域文化，塑造着性格各异的故
事人物，更体现着作者的选择与
思维方式。颜歌坦言：“我对我们
的生活生来悲观。我所看见的世
界就像十年前从成都回郫县的
那条马路，肮脏，无序，混乱，尘
土飞扬而令人窒息……我相信
这样的城乡接合部是我的伊甸
园，而我充满喜悦地从这里翻找
诗篇。”

颜歌在《我们家》《平乐镇伤
心故事集》中，运用了大量家乡
元素。其中，既有“婆娘”“瓜皮”

“龟儿子”“白脸鸡儿”等方言词
汇，又有肥肠粉、花椒、海椒、豆
瓣酱等地方美味。川味语言、川
味人物、川味风情一起，熔铸在
颜歌的小说中，成为独特的颜歌
风格。

西门成长的豆瓣厂青年薛
胜强，南门操扁褂的青年子弟，
北门办商的外地人，东门的官家
子弟，颜歌将镇上的各种各样的
人物裹挟进她的作品。作为城乡
接合部的平乐镇，既有“乡”的特

征，也有“城”的特点，具有城镇
化时代的典型性。

从少时走出小镇，到青年时
期回归小镇，颜歌说：“在二十多
岁的时候一直写平乐镇，我想是
因为自己总是非常地怀念过去，
怀念我和父母一起生活的世界。
因此，不管我人在哪里，我总是
写过去的小镇，现在想起来是一
种心理治疗。归根结底，我只能
从自己的趣味和经验出发来写
作。写平乐镇是我的一个心结，
纠纠缠缠写了快十年。”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
化率显著提高。固然有许多的年
轻人闷头去北上广深等大城市
奋斗，但也有越来越多从小镇成
长起来的青年重新回归故土。同
样是写乡土，与莫言、贾平凹那
代作家相比，以颜歌为代表的“80
后”作家显然已经有了新的视
角。

家在老工业城

2018年，1986年出生的班宇
以“未来文学预言”的形式，宣告
了一个作家群体和一座小说城
的崛起。几乎同时，1987年出生的
郑执，在被称为文学界“蒙面歌
王”的“匿名作家计划”中荣膺首
奖。在此之前，1983年出生的双雪
涛已获得多个文学奖项，成名多
年。

三位来自东北的“80后”作
家，接连凭借书写东北城市的小
说受到瞩目，这种关注，某种程
度上与人们对东北的想象紧密
关联。传统工业在过去40年间由
盛转衰，时代的巨大落差，对应
着无数个体的命运跌宕，东北被
赋予了某种悲情色彩。

作为沈阳人的双雪涛、班宇
和郑执，或多或少都能从父辈中
感受到东北工业曾经的荣耀。班
宇短篇《盘锦豹子》里在新华印
刷厂上班的孙旭庭，大年三十在
厂里分到了“两袋冻虾仁、两瓶
口子窖、一箱饮料和一袋面粉”。
双雪涛短篇《跷跷板》里的李默，
向刘一朵表达爱意的方式，是找
厂里的工人做了一朵铁玫瑰。

旧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所
带来的心理落差是很难面对。当
原先的优越感，渐渐坠落成为束
缚的“老黄历”，包括“80后”作家
在内的东北人，不得不面对着身
份认同上的危机。

收录于班宇小说集《冬泳》
中的《工人村》，恰如其分地揭露
了这种落差。开古董店的老孙、
足疗店的吕秀芬、摆烧烤摊的战
伟等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以各自
的方式谋取生活。短篇《梯形夕
阳》则叙述了在工厂转型艰难之
后，职工不知何去何从，骑着自
行车绕着工厂转圈的场景。

面对急速到来的社会变动，新
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和环境选
择，带给“80后”东北作家翻天覆地
的考验。这显然不同于迟子建笔下
对东北故乡的深沉眷恋，或是孙惠
芬叙写城乡夹缝中的挣扎。他们不
自觉地向城市空间靠拢，成为书写
城市的年轻一代。

他们在城市书写中用自己
的方式，记录了一代人的伤痕与尊
严，再次召唤出生而为人的精神力
量。他们以严肃的创作姿态，对城
市文学做了一次新的拓展，让我们
重新关注到这片北方大地上的故
事空间。在信息化、经济化、城市化
都迅猛发展的今天，这批“80后”东
北作家的城市书写，提供了宝贵
经验和思考价值。

外乡人在北京

在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版
图上，北京是少数几个建构起自
己文学形象的城市。提及“北京
叙事”，老舍、陈建功、刘心武、王
朔、邱华栋、铁凝等都在其列。不
同的作家，构建了不同的城市空
间景观，同时也在不断定义着北
京人和北京城的关系。

1978年出生的徐则臣，是“70
后”实力派作家。在徐则臣的“京
漂”系列小说中，那些都市的“外
来者”与“边缘者”，在过去与现
在的时间交错中，试图重构自我
的身份认知；在中心与边缘的空
间区隔中，倔强地寻找着自己的
位置。

老舍笔下的《四世同堂》，描
写的是近代的老北京，那些北京
的胡同小巷和市井人情，带有鲜
明的地域文化色彩。王朔的《看
上去很美》等作品，则聚焦北京
的大院生活，表现大院文化特有
的温暖和优越感。

徐则臣则将他的目光，放在
了北京四环，甚至四环以外的郊
区地带。四环路上聚集的多是知
识分子，中国最好的大学都聚集
在这里，北大、清华、中关村，这
里是知识最密集的地方，而四环
以外便逐渐往郊区过渡了。

徐则臣所描绘的北京，不是
老舍笔下“地域性”的北京，也不
是王朔笔下“开放性”的北京，更
不是邱华栋笔下“欲望化”的北
京，而是一个更加接地气的“烟
火气”的北京。

这里是城市外来者的聚居
地。都说北京遍地是黄金，很多
外来者来到了北京，成为假证制
造者、盗版碟贩卖者、做小生意
的人。那些高大气派的写字楼、
繁华热闹的商场都与他们无关，
与这些城市外来者密切相关的，
是低矮破旧的平房、简陋拥挤的
地下室、逼仄杂乱的旧单元楼。
徐则臣向我们呈现的，是独特却
真真切切存在的都市另一面。

《啊，北京》中的“我”和大学
同学，租住在北大承泽园的一栋
破楼里，后来因为“我”与边红旗
的偶然交集，成了合租的室友。
孟一明要上课教书，“我”要写小
说和到处乱逛，边红旗写诗的同
时还是一名伪证制造者。

平时各忙各的，彼此只是在
一个屋檐下生活。唯一的交集，
就是晚上偶尔串门聊天或聚会。
但他们在聚会时，却可以敞开心
扉边说边聊，没有丝毫算计和陌
生。他们善良、仁义，可以不计报
酬地帮助对方。

就像徐则臣在《跑多远才能
回到家》中所说：“在北京，宾馆、
酒吧、夜总会和高尚社区是一个
人间，很多人围着麻辣烫的摊子
也是一个人间，热气腾腾的烟火
人间。”他向我们呈现的，是一个
有烟火气的北京。他能够从小人
物的日常生活，来挖掘出更深层
面的社会问题，展示现代城市中
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困境。

徐则臣的北京书写，并不是
所谓的“底层文学”。虽然他笔下
写的是底层人物，写的是底层的
生存状态，但是在这些人身上，
没有底层人的自我怜悯与愤懑，
也没有因为生活窘迫而对整个
社会心怀怨恨。“他们不是想当
然的‘底层’——— 除了从事职业
的不同，他们和我们没有任何区
别。他们和我们一起站在天桥上
看人来人往。”

在徐则臣的小说中，故乡和
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充斥
其中，笔下的人物在“弃乡”和

“逃城”之间不断思考。他们都有
一颗躁动不安的心，不满足于故
乡现有的生活，充满了对大都市
的向往。

然而现实中，他们在北京却
饱受生存的压力，陷入精神的困
境。他们向往的资源和机会都没
能获得和实现，面临的是没有固
定的住所、没有合理的身份，甚
至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他们
既不愿回到家乡继续过平淡的
日子，又无法融入北京，“弃乡”
和“逃城”的主题，构成了徐则臣
小说的叙事张力。

人与城的矛盾，不仅仅属于北
京，而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
问题。徐则臣的书写，向我们展示
了华丽外表包装下的北京，为我们
展示了一种新的城与人的关系。如
果从这个角度去阅读其作品，那么
不仅能理解徐则臣身为作家的人
文关怀，而且也能引发社会对城市
外来者更多的关注，其意义已超出
了文学本身。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故乡。曾经认为回不
去的乡土，并没有阻碍文学“后
浪”的灵魂思索。他们只是用另
一种角度，去书写故乡、记录时
代，丰富着属于“后浪”的精神地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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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
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
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
世界，毕飞宇的苏北水乡……个
体是有空间性的，这一点，在作家
身上体现尤为明显。继文坛“老炮
儿”之后，青年作家的崛起，让中
国当代文学版图的风景变得日益
多元丰富。

《文学的故乡访谈录》
张同道 主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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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乐镇伤心故事集》
颜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冬泳》
班宇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啊，北京》
徐则臣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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