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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人云亦云，发现当下中国最基础层面的肌理

简 平

人云亦云是写作者
脚力 、脑力懒散 ，想当然
的结果

我一直生活在上海这座大都市里，

说实话，我也曾加入过关于乡村的“大

合唱”，这种合唱总是有两个声部主题，

一个是“挽歌”，一个是“牧歌”。 “挽歌”

的主题词是“乡村的失落”，感叹乡村的

没落乃至消逝；“牧歌”的主题词是“田

园的怀旧”， 咏唱昔日乡村夕阳下牛羊

归家的场景。 我穿梭于都市拥挤的街

头和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与身边熙熙

攘攘迎面走来和背身走去的人摩肩接

踵，随后，在家中落满空调、防盗窗影子

的阳台上，开唱这样的乡村挽歌和乡村

牧歌，而我打开的歌谱，也即乡村书写

都是这样定调的。

但事实上，这是人云亦云。

我们之所以加入合唱，一方面是因

为我们听到了大量在现代化、 城市化

进程中乡村被吞没的新闻， 一方面是

因为我们看到了大量涌入都市的农民

工， 这种听闻的确很容易把身在都市

的我们带入一种情绪化的想象， 当实

际的和虚拟的叠加在一起， 那就更将

想象扩放了———农田萎缩、老宅毁弃，

或者干脆整座村庄都在地图上被抹

去， 那里的农民自然只得改变生活方

式 ， 尤其是青壮年索性选择离开 ，到

城市闯荡。 这种不无事实根据的想象

深刻影响到了文学书写， 于是， 对乡

村在现代化、 城市化过程中消亡的焦

虑和遗憾，对过往乡村场景的缅怀和追

念，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是乡村文学书写

的主流，以此为基调的文学作品至今还

在大量地不断地产生。 如我自己，尽管

没有乡村生活的实际经验，没有对乡村

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感同身受般的深刻

认知，但一旦涉及乡村书写，也就人云

亦云地加入了这样的“大合唱”。

诚然，这样基调的乡村书写有过优

秀之作，通过对社会转型、时代嬗变期

乡村农民受到的身心冲击和震荡的揭

示，反思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产生

的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社会问

题，令人警醒。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文

学作品， 对当今的乡村没有切实的认

识和理解，一涉猎乡村题材，就将诸如

“空心村 ”、“空巢村 ”、留守儿童 、孤独

老人、村霸、环境破坏等人们谈论最多

的社会现象顺手拿来充作主题， 凭着

并不靠谱的情绪化想象， 套用所谓的

“文学母题”、“西式模板”，更有甚者还

是早前的 “村长寡妇大黄狗” 的那一

套，导致乡村书写看似热闹却同质化、

“山寨化 ”，浅薄而单调 ；而当历史 “翻

页 ”之后 ，还在重复这样的乡村书写 ，

显然是迟滞和落伍的。

我认为， 这正是写作者脱离现实，

没有深入乡村进行调查研究， 脚力、脑

力懒散，想当然的结果。总而言之，便是

人云亦云。

进入前行轨道中的
乡村，给新乡村书写提供
了最大的可能性

在我有机会真正沉下心来，在乡村

深扎数年进行采访、 开展田野调查后，

方才知道自己先前对乡村的了解是多

么地浅薄，人云亦云给自己、并通过自

己的写作给社会所传达的认知是粗陋、

狭隘甚至可笑的。

在人云亦云中，一个基本的事实被

遮蔽了：尽管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转型，

但农村始终还在， 只是我们脑子里那些

原有的、 根深蒂固的关于乡村的概念发

生了变化、 乡村的自然和人文面貌发生

了变化，可中国的农村没有消失，依然

运行在广袤的大地上，即便有众多的农

民涌向城市， 但农村依然是他们的大本

营， 每年春运期间浩浩荡荡的返乡大军

便是一种佐证；而更被遮蔽的是，今天的

农民，不管厝身都市，还是坚守村庄，都

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脱贫攻坚，建设包

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文明治理的新的

乡村形态和模式。

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我们不身临

其境，不与农民打成一片、心思相通，那

是无法感知感受感应他们的内心世界

的，也很难知道他们真正在想些什么，做

些什么，向往什么，追求什么。 这种脱离

农村实际、远离农民质里的乡村书写，确

实没有多少认识意义和价值。

我在数年深扎沿海地区乡村后 ，

获得了全新的视野， 历史发展所引出

的新的故事 、新的人物 、新的题材 、新

的话题赋予了乡村书写的新的可能性

和必然性。

脱贫后的农民在精神层面的追

求；乡村主人的重新发现；新农民的身

份确立与认同；乡村形态的转变；乡贤

传统的再造；乡村宗族关系的蜕变；乡

村生活内容的更新；回归乡村，再次创

业的趋势； 脱贫过程中留守者与外出

者所形成的家庭共识与合力；现代化、

城市化过程中抵触和需求矛盾的自我

化解； 被遮蔽的农村发达地区内部的

发展不平衡； 乡村与都市的背向和相

向……这些新主题、新内容，乃至新问

题， 至少可以摆脱现时乡村书写的狭

窄和单一， 至少可以让读者对当今中

国农村有一个多侧面、多角度、多方位

的了解和认识， 从而拓展乡村书写的

宽广度，推进乡村书写的纵深度，造就

乡村书写的新高度。

我在征询身在乡村的具有大学学

历的年轻农村读者对目前乡村题材文

学作品的看法时，他们的诘问让我无言

以对： 为什么城里人可改善居住条件，

乡村就只能守着颓垣断壁，不能有给生

活带来方便的新建筑、新民居？ 为什么

城市的面貌可以日新月异，乡村的面貌

却不可有巨大的改变？现代化农业是历

史发展的趋势，为什么新的劳作方式就

没有美感，一定还要崇尚老牛耕田？ 他

们甚至认为有些文学作品是“伪乡村写

作”，比如写往昔乡村的宁谧、恬静，大

多是出于自己的想象幻境；比如写现代

化过程对乡村的冲击，片面强调村民的

抗拒和不适，而没有写出他们自身对现

代化有着强烈的要求以及融入其中的

迫切感；又比如写留守儿童，只看到他

们“留”的消极层面，没有看到他们“守”

的积极层面，只写了失去和痛苦，没有

写得到和欣慰，没有写出留守儿童在历

史背景下同时存在的童年的缺损和补

全。 在他们眼里，不少作品或是虚情假

意，或是自作多情。

显然，他们的诘问和质疑是不认可、

不信任我们今天的乡村书写， 这也说明

了写作者与他们之间的生疏与隔阂。

正是沉入乡村，实地观察、体验当

地农民的现实生活，不人云亦云，我个

人的乡村书写才有了新的改观。

在浙江省宁海县我跑遍了每一个

乡镇，并在几个村庄蹲点，考察自 2014

年初发布的与村民自治的 “乡规民约”

相一致的 《乡村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

条》的施行情况，我完全被震撼到了，因

为我对乡村的了解还是听信外在传播

中的愚昧、落后、素质低下、村民麻木、

村干部肆意妄为，殊不知，今天宁海的

农民正在做着一件足以影响这个国家

未来的事情———建设新的基层政治文

明生态，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

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为民作主”到人

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根本转型。他们的

努力是那么恳切，他们的精神是那么高

昂，他们敢于尝试，他们为之也付出了

代价，但他们坚韧不拔，他们要一片真

正清朗的天地，我为之而感动。事实上，

宁海农民的追求何尝不是全中国人民

的追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

一个尤为重要的度量， 那便是人的尊

严，物质上不为贫穷拮据而折腰，精神

上不为主人翁地位的缺失而抬不起头

来。这样一个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民主政

治的改革破题，由宁海乡村的农民自觉

自愿地承担起来， 这近乎天方夜谭，但

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通过长篇报告文

学《权力清单：三十六条》，我将我在宁

海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以一个个真

实而鲜活的实例，反映了宁海乡村农民

们所进行的重大制度创新，以及在这一

举措之下当代中国农民最为真诚、最为

深切、最为努力的追求和奋斗，为中国

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改革提供了新的

时代经验和理想样本。

不人云亦云，要有新发现、新探索、

新思考，是我对自己的创作提出的要求，

这样才能写他人之未写，道他人之未道。

我在《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中翔实记述

了一次村民代表会议，我相信，那样的村

民代表会议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从来没

有出现过。 这次村民代表会议完全根据

《宁海县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试行）》

的规定进行，包括会前公告、会中议事规

则、 会后公示， 而会中议事规则吸纳了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合理部分：要求发

言的村民代表应当向会议主持人举手示

意， 每一位村民代表可以就本议题发言

两次，第一次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第二

次时间不超过 5分钟， 发言时必须面对

会议主持人， 不能怀疑他人动机或进行

语言攻击；正反方交替逐个发言，在想要

作第一次发言的村民代表发言之前，任

何村民代表不能对一个议题作第二次发

言； 会议主持人不得对讨论的议题进行

表态或引导；发言结束后进行表决并记

录在案。 我亲历的这个会议开得有规有

矩，富有效率，也充分体现了现代民主精

神。 村民们如此娴熟地运用议事规则让

我特别振奋， 因为我从中看到了对中国

农民素质的非议的不攻自破。 这样的农

民是了不起的， 他们未尝不是今日中国

的形象代表。

由此可见 ，进入前行轨道中的乡

村 ， 给新乡村书写提供了最大的可

能性 。

既是乡村之新，也是
书写之新

新乡村书写既有远年的根基，也是

时代的召唤。 古今中外，乡村书写都是

被极为看重的， 尤其是我们这个国家，

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将是一

个农村面积最为广阔、农民基数最为庞

大的国度，说到底，农村是这个国家最

为深沉的基础层面， 是中国社会的基

石，农村是关乎全局的根本所在，农村

兴才是整个国家兴的可靠保证， 因此，

乡村书写也将一直不断地为人们所关

注。人们有理由要求写作者关心时代的

变革，发现当下中国最基础层面的内在

肌理， 写出今日乡村的面貌和精神，写

出今日农民的境遇和奋斗。

我觉得历史视野下的新乡村书写，

首先必须破除成见与偏见，摘掉有色眼

镜，放下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姿态，不

能人云亦云。 在我看来，一个写作者应

当清醒地、 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自己的局限，我们经常一说起乡村便头

头是道，仿佛什么都知道似的，其实知

之甚少，似是而非。如果不亲眼目睹，不

深入其中，那就会一叶障目，就会忽视

很多极其重要的东西， 甚至因无知、不

解而导致哪怕是一点希望的星火的熄

灭。新乡村书写之“新”，既是乡村之新，

要求表现、讲述关于新农村的“中国故

事”；也是书写之新，要求写作上的突破

和创新，那就更应走出人云亦云，以独

特的发现和富于创造力、 感染力的书

写， 反映当今乡村火热的现实生活，展

现当今农民崭新的精神面貌。

新乡村书写之“新”，既是乡村之

新，要求表现、讲述关于新农村的“中

国故事”；也是书写之新，要求写作上

的突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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