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实主义军旅文学的新篇章

胡平

和平时代的军旅题材并不好驾驭，首

先在“写什么”上便颇易令人踌躇，也甚为

考验小说家的眼光。 在长篇新作 《五湖四

海》里，军旅文学作家石钟山是从“农村兵”

的角度进入， 书写主人公刘天右为改变其

农民地位参军，在部队中立功受奖，因家庭

身份遇到感情挫折， 提干后为留在城市做

出特殊努力，转业后投身商海，开创一番业

绩的命运轨迹， 其间经历了一个农家子弟

灵魂上刻骨铭心的洗涤。 作品最大的成功，

便是打通了部队题材与一般题材的某种隔

膜，以“现实人”的鲜明质感呈现出一位乡

村青年的成长史， 其经历并不使普通人感

到陌生，也足以唤起广泛共鸣，体现了现实

主义创作的魅力。

当战士刘天右初次敲响秦家房门时，

为他开门的是秦参谋长的漂亮女儿、 军队

干部付瑶。 从这时起，两人为学乐器开始长

期接触，奇怪的是，这过程中读者却不大相

信爱情会在他们之间发生———可见， 门第

的悬殊，足以在男女间、甚至阅读中产生意

念的隔绝。 在这里，小说已预设下绵延全篇

的冲突根蒂。 付瑶确实爱上了天右，天右则

始终像旁观的读者们一样清醒， 直至劳燕

分飞。 从中我们看到，即使在军旅生涯中，

也存有现实、现实的考虑与现实的挣扎，如

此等等人人都可以理解的障碍， 构成了整

部小说扣动人心的悬念。

刘天右是全书的中心， 作者对其形象

的刻画是深入的，重在精神层面的解剖。 刘

天右不乏农家子弟的质朴，踏实肯干，安分

守己，但也有着农民式的心计。 最初，与弟

弟通过抓阄决定谁去当兵时， 他使用两张

白纸骗过了弟弟， 由此走上与弟弟有天壤

之别的道路。 转业时，他为了留在城里和取

得“背景”，谎称自己是孤儿，刻意成为市商

业厅长的女婿。 这些事做得并不地道，但作

者也无意将他写成一个端方无瑕的青年（这

一点很关键），正由于如此，读者们很容易认

可这个人物的存在，能够感受到他的沉重的

呼吸。 其实，有些选择对他来说是残酷的，在

那个年代，他若无缘入伍，就只剩下土里刨

食；若当上兵又按时复员，便一切归旧。 当

然，他也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长期承受了

良心的谴责。 农村兵是一个庞大的存在，石

钟山通过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写出了许多

农村兵都曾体验、或都能领悟的特定的人生

际遇及复杂心态，是一种大的贡献，也使这

部作品具有相当的典型价值。

《五湖四海》也是一部书写“文艺兵”的

小说，这个新鲜层面的显示，为作品带来了

另一种亲切活跃的部队色彩。 特别是其中

关于 “宣传队” 时期文艺兵集体生活的写

照，为作品增添了浪漫的怀旧情调。 宣传队

是刘天右的起点，他能被军队直招入伍，受

惠于他继承父业吹得一手漂亮的唢呐。 基

本上，他是依靠技艺改变了自己的运道，正

应和了他父亲从小对他的告诫：“人， 一定

要有手艺”。 所以，换个侧面看过去，也可把

小说视为一部励志之作， 通过刘天右的奋

斗经历， 使读者体会到专业之长对于安身

立命有着怎样的意义。 凡励志作品， 写得

好，都不会缺少读者。

《五湖四海》又是一部书写战友情的作

品。 战友情是人类特殊群体友情的一种，历

来被写家高度赞颂， 而此作主要写及老文

艺兵间的深厚友情，别开生面，格调清新。

在队伍上，刘天右的进步，离不开郭队长、

侯队长、 方连长等人的帮助， 他们待人诚

恳，在不同时期都拉了天右一把，使他站稳

脚跟或走得更快一些，令人感受到温暖。 不

过使人没想到的是，刘天右转业下到地方，

开始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后， 已完全脱离部

队，还是离不开战友们的支持。 为了使自己

和妻子有个像样的住处， 他渴望做成一笔

上千吨饲料的外贸生意，苦恼于缺乏资金，

因偶然参加一次战友聚会， 获得了老文工

团员们的集体赞助，使他热泪盈眶。 以后，

这批饲料由于特殊原因堆积在码头上，面

临台风来袭，眼看血本无归，又幸亏方营长

带了一个营的军人赶来将饲料保护下来，

更使他哽咽难言。 自然，刘天右发达后，也

不会忘记战友们， 为了让退役的文工团员

们有演出机会，他开创了一家迷彩歌舞厅，

迅速爆棚，后又组建起迷彩文工团，受到社

会多方面的欢迎。 这些激动人心的情节置

于篇末，有力地推动作品情绪达到高潮，也

实现了一个农村兵兼文艺兵人生道路上的

一种功德圆满。 石钟山确实善于调动起多

种各具特色的军旅元素， 将它们穿插结构

在作品中， 形成多声部的交响、 崭新的画

面，营造起浓郁的人生氛围。

这部作品的叙事策略是成熟和富有弹

性的， 尤其善于通过爱情描写烘托主人公

的现实处境，透视主人公的缠绕心态，加强

小说的感性内容， 使作品不显滞重而流畅

悦读。 刘天右先后经历了三次感情纠葛，其

中与付瑶的相恋最为铭肌镂骨。 付瑶不顾

家庭阻拦钟情于他， 不简单由于崇拜他的

技艺，与他有共同爱好，也由于他身上折射

有生父的影子（这一设计是睿智的，建立起

戏剧性的稳定基础）。 其实，天右也完全可

以不顾一切与她结合， 从而避免两人重新

走到一起时已各自经历一次婚姻。 但那不

是刘天右能够做到的，自尊使他变得自卑，

压力使他变得敏锐， 他在爱情上也注定不

会一帆风顺。 人们总是乐于读到爱情故事，

作者谙熟其道， 将一个来自乡村的文艺兵

放在干部子女圈子之中， 由此生发出反复

缠绕的爱情故事， 为促进作品主题的深化

提供了更多可能，他的谋划效果不错。

军旅文学创作，对于石钟山来说，已经

如鱼得水，处处逢源。

《五湖四海》最大的成功，便是打

通了部队题材与一般题材的某种隔

膜，以“现实人”的鲜明质感呈现出一

位乡村青年的成长史， 其经历并不使

普通人感到陌生， 也足以唤起广泛共

鸣，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魅力。

新作聚焦

以审美姿态讲述脱贫攻坚的“硬核”故事
———评王国平报告文学《一片叶子的重量》

桫椤

假如不读《一片叶子的重量》，也许大

多数人跟我一样，会认为“安吉白茶”和其

他名茶一样， 千百年来被当地茶民?代种

植；而实际却是，1982年才从一棵古茶树上

剪取茶穗扦插繁育，1987 年开始在黄杜村

推广，渐渐有了如今的鼎鼎大名。 不仅如此，

种茶的产地也由浙北安吉扩大到湖南、贵州

和四川数十个贫困村，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

主产业。从一棵老树开始繁衍出星罗棋布的

茶园， 由名不见经传到响亮的市场品牌，再

从一地拓展到数省。 这背后发生了什么？ 作

者王国平深入核心产区，还原了白茶产业如

何绿了一片土地、 富了几方百姓的全过程；

遍访三省四县，揭开了黄杜人靠着“两橫一

竖，一个字，干就是了”的奋斗精神摆脱贫困

奔小康，和致富不忘党恩、为脱贫攻坚大业

无私奉献的内在动力与精神奥秘。

记录黄杜村发展白茶产业过上富裕日

子和捐赠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的全过程，为历

史变迁寻找和镌刻时代生活的印记，是作品

的主要情节支撑。作者的叙述大体上采用了

设疑与解疑的结构，在序章中先对黄杜村的

发展现状进行了总括性描述，描绘出一幅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恬美画卷，点出“黄杜行

动” 的主题不仅体现了脱贫攻坚的新思路，

也代表着乡村振兴的新方向； 之后追问本

源，以茶为线索追踪建成融物质与精神为一

体的“美丽黄杜”的曲折历程。 叙述过程对大

进程的讲述是线性的，但在具体情节中则采

用对比的手法，交替描写当下和过去的生活

状况， 展现出新生活对旧日子的完美超越。

作者观察和感受到的黄杜村的变化，不仅是

20?纪 8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农村“山乡巨

变”的缩影，其发展现状和理念也满足着社

会对未来中国农村的想象。

“黄杜行动”的一大亮点，是富裕起来

的黄杜人不忘报恩， 主动提出无偿捐赠茶

苗回报社会。 这成为作者叙述的另一个重

心，从提出建议到向北京求助，从茶农热情

捐苗到选派人员考察选址， 从长途跋涉不

辞辛劳指导栽种到“技术帮扶天团”时刻在

线有问必答的咨询， 写出了黄杜人宽广的

胸怀， 也从侧面表现出了贫困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热切期盼和全社会在脱贫攻坚伟大

事业中的澎湃热情。

报告文学的写实性特质使这部作品有

了记录时代的作用， 也起到了普及知识的

作用。 作者在传播茶文化，厘清“安吉白茶”

作为一个茶种的历史之外， 连同种植、维

护、采摘和加工等的专业方法也娓娓道来。

而将这些客观性的素材统合成一部充满感

召力的文学作品， 靠的是黄杜人种茶致富

的饱满激情和以茶报恩的崇高精神， 这是

作品最核心的叙事目标———更可贵的是，

作者注意到，这些情感因素并不是与生俱来

的， 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逐渐生发出来的，以

此写出了脱贫攻坚给人带来的成长性因素，

即被采访的卢博士所说的：“乡村振兴，脱贫

攻坚，最根本的也是需要率先做的，应该是

发挥理念的先到作用，激发农民的脱贫意识

和致富愿望， 从而为农村发展提供不竭动

力。 ”作者从盛阿林、盛振乾、叶海珍等在初

期起过决定性作用的人入手，寻找促进黄杜

人接受新的生活观念和致富理念，敢种白茶

的原因。叶海珍入户做思想工作多次被冷落

也不气馁，盛阿林率先冒着风险带头与人合

作建茶园等。 在政策引领下，正是有这些为

群众着想、有担当、肯作为的引路人，他们不

懈努力和奉献精神与群众过好日子的愿望

碰撞在一起，才形成了改变黄杜人命运的根

本力量，也成为支撑全书的气脉。

作者着重表达的另一个转变是黄杜人

怎样实现了自己富裕后想到慷慨解囊回报

社会的思想提升。 作品通过人物的心理活

动抓住了达成这一愿望的根本， 盛阿林在

上级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中反思种植白茶

发家致富的历程， 深刻体会到了没有党的

政策和扶持就没有现在的美好生活的必然

逻辑，由此生发出了“感恩”的想法。 作者紧

紧围绕村两委干部发挥“往前站、向我看、

带头干”的表率作用下笔，全方位表现了在

他们的带领下黄杜茶农争先恐后捐苗扶

贫，以一枚小小的茶叶彰显人间大爱，促成

脱贫攻坚的“黄杜行动”，引发社会广泛赞

誉的故事，有效地提升了作品的主题意蕴。

区别于一些虚构或非虚构作品“正面强

攻”脱贫攻坚工作的写法，这部作品将乡村

振兴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凸显了作者在题

材和主题处理上的深思熟虑。 同时，在叙事

上显示出少有的精致。 一方面，作者用短句

子、小段落和轻松的对话语调叙述营造出美

妙意境；另一方面，白茶产业的发展既是脱

贫致富的举措，也是修辞中的象征物。 “安吉

白茶”从那棵“老茶祖”身上剪下的扦穗开始

蔓延到三省四县数不清的茶树，莫不是黄杜

人摒弃狭隘观念，为全国脱贫攻坚事业“搭

把手”的诗意映照。 “天地精神一株茶”，这种

对现实生活的诗意呈现，增强了作品的抒情

性，也化解了报告文学因为深度切入现实而

造成的严肃感和沉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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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石钟山长篇小说 《五湖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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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一些虚构或非虚构作品

“正面强攻”脱贫攻坚工作的写法，《一

片叶子的重量》 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

坚结合起来， 凸显了王国平在题材和

主题处理上的深思熟虑。同时，本书在

叙事上显示出少有的精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