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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子 围 的

《十月的土地》非

常形象地描绘了

东北地域在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最

初始时刻的原生

状态，围绕人与土

地的关系书写东

北历史风云和人

物命运变迁，是一

部关于东北土地

的魂魄书。

东北土地的魂魄书

贺绍俊

———津子围《十月的土地》人物析

津子围的 《十月的土地 》讲述

的是发生在东北黑土地上的故事，

具有酽稠的东北味。津子围生于东

北，长于东北，他对东北这片土地

不仅熟悉，而且也充满了感情。 这

或许是他倾诉乡土情感最放肆的

一次写作。但津子围其实是一位很

有理性的作家，我很少从他的小说

中看到他放纵自己情感的叙述。哪

怕他对东北文化很熟悉，但他在小

说写作中似乎也不会刻意去强调

这一点，因此他以往的小说不会给

人突出地域文化色彩的印象 。 我

想，也许是他特别珍惜自己所掌握

的东北文化资源，他不愿意随意地

挥洒掉。 他在深思熟虑，不断地消

化，一再地酝酿。 终于，他出手了！

他一下子打开了闸门，蕴藏在心中

的对于东北的文化记忆 、 知识积

累、 情感积淀汇聚在一起倾泄而

出， 从而就有了这部 《十月的土

地》。我得承认，这是一部只有在东

北土地上才能长出来的文学作品，

也是只有对东北这片土地有着深

刻体验的作家才能写出来的文学

作品。小说非常形象地描绘了东北

地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初始

时刻的原生状态，围绕人与土地的

关系书写东北历史风云和人物命

运变迁，是一部关于东北土地的魂

魄书。

津子围充分发挥了他讲述故

事和塑造人物的特长，小说写了数

十位性格各异的人物，精心塑造人

物， 是这部小说成功的重要原因。

小说以上世纪初至抗战时期东北

某地章姓家族的命运变迁为主要

内容，这是一个与土地有着密切关

系的家族。津子围重点写了章家三

四代人的生命延续，通过这些人物

形象表达了土地魂魄的主题。

章家的爷爷章秉麟是当年闯

关东的一员 ， 他的创业充满了艰

辛，也充满了传奇，津子围讲述章

秉麟的创业故事时故意语焉不详，

因而章秉麟在后代的眼里也成为

一个神奇的人物，关于他的创业演

绎出了很多神秘而又荒诞的传说。

但无论如何 ， 他攒下了丰厚的家

产，成为那一带最大的富豪。 津子

围以这样一个地方上的富豪家族

为书写对象，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典

型性，因为这能够比较典型地反映

上世纪初以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东

北社会的主流。这个家族里的不同

人物又各自体现了不同阶层的意

识和精神状态。章秉麟追随和信奉

着传统文化的精英，他把自己关在

玄薇居草屋里，这座草屋的门上挂

着“读舍”两字，他是相信天下是属

于读书人的。他看上去推崇儒家文

化，但也不尽然。 他受东北民间神

秘文化的浸染也颇深，他的文化心

理可以说是中原文化与东北文化

两相中和的产物。章秉麟虽然仍是

章家最威权的人物，但他越来越游

离于世事之外，竟在后辈们为他举

办的寿诞上失踪了。这似乎暗示出

过去主宰东北的传统文化意识已

经无法掌控急剧变化的现实了。

章家的第二代是章兆龙和章

兆仁两位堂兄弟。他们都是土地的

获益者，但他们对待土地的态度截

然不同。 章兆龙虽说是大掌柜，但

他对土地上的农事毫不感兴趣，把

运作农庄的事情全都交给章兆仁

去打理 ， 而把精力和心思主要用

在生意上 ， 当然章家的生意做得

也红火 ，如百草沟金矿、绥芬河货

栈、三岔口油坊和烧锅等。 章兆龙

也根本看不上自己的堂弟，认为他

除了开荒种地， 别的什么都不懂。

当然他有理由看不上章兆仁，因为

他的生意远远要比章兆仁的农事

赚钱赚得多。他总能抓住时代的机

会，努力追赶时代的步伐。 在追赶

中，他也越来越远离了土地。 更决

绝的事情是他还把章兆仁赶走了。

但是他没想到当他这样做时，他的

厄运也就开始了。他后来惊恐地发

现，离开了章兆仁后 ，章家的农业

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时他才意识

到， 过去他根本看不上的章兆仁，

才是为章家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

这时他迫切想见到章兆仁 ， 可是

一切都晚了 。 章兆仁则是把自己

绑在了土地上的人 ， 他的一生都

是在土地上度过的 。 他把土地看

成是自己的命根子。

章兆龙和章兆仁这一代人明

显是属于土地的一代，土地是他们

的根。 而到了他们的下一代：章文

智和章文德等人，就有了更多的选

择。因为一个新的世界逐渐在他们

的面前打开，这个新世界与他们脚

下的土地并不接壤，它从西方飘过

来，充满现代气息。 这一代人的最

大特点便是他们不能再像老一代

人那样平静地守着土地过日子了。

他们必须面对现代性的入侵。现代

性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代表了一个

新的时代，它来势汹汹 ，要取代从

土地上长出来的农业文明。这是一

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一代人便处

在新旧交替的时刻，而且他们也将

成为新旧激烈争斗的主力一代。章

文智和章文德则分别代表了两种

类型。章文智属于亲近现代性的类

型。这得益于他较早接受了西方现

代教育， 他喜欢这种现代气息，并

被这种现代气息搅得神魂颠倒，比

如虽然他的生活仍然与土地有关

系，但他对种地不感兴趣 ，而是对

农作物改良有着浓厚兴趣，显然他

一知半解地学到了嫁接的知识，于

是他把茄子嫁接上辣椒，把洋柿子

嫁接上黄瓜。他的这种反常行为被

他的妻子看成是魔鬼附身了。章文

智曾迷上了两件来自西方的洋玩

艺，一件是一个瑞士的座钟 ，一件

是放大镜。没想到正是这两个小物

件泄露了章文智这一类型的内心。

现代性首先就是一种时间观念，瑞

士座钟代表了现代时间，但依存于

土地而生活的人们所遵循的是“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时间。津

子围最精彩的一笔是他写章文智

仿佛是被座钟精制的结构和神奇

的功能勾住了魂儿，他为了探其究

竟， 竟专门磨制了一把螺丝刀，将

座钟全部拆开，但他怎么也没能把

这座钟复原。也许通过拆解座钟这

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到章文智在时

间上的错位。事实上他在精神上还

没有作好准备，又怎能按照现代时

间的序列往前走呢？而他所着迷的

放大镜，似乎在暗示着现代性所带

来的新鲜放大了他对世界的认知，

可惜的是，他只能囿于自己的经验

去利用放大镜。拆解座钟和放大镜

寓意着章文智既有着追随现代性

的冲动，又改变不了传统对自我人

格的形塑。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对

他后来的一切看似匪夷所思实则

又很顺理成章的行为不会感到意

外了。章文德显然属于固守在土地

上的类型。 小时候，章文德的爷爷

章秉麟很喜欢他这个孙子，希望他

好好读书 ， 他读书也的确很有灵

性。如果不是他的父亲坚决要他跟

着去地里干活，也许他就成为了一

个读书人。 但从骨子里来说，他是

属于土地的。当爷爷再一次想劝他

读书时， 还特意问了他一个问题，

在读书和种地之间，问他愿意选哪

一项。 章文德的回答很有意思，他

说，庄稼活儿累，可读书更累，两个

必须选一个，我选种地吧。 孟子说

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

章文德看来宁肯做一个 “治于人”

的人，他的理由不过是“劳心”更累

而已。爷爷对章文德的选择也很释

然，因为他毕竟还是懂得土地对于

人类的重要性， 无论是劳心者，还

是劳力者， 最终都得靠土地养活。

孟子就在那句话后面接着说了 ：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

这意思说是说，无论是治人还是治

于人，最终都要靠劳力者从土地上

获取食物。当然，对于章文德来说，

更重要的还不是他选择了种地，而

是他是从土地出发来思考问题的。

章文智曾将放大镜当成稀罕物在

章文德跟前显摆，章文德尽管也觉

得很新奇 ， 但新奇劲很快就过去

了，他不会被放大镜牵着走。 他的

爷爷送给他一个精致的木漆小盒，

盒子里装的是带壳的谷子，这是章

秉麟垦荒第一年的种子，具有极其

重要的纪念意义。章文德收下后感

叹道这是宝贝。章秉麟不知孙儿所

说的宝贝是指盒子还是指种子。津

子围这一笔寓意深远。盒子是一个

精致的工艺品 ， 象征着财富和高

贵； 种子则是象征着土地和勤劳。

这可以说分别代表了两种世界观。

章文德把种子看成宝贝，显然他一

直是通过土地来看世界的，这是一

种世俗的、也是现实的世界观。

章兆仁和章文德是父子俩，这

一对父子塑造得很生动形象，是一

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父子形象。也许

这部小说还有一些可商榷或可修

改之处，但即便如此 ，有了这一对

父子形象，这部小说就可以说大为

成功了。 章兆仁是章秉麟的侄子，

在老家因穷困跑到东北投奔叔叔，

章秉麟不仅收留了他，还认他为儿

子，因此他在农庄里被认为是二掌

柜。但事实上他就是一个种地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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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他把所有的心血都挥洒在土地

上。 在他的堂兄、 农庄的大掌柜眼

里，他就是一个雇工而已。他的妻子

章韩氏一直就质疑他的这个二掌柜

的身份是不靠谱的。 章兆仁应该感

到得意的是他有一个好儿子承继了

他的梦想，这个儿子就是章文德。这

一对父子让我们看到，在东北动荡

不安的二十世纪中期，土地的魂魄

是怎样通过血缘关系延伸下来的。

章兆仁和章文德父子在土地上可

以说都是强者、胜者。 但有意思的

是，这两人从外表上看一点也不强

悍 ， 在人们的印象中更多的是窝

囊、懦弱。 小说的一开头便是章文

德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描写。 他染上

了霍乱 ，生命垂危 ，人们用尽所有

民间的办法也无力回天，只好将他

扔到后山，免得传染给别人。 幸亏

是他的爷爷派人将他背了回来，用

一个古方救了他一命。 章兆仁则是

一直拖着痨病的身子，好几次都差

点死了过去。 读到这些描写，我很

沮丧地想起了一个很有羞辱性的

词语：“东亚病夫”，我必须承认，恰

是这一点，也许证明了津子围对这

两个人物的刻画颇具有历史的典

型性。 他们的病体正是当时中国积

弱难返的真实写照 ，但同时 ，他们

尽管只有一副患病的躯体，却有着

旁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劲。 这种坚韧

劲更能代表中国人在那个特定时

代的精神特征。 章兆仁的坚韧就体

现在他一生都在开垦荒地。 他在莲

花泡开了四十晌地，又在寒葱河开

了四十晌地，为章家立下了汗马功

劳。 他被章兆龙赶出去后，又是凭

着自己的坚韧带领孩子们在蛤蟆

塘开荒种地。 因为开荒种地，章兆

仁把蛤蟆塘置办成了一大片自己

的产业，在旁人眼里这里都富得流

油了 ，在他苦命的几十年里 ，总算

在风烛残年之际满足了心愿。 章兆

仁深深懂得土地的重要性，他是这

样教育孩子的：“农民没有土地，就

像没娘的孩子！ 文德你要记着，一

辈子都给我死死地记着，没啥也不

能没有土地，地就是咱农民天大的

事儿。 ”章文德在这一点上完全继

承了父亲的精神，他把自己的精力

都用在了土地上，并且他对土地的

理解也超越了他的父亲。

章兆仁和章文德这一对父子形

象，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们表现出

土地是农民的魂魄。 章文德的弟弟

章文海曾经比较过父亲与哥哥在

对待土地上的不同之处，认为父亲

稀罕土地主要是稀罕土地种出的粮

食， 而哥哥章文德稀罕土地是真稀

罕，像稀罕命一样稀罕。 也就是说，

父亲章兆仁还只是从土地上获取物

质，这是生存的需要，而章文德完全

把自己融入了土地之中 ，土地就是

他的魂魄 ， 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

他就是土地的魂魄。 当然，对于章

兆仁来说， 土地也是他的魂魄，这

是中国农民的基本性格。 比如他们

对土地的熟悉程度是常人无法想

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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