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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岁月，人们通常会用似水流
年、日月如梭来形容其匆匆而过，但梁
鸿鹰在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中，着意
用“颗粒”来强调时光留下的印记。这
本有关岁月的忆往怀昔之作，堪称颗
粒饱满、结结实实。

作者说，故乡如同写作的“酵母”，
触发自己的文学想象，而离开故乡越
久，对故乡的审视回味越多，“近乡情
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情愫会越浓重。
作者一再写到童年往事与故乡记忆，
家乡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城在他

的笔下清晰而真切。他记叙年少时与
玩伴一次次乐此不疲地去火车站看火
车，描摹那种对未知的期待，对外面世
界的向往，火车站成为小镇孩子们阅
读社会和体察人生的课堂。类似这样
的回看与重拾，让儿时的记忆、家乡的
情味与少年的童趣交叠在一起，使得
乡情书写的内涵丰盈，别有色彩。

亲情深沉隽永，具有打动人心的力
量。《岁月的颗粒》一书写得最多的就是
亲人与亲情。这些文章从深入挖掘、阐
幽显微的角度，书写感人的细节和微妙
的感受。《母亲与我的十二年》中，“十二
年”是一个题眼，因为作者只在这样一
个短促的时间段“拥有”过母亲。母亲
一边经受病痛，一边肩负起责任，这样
一个于寻常中显现出非常的母亲，相信
会受到读者敬重。作者笔下父亲的形
象也格外生动鲜明。《父亲零章断简》以

坦然对话的文字，倾诉身为儿子对父亲
的满意与不满，希望得到父亲更多关
爱。从写父母的文字里，人们读到作者
对母亲的思念、对父亲的记怀，也读到
对于不完美亲情的解读与辨析。

散文写作，出于自然，贵在真实，
这是常理。本书作者不仅秉持了自然
真实的创作原则，而且体现了一定的
突破与创新，那就是在当事人的视角
之外，还以一个从旁近观的学者角度
进行叙述。书中有不少冷静理性的思
索，引述的名家名段名言也比较多。
字斟句酌又斯文儒雅的文字里，有叙
述，有议论，有辨析，带有显见的书卷
气。作者长期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他
的散文作品因而别具一种感性叙说与
理性论说相互杂糅的风格，在艺术表
达上饶有新意。

作者在散文写作中，不满足于传

统的第一人称表述方式，不断尝试用
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实现叙述方式的
多元化，给作品带来别样风景。以第
二人称表述的《被岁月和父亲所塑
造》，就由“你”不知道的许多陈年往事
和生活细节，来表达“我”的感触与感
受、心曲与心声，从而构成了父与子在
精神层面的深度对话。

散文写作向无定规，因此在众多
文体里，散文最容易上手，却也最难写
好。作者在散文写作上，动了真心，用
了真情，也下了苦功。他不仅在“写什
么”上殚精竭虑地运筹，而且在“怎么
写”上苦心孤诣地经营，这使他的散文
作品别具韵致和气象。从写作的持续
性来看，如何让个体记忆关联更多读
者，让文字更令人回味，让书写更有益
于社会人生，这是散文写作者需要深
入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颗粒饱满的文学收获
●白烨

四

小说的终极目的在于表现
小说家想表达的思想，传达小说
家想传达的观点，讲述小说家想
讲述的故事。当小说最终产生
了力量，使读者产生了共鸣，让
作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那么创
作这个小说所用的艺术手法就
是成功的。

文学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
人类向真向善向美，最终变得完
善。作者根植于这片神奇的土
地，关注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中
人物的命运，撷取生活中的真实
故事经过质的过滤，把对生活的
感悟转化为文学作品；探寻人类
的生存精神，兵团人浪漫，艰辛，
坚韧，不屈不挠的倔强，正是人
类生存精神的生动体现；兵团人
生存的伟力，如蛟龙出山，在血
与火中铸就，百折不挠，生生不
息。《蛟龙出天山》中一对相爱的
年轻人在界河破冰时为救他人，
双双落水牺牲，让人落泪。其深
刻意蕴，透着沉重，透着悲壮，透
着崇高，透着骄傲和自豪。

应该说，《蛟龙出天山》的表
达，超越了作品一般意义上的生
活呈现，描画出作者所生活时代
的主体样貌，使文学的心和时代
的心一起跳动。

书香 兵团

以文学之心感知时代脉动
——长篇小说《蛟龙出天山》赏析

●王翠屏

一部能给你带来深刻印象的文学作品，总会在你的大脑深处唤醒作品所呈现的那个时代的
记忆，人物的命运，生命的轨迹，生存的意义……当一个作家从内心深处归属于一片土地时，这
片土地传导给他的某种特殊启示，必凝聚于他的笔端，他的文字才能如此富有个性，他的血液也
会流淌着那片土地的精神、风采和传奇，并迸发出一种骄傲的力量和豪情。

近读兵团作家王运华创作的长篇力作《蛟龙出天山》，带给我如许观感。
《蛟龙出天山》全书分17个篇章，共38万字。2020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出版。
作家以时代变革中的兵团生活为背景，艺术地虚构了边境团场“三五九团”发生的故事：驻

扎在边境线上的兵团人，在长风阔野的西部边陲，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所面临的困惑、机遇和
挑战，他们承继守边戍边历史伟业，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用灵魂和热血，理想和热情，才华和汗
水，在大时代的光与热中淬炼出人生的群峰挺秀，创造出壮阔恢弘的历史新篇章。小
说再现兵团英模人物形象，展示出兵团人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时代风貌，兵团生活
的斑斓光景，歌颂兵团人守边戍边，保护领土完整，热爱生活的家国情怀，彰显了兵团
精神的实质内涵，唤醒人们对兵团史诗般生活的敬意和热爱。

书 评

一

以艺术之心，借文学之力，
作家以小见大，触摸时代脉动节
拍，展示出经久不息的传承意
识，有着在遥远的戈壁仰望星
空，汇入远方高地的认知。

《蛟龙出天山》用现实主义
创作手法，以点带面，分层次、全
景式描述了兵团各个层面诸多
人物的命运和生活状态，全篇主
副线交替，明暗线贯穿，在一主
一副，一明一暗，一动一静中穿
插着细致入微的情节铺排，在层
层递进的矛盾冲突中，将故事推
向高潮。

作家对兵团生活自上而下
有着深刻的洞察和把握，熟稔掌
握兵团的历史与现实，对这片土
地爱得浓烈而深沉，这为他的创
作提供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开篇主人公王闻道率调研
小组深入三五九团田间地头检
查三秋工作时，在挖掘的农田中
发现一尊古代军人的石像，引出
引出三五九旅南泥湾垦荒到兵
团屯垦戍边的历史渊源，拉近了
历史与现实的隔离感，架构起屯
垦戍边伟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

作者细腻书写伟大时代和
火热的兵团生活，以新的眼光、
尺度和向往、信念去认识时代，
从时代中感知人物，提炼生活律
动对人的启示和激励，塑造出主
人公王闻道为代表的新时代的
新人，闪耀人性光辉和思想光彩
的英雄形象，描绘出新时代的精
神图谱，生动表达人在时代中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建构起丰饶的
文学世界，引导着读者，去感受
时代的强音，见证兵团的伟业。

二

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在于文学艺术不可能脱离社会，
人性也无法脱离世俗而存在。
《蛟龙出天山》的独特性在于其
托出阔大的精神背景时，直面生
活底色，挖掘出人性脆弱的本
质。通过正反两个人物的鲜明
对照，真实再现人生存的各种
境遇，触及人性的幽微和复杂，
从而留下充分而生动的见证。

王闻道，是军垦第二代完美
形象的缩影：他浓眉大眼，高大
帅气，是典型的军垦后代。他学
历高，有知识，正直磊落，务实能
干，有勇有谋，文武张弛有道。
他胸怀宽广，谋划团场改革发
展，职工增收致富，有着强烈的
事业心。他工作务实接地气，体
会百姓疾苦，沉下身去，解决百
姓的困难和问题；面对农业发
展、工业改革中的瓶颈，他带领
团场干部职工积极想办法，想出
路，寻找突破口，让两个团办企
业酒厂、酱厂步入良性发展之
路。

小说写出了正义与邪恶，公
与私，美与丑，成功刻画官场生
态。故事的结尾意味深长，它以
现实的对决表明，权力是把双刃
剑，是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是
渡船，不是码头；是过程，不是目
的。

《蛟龙出天山》具有强烈的
时代感和现实表达的深刻性。
有理想信念的坚守，有生命包容
互哺的历程，有碰撞，有交锋，这
种充满整体感的写作，冷峻的批
判力度，洞析精神内核的细节描
写，给读者带来很强的思考意
味。

三

《蛟龙出天山》故事流畅，细
节生动，人物形象丰富饱满。每
个兵团人都是一颗微小的水滴，
组合为一体时就迸发出巨大的
感染力。作者熟悉兵团，对每一
个细节和人物的刻画驾轻就熟，
手法白描，笔墨简洁，勾勒的人
物形象生动自然，有浑然天成之
感。

《蛟龙出天山》的每一个故
事都很细微，没有大起大落，也
没有大开大合，人物朴实无华，
个性鲜明生动。情节不跳跃，不
突兀，自然流畅。事件铺垫充
分，对话张弛有道，简洁明了，没
有太多华丽的辞藻，技巧的卖弄
和矫情。没有皮毛之痒，却有灵
魂之痛。叙事的路线平常平易，
如真实事件的回放，坚定而且踏
实，在层层递进中，将情感缓步
推向高潮。

在作家的笔下，秋季缓缓流
淌的界河，冬季结成长长的冰
河，广袤的田野，白雪覆盖的大
地，浩大的棉田，自然之景被描
画得严峻而壮美，在情景交融
中，透着对万物的憧憬，丰收的
自豪。

“太阳放射出炽热的光，棉
田四周的杨树叶子显出嫩黄两
色，相互浸润依然油亮油亮地闪
着光，如一幅大气磅礴的油画。
这是棉农一年中最为喜悦的时
候，眼见高温酷暑中棉桃一朵朵
竞相开放，白花花一片，浩大的
棉田变成一片银海”。

读者在阅读时会被这缓慢
但不可阻挡的力量推动着，簇拥
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于
2021年推出的散文集《兵团情》，
由陈湘涛的《五家渠的春夏秋
冬》、龙宗翥的《金秋回乡访友
记》、周海鸥的《郭小川的兵团之
旅》、李秀中的《忆父辈戍边屯垦
的日子》、叶燕莉的《兵团寄情》以
及车玉全的《小罐》六篇散文组
成。万千文字虽有不同，但作者
们书写兵团的初心不改：以手中
笔写心中迹，以心中迹镌刻兵团
情。

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总在不经
意间发生着，当人们回望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那一批批来自祖国
大江南北的优秀儿女，他们敢为
人先，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抒
写了一幅壮丽图景。一代接续一
代的兵团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
把戈壁变成良田，把荒漠变成绿
洲，奏响了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
颂歌。

那些年，他们身在兵团，肩上
扛着枪，手上拉着犁，用双手建设
边疆，他们坚信经过一代代军垦
战士们的努力，荒漠一定会旧貌
换新颜！时光荏苒，岁月如梭，60
多年后的兵团已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面貌焕然一新，一座座新城
拔地而起，一片片绿洲呈现出欣
欣向荣的面貌。

龙宗翥等人是第一代兵团人，
作为兵团建设初期的拓荒者，他
们既是军人、又是垦荒者。他们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服从命令听
指挥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来，为
一代代兵团人树立了吃苦耐劳的
榜样和示范。他们在环境恶劣、
条件艰苦的大漠深处埋头苦干，
白手起家建设兵团。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兵团年
轻一代，陈湘涛动情地讲述了“五
家渠的春夏秋冬”；李秀中深情地
回忆起“父辈戍边屯垦的日子”；
叶燕莉的“兵团寄情”以及车玉全
眼中的那个“小罐”……足见他们
都是深受父辈的影响，他们生在
兵团，长在团场，从小耳濡目染，
对兵团有着特殊的情感。“五家渠
的春夏秋冬”除了条件艰苦些，看
似与别的地方没有差别，然而在
冬去春来的季节更替中，有一种
熠熠生辉而且沉甸甸的东西，埋
在泥土里，长在庄稼里，而这就是
一代代兵团人身上的兵团精神。
李秀中回忆起父辈戍边屯垦的流
金岁月，他们无怨无悔地肩负着
建设边疆、为国戍边的使命与重
任。

那些曾经难忘的经历，不会随
着时光的流逝而被淡忘，反而更像
陈年的佳酿，时间越久越浓厚、越
甘醇。

书写兵团
初心不改

——散文集《兵团情》读后

●张凡 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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