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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画卷 悠远回声
——读齐家银长篇小说《草根》

□黄自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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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诗中，我一直比较喜
欢李白的诗，每次读李白的诗
总能深切地感受到诗人那种
无以伦比的豪迈、飘逸、洒脱
的情怀，而且想象丰富，结构
完美，语言自然流畅，直白易
懂，读来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生
命豁达的感觉。

记得早年最喜欢李白的
《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
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
成三人……”在鲜花盛放的地
方，独自执一壶酒，虽然没有
知己共饮，但邀上月亮、还有
自己的影子一起喝酒，也不失
为一种浪漫。这首诗虽然在
形式上比较简单，但每次读

它，总会被诗人美丽的诗句所
感动，感受到诗人即使在人生
最孤独的时候，也不忘给自己
营造一份浪漫，以美好的情怀
来对抗客观现实的孤独，无疑
是生命最超然的态度。

最近读李白的《行路难》，
我既感动于他“举杯停箸不能
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孤独，
又敬佩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壮志。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
满山”讲的是诗人面对生命的
茫然。往北走吧，想渡黄河，可
是黄河已经结冰。那么往西走
吧，想爬过太行山，可是满山都
是大雪，似乎生命当中都是阻

碍，都是困顿。可是李白不会
因人生的困顿而一味悲哀，他
用调侃的方式给了自己一个解
放，“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
舟梦日边”，感慨现实的人生虽
然困难重重，但也无需这么悲
壮，可以把生命看得悠闲一点，
不能去做什么伟大的事业，那
就拿着钓鱼竿，去小溪边钓鱼
吧。钓着钓着累了，睡着了，梦
到自己坐的船到了太阳的旁
边。这是李白的飘逸洒脱，在
无法解决现实中的阻碍与困顿
时，他会做梦，用梦来把自己带
到最美丽的地方，给自己一个
巨大的希望。

还有《将进酒》中“天生我

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也充分体现了诗人的高度自
信与乐观。读李白的诗，感觉
就像走进一种飘逸洒脱，他告
诉我们，其实人生并不是那么
复杂，尽管很多时候，我们都
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但只要
在灵魂的深处保留一份对大
自然的向往，保留一份自我的
空间，就能抛下千般焦虑，找
回宁静。

人生短暂，不过匆匆数十
载，我们读李白的诗，要学李
白的飘逸潇洒情怀，“人生得
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更不要把时光浪费在不美好
的事物上。

妈妈的味道

等不及桃花盛开，燕子飞回
爸爸妈妈，候鸟一样的南飞了
留下的月亮，一望就圆了
一哭就缺了
奶奶来信说，一天夜里
小熊发高烧，头痛欲裂
打针吃药也缓解不了
他让奶奶拿来妈妈睡过的枕头
他说，只要闻到妈妈的味道
就能减轻病痛
这一夜，小熊抱着枕头
睡得特别的香，特别的沉
睡梦中，贴着妈妈的脸
泪水滴一颗，星星就亮一颗
梦里喊一声，妈妈就答应一回

五月

五月
榴花红了
太阳也红了
天渐渐热了
心也热了

这个似水的季节
悠然坐在暮春的肩头
阳光和煦
风也温柔
朝霞红得像少女的羞
柔得像母亲的手

大地竖着耳朵
聆听着
泥土对所有灵魂的拷问
风悠悠歌唱
窥探着乡间
原汁原味的秘密
顺着一缕阳光的金色
寻觅季节的嫩绿
在五月里的清香

田野里，草木葱茏
五月的麦子熟在
熏人的南风里
田里的瓜果
拼足了劲儿地生长
仿佛要在秋风来临前
攒足世间所有的阳光

西瓜静静地躺着，晒太阳
它日夜期盼
五月供给它蜜糖
西红柿还很青涩
一串串挂满枝头
树梢上新长出的枇杷
毛茸茸的
还没来得及芬芳

农家的小院
飘出油菜籽的清香
舍南舍北的槐花
把一串串关于春天
的故事挂满枝头
花间忙碌的蜂
把一缕缕沁人的甜蜜
嗡嗡嗡的带进城乡

五月，江河渐满
莺飞草长
情窦初开的戏水寒鸭
早试出了春天的温暖
贪睡的青蛙
也放开喉咙
适时地把春曲奏响
风把云酿成美酒
雨把歌谱成合唱
你走进我的梦里
我放飞收获的梦想

水中的月亮

夜渐深，寒露生
一轮圆月悄悄升
树影斑斑
清辉点点
草尖上挂满月的泪痕

月亮来到湖边
她一头扎进水里
秋水顿生寒辉
谁能分得清
是天上的月儿圆
还是水中的月儿明

月亮啊，你跳进水里
是要洗净这人世的风霜
还是要倾诉广寒的冷清
你荡起阵阵涟漪
水中的月儿
也更加妩媚迷人

水是月亮的眼泪
月是湖的眼睛

熊清桃的诗

《草根》是一部气势恢宏的
作品。作者的笔触探向江汉平
原五百年的历史风云，精心布
局描绘出一曲惊心动魄的人间
悲喜剧。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
物，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面，灵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草根》的主题，是对脆弱、渺小
的生命、对大自然的神秘、对人
伦秩序所抱有的人性关怀、体
恤和宽宥。齐家银不是为某种
既定的观念，而是在为某种生
命的需要而写作。在作品中，
社会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人物，
在社会中的命运遭际各不相
同，彼此之间有着巨大的落
差。齐家银根据自己的观念，
对历史有着独到的解读，他没
有去选择侯王将相，人文史实；
而是选择了乡野草夫，稗闻轶
事；没有选择宏大、庄重、溢美
的叙事策略，而是用微细、戏
谑、反思的文字书写他个人记
忆中的历史。《草根》展现的是
时间流，是人类心灵的成长与
发展，是心性的纠缠与葛斗，是
对道德伦理的一次次发现与呈
现，是对社会的一次次构想与
拆解。

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
感的作家，都应该是坚持为历
史作证的作家，一个忠实于人
类苦难记忆的作家。齐家银是
一位来自社会底层、在体制圈
外野蛮生长起来的草根作家，
没有经过任何体制的圈养和驯
化，也不受一般的文艺理论的
规约。他的创作可以说是毫无
羁绊，他唯一遵循的就是内心
的情绪与生活的真实，这使他
的小说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对
社会本真的书写。他的小说文

本完全是一种原生态的文学叙
事，丰富的细节描写，毫无遮掩
地暴露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
并无形中构筑了一种个性化的
修辞话语体系。

好的文学作品，不仅仅让
读者揽镜自照沉浸其中，也可
能会暗示性的告诉读者一些文
字未能尽言的东西。《草根》里
的人物从来就是生存在时代的
旋涡中，成长蜕变的过程是一
种自我撕裂的过程，这是生命
成长的真实，也是一个时代的
真实。而在逝者如斯的叹息和
回望中，齐家银投射的目光，不
只是怀旧和感伤。尽管是对历
史的追忆，却仿佛是经过淡淡
的水彩调染过的。经过有意为
之的记忆的滤网，不仅年代或
者说时代背景的某种阴暗色彩
更加鲜明了，生活却消褪了某
种可能实际存在的冷色泽，而
显得处处充满浪漫和温情。

齐家银的多卷本长篇小说
《草根》不是主流社会的宏大叙
事，而是一种融汇了丰富民间
言说智慧微观叙事，是一种对
个人、个体命运微历史的回味
与反刍。在小说《草根》中，齐
家银以个人命运为中心，以整
个家族的起伏为脉线，以整个
社会时代的发展变迁为背景，
展开了一场有关生命荣辱、个
体生死、洪荒虚无的描写与叙
述，审察社会的道德伦理与人
性的妍媸陋简；通过语言的在
场，重新复活了那些远去的时
光背影，复原了人物的心灵影
像。因此，小说《草根》也就具
有了强烈的自传色彩，打上了
浓重的自我意识和人格烙印。

《草根》一开始就将故事放

置于一种神奇、辽阔的历史背
景中。历史掌故应时而出、故
事场景更迭频繁、人物面貌错
综复杂，恢弘历史背景的绘制，
为小说带来了一种历史的纵深
感。早期的江汉平原，是一个
男性的湖泊地带，它蛮荒、雄
奇、神异。宗法社会的浸染和
深陷宗族血亲的漩涡，使得这
里民风淳朴，呈现出迥异于中
国其他地方的鲜明的地域性格
特征。《草根》以民间视角，观照
宗法制度笼罩下民间社会的世
相百态，作者以一种自觉的民
间社会意识、一种探触社会生
活底层的民间视角，切入宗法
制度统治下的中国民间社会，
通过麻布拐宗族权力传递变化
的描写，展示社会矛盾，演绎人
物命运，表现复杂人性，呈现生
活本相，真实地反映了江汉平
原地区百年前宗法社会的特
质，以及开始萌芽的一丝社会
转型的征兆。

长篇小说成功与否，其实
就看群体形象塑造是否呼之欲
出，人物的个性是否突出。小
说《草根》人物众多，有男性，也
有女性，各具个性、栩栩如生、
真切鲜活。他们的命运纠葛在
一起，织就一幅江汉平原麻布
拐的众生相。在麻布拐村庄众
生相中。最大的群体则是世世
代代生息在这里的民众，他们
大多淳朴、善良，勤劳、勇敢，宽
厚、仁慈，率真、耿直，诚实、守
信，坚韧、顽强，当然甚至也不
乏精明与狡黠。人性的复杂，
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千姿百态，
他们就像江汉平原湖港里的水
一样灵动聪慧，又如江汉平原
上的小草一样柔韧顺从，更似

江汉平原的泥土一样质朴无
华。他们以自己卑贱、苦难、忍
韧和不屈的躯体和灵魂，构成
了乡土中国宗法制度下最坚实
的社会基础。应该说，所有这
些人物、这些故事，都是作者以
一种多视角切入、观照的叙事
策略，一种娓娓道来、举重若轻
的叙事功力；一种朴实、流畅、
紧致、绵密、立体、大气的叙述
美学，为读者奉献出的一席文
学的盛筵。

齐家银的小说既好看，又
能引人思考。《草根》看似单纯
地在讲述个人的人生，讲述齐
氏家族史，实则隐含了齐家银
的社会经验与对社会的认识。
小说中个体命运和家族沉浮，
与社会动荡交织在一起，同时
还有一个漫长转型期的中国，
带给每个个体生命的重负与心
灵挤压，形成一股洪大的社会
潮流滚滚而来。由于齐家银十
分熟悉江汉平原尤其是麻布拐
的历史脉络，所以他驾驭作品
得心应手，通过作者的笔端，让
我们看到了江汉平原的真实历
史。作为一部长篇文学作品，
小说的故事人物体系庞杂，背
景时局更迭频繁，如此复杂的
时代背景与人物命运纠葛，作
者却能轻松掌控，将故事娓娓
道来，显示出优秀的叙事能
力。整部作品文字朴实流畅，
情节生动紧凑，给人以良好的
阅读感受。

齐家银文字中的通感、异
质、比喻、想象，显示出他良好
的语言感觉。海德格尔说：小
说的本质就是语言。汪曾祺也
曾经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写小
说就是写语言。齐家银的语言

训练和语言功夫已经达到了相
当的水准。熟练的小说语言，
将地域风情和地域文化做了零
距离地还原和复制，是一种如
临其境、如沐其韵的造型，这就
更使他的小说具有了某种丰盈
厚实的文化品格。奥尔罕·帕
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
家》一书中写道：“安娜·卡列尼
娜在火车上的感受与我们自己
的感受是如此相似，同时又是
如此不同，这正是让我们着迷
的原因。”事实上，很多阅读者
或许毕生都不会拥有像安娜·
卡列尼娜那样的特殊经历，但
这些读者之所以觉得“感受是
如此相似”，原因正是在于《安
娜·卡列尼娜》所具备的“主观
真实”。“主观真实”并不意味
着小说中所描绘的场景会照
搬不动地投射进每一个读者
的现实生活中，而是一种“真
实感”。“真实感”在很多时候
展现的是生活的“可能性”，
而并非“必然性”。小说《草
根》虽然在故事走向上迂回曲
折、扑朔迷离，但在阅读过程
中，我们却可以轻松地感受到
一种足够的“真实感”，这主要
归功于作者齐家银对逻辑的有
效控制。

《草根》包含着某种信仰的
力量，它既是我们与自然进行
沟通的桥梁，又是我们让生命
拥有意义的途径。毫无疑问
《草根》在今天已经超越了一般
性阅读和审美的范围，已经超
越了语言和修辞学方面固有的
意义，作为一种精神和象征，
《草根》将引领读者从物欲横流
的世界，走向一个更为光明的
精神高地。

相传春秋时有个老来子，很
孝顺，七十了还穿着彩色衣服，扮
成幼儿，引父母发笑。后作孝顺
父母的典故。

王熙凤隔三岔五“彩服娱亲”
深得贾母与长辈的宠爱。《大宅
门》先前最顽劣坏事的白老三常
常“扮鬼扮马”娱乐老母亲。务实
稳重的白老大买来点心孝敬老母
亲，老母亲面无表情厌恶地推开
说没胃口，不一会儿白老三拿来
同样的点心，老太太却笑口盈盈
地说饿了，白老大很是沮丧和无
奈。所以说，得宠的儿女，无论给
什么“鸡屎果”你也说香；而不讨
喜欢的孩子，买块金，他老人家也
不会笑。

通常家里的老幺不用承担太
多的责任，所以活泼俏皮，有更多
的闲心来“彩服娱亲”，更得长辈
欢心。

解决了温饱以后，老父母们
就更希望得到家庭的快乐：俏皮
的子孙围绕逗乐，欢声笑语，觥筹
交错，热闹无比。

现在，我们50后、60后独生子
女，社会竞争激烈，或是车贷房奴，
或是上有二四六八老，或是下有一
二小，哪有心思跟您逗乐。不用您
逗他（她）乐就算阿弥陀佛了。

其实“彩服娱亲”是件极度的
奢侈品，不是一般人家可以享
用。刘姥姥在家看女婿脸色，过
年断了粮，被派去娱乐贾府老小
换来二十两银子，进而生活逐渐
变好。当然，王熙凤做了救济刘
姥姥这件善事，在贾府倾覆以后，
女儿巧姐在刘姥姥的帮助下得到
较好的归宿。

现代，养老模式日渐西进，我
们老了享受国家福利，或到老年
大学学习……或老眼昏花，走不
动了，聚合老人院，在炉火旁打
盹，回忆笑谈青春……因此，我们
年轻时少闲话，多思考，多学本事
多挣钱，永葆美好情操。老了不
乖戾，不急躁，不怨天尤人，不断
学习新知识，这样才能与子孙有
共同的话题。

亲情不靠法律和道德绑架，
靠的是相互的宽容理解支持，或
者是你的知识、智慧源源不断地
往下输送，儿女亲情才不会疏远
和断层。

再不济你起码可以自己娱乐
自己。

彩服娱亲
□潘韶浈（珠海）

走进李白的飘逸洒脱
□马少能（汕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