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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细节、人物乃至小说氛围，是小
说作为一门艺术得以成立的基本元素。小
说语言是否准确且有韵味？细节之选取是
否必要、描写是否精到？人物无论写实还是
变形都是否生动可感？或者人物虚化，但由
某种心理状态而生发的氛围是否具有透骨
的感染力？这些都是衡量小说成败的硬指
标，它们共同构成了小说的表层结构。一位
名副其实的小说家，必然在上述某一方面
表现优异，而在其他方面也达到了专业水
准。如果所有方面均能独具一格，则可称名
家而无愧。以这样的标准来考量，当今华语
文坛，小说名家虽不算太多，但也绝不少。
但如果止步于此，则每年的文学期刊虽不
缺乏可看的小说，却很难出现杰作。欲成就
杰作，须往小说的深层用力。

在小说的表层结构之下，有文化结
构存焉。无论是千姿百态的行业文化如
梨园文化、金融文化，难以精确定性但又
确实存在的地域性文化如巫楚文化、吴
越文化，还是国族性文化如儒家文化、道
家文化，亦或是更大范围内的宗教文化
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均可以内化
为文本的深层结构。小说虽不负有阐释
此种文化的责任，但小说的语言、细节、
氛围乃至人物的性格、心理，都是从这一
文化传统中生发出来，不但洋溢着该种
文化的浓郁气息，而且小说的逻辑也符
合这一文化的逻辑。

以《白鹿原》为例，无论是朱先生、白
嘉轩还是冷先生，他们的性格、行为都受
到儒家文化中“关学”一脉的塑造、影
响。人物的命运背后隐含着文化的命
运。《白鹿原》的成功，在于小说并不是为
某种文化做注脚，而是在文化内部自然
展开。作者没有让人物意识到自己是受

某种文化支配，只是循着各自的性情活
动，而人物的性情、行为、命运莫不透出
文化的影响，小说也因此具有了深沉的
意蕴和广阔的气象。

文化结构的建立并不足以确保小说
的成功，因为一切文化都包含有集体性
的感受和理念，这些感受和理念有可能
使作品变得僵化。只有当小说家将文化
处理成空气、水和土壤时，文本才有可能
健康成长，长成其来有自而又鲜活独特
的自家面目。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则拥
有文化结构的小说比只在表层结构上显
工夫的小说要优胜，起码拥有更悠长的
气息和更开阔的气象。如果还能够再推
进一层，进入精神结构，那么，产生杰作
的可能性又会成倍增长。

精神结构产生于小说家的主体精神
和思维方式。主体精神决定了作品的高
度、深度和广度，思维方式则决定了小说
的切入角度和运行方式。主体精神是由
小说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对自身信念的
践行程度所共同决定的。思维方式则由
小说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观察、思考的
深入程度决定的。当代汉语文坛不乏在
第一个层面上表现精彩的小说家，也有在
第二个层面上取得了大成就的小说家，但
鲜见主体精神强大、思维方式独特的小说

家，具备坚实完整的精神结构的小说便如
凤毛麟角。这当是这一代有抱负的小说
家应该努力突破的方向。

有的经典小说在这三个层面上都经
得起推敲，如《百年孤独》，它的叙述语言、
细节描写、氛围营造、人物刻画都精彩绝
伦。而这所有的一切，都隐现着加勒比海
地域文化的独特风姿，因此魅力深远。但
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以对孤独的探索
将小说从生存的层面推进到存在的层面，
建立起一个深邃的精神结构。而那种令
当时文坛震动不已且影响深远的叙述方
式，只不过是作者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
外化而已。再如《红楼梦》前八十回，三层
结构均具足。续写者的才华，能够在表层
结构和文化结构上接续曹氏，但在精神结
构上显然不相匹配。此种差距既是艺术
才华的差距，又是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
方式的差距。这便是后四十回虽然精彩，
却不及前八十回的根本原因，也是名家与
大家的差别所在。

（马笑泉，1978年出生于隆回县，国家
一级作家，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出版有长篇小说《银行档案》《巫地传说》
《迷城》，小说集《愤怒青年》，散文集《宝庆
印记》，诗集《三种向度》等，曾获《当代》文
学奖、湖南省青年文学奖）

暇观亭书话

小说的三重结构
马笑泉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大队部的知青楼上
念小学。每天，背着黄军包上学，书包里除了
几本单薄的课本，塞进来的还有连环画。这些
连环画有自己的，更多是从同学那借来的。

那时，课外书很少，学校订阅的好像只
有一月一期的《小蜜蜂》，每次一发下来，我
们就狼吞虎咽地阅读。因为间隔长，等得不
耐烦，为了打发那点有限的余暇，我们疯狂
地买连环画。可我的零花钱很少，过年得来
的压岁钱有时会充作学费。

我就挖空心思想办法弄钱。到田间地
头、山坡挖药材，摘蓖麻，拿到大队部代销店
卖，还在春耕时节天蒙蒙亮就起床到后山割
牛草，用板车拉到街上卖……

除了自己挣钱买连环画，每次妈妈上
街，我都跟着，死皮赖脸站在供销社图书
柜台旁，目不转睛像一匹饥肠辘辘的狼，
恨不得把每本连环画都吞进肚子里。妈妈
看着我赖着不走，只好忍痛拿出包了一层
又一层的零钱，一分一分数着，凑齐一本
连环画的钱。

光靠自己买，经济实力有限，每年能买
个十来本不错啦！为了看到更多的连环画，
我只好与同学交换着看。有时，自己没有新
的与同学交换，对方不肯借，生怕弄坏，我就

只好厚着脸发誓保证不损坏，对方才勉强愿
意借。那时借得最多的是好伙伴申友吾的，
他买的连环画多，像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让我熟知了高
尔基如何从苦难的童年发奋自学，成长为苏
联一代文豪的光辉历程。

堂兄长球和班花谭继珍是班干部，他们
关系好，我很羡慕。我比较内向，看到女生很
紧张，特别是才貌双全的班花更是不敢多瞧
一眼。谭继珍也有不少连环画，堂兄每次都
能从她那借来。我就缠着堂兄别急着还，先

借给我看，还答应帮堂兄刨鱼草。堂兄把谭
继珍的连环画终于借给了我，我心花怒放，
白天抓紧时间完成作业，晚上一边帮着母亲
烧火炒菜，一边就着昏黄的灶火一页页翻
看；吃饭时，还把连环画摊在桌子上，菜香和
书香弥漫在整个厨房。

睡觉前，还有一本未看完，又用手电在
被窝里趴着看。最后，在妈妈一遍遍催促声
中，我抱着连环画迷迷糊糊进入梦乡。连环
画滋养的岁月，丰富多彩，回味无穷。

（作者系邵东县火厂坪镇二小教师）

钟叔河先生是我十分敬仰的出版大家，
他一生命运多舛，但他的胆识、才气和学养
却非一般人能比。1985 年，他主持出版的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甫一杀青，就在文史
界引起极大反响，好评如潮。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对钟叔河先生的敬
意更为深厚了。他1931年出生于湖南平江
一个书香门第，自幼苦读百家之书。后来，
他与周作人取得书信联系，搜罗了周作人的
大量著作，不止一遍地阅读和揣摩周作人的
文字。因而，钟叔河先生的文章，颇得“苦茶
老人”周作人之气。黄裳为钟叔河《书前书

后》写的序里评价说：“作者又是善于文章
的。很沉痛的话，却闲闲落墨，别无渲染。
如果寻根溯源，这种笔路风致，可以到东坡、
山谷、放翁的题跋里去找。有如人的面目表
情，有的只是一微笑，一颦蹙，而传达情愫的
力量却远在横眉怒目之上。”

钟叔河先生的文风朴素，语言直白简
洁，我很喜欢，网购了他的很多书，知道了他
每天都在念楼（编者按：因钟叔河家住二十
楼，故取“廿楼”谐音“念楼”为书房名）读书
写书。每每端详他的照片，我都有一种亲切
感，这是一个慈祥温暖的文化老人。先生的

书，有几本都是自己题写的书名，他的字庄
重隽永，一笔一划都着力颇多，显示出深厚
的功力。我心想，什么时候能得到先生的手
迹呢。机缘还是来了，由于我爱读书，网上
结识了长沙资深书虫“彭大胡子”彭国梁，得
到了他的签赠本《书虫日记二集》等书，为他
撰写了《书虫彭国梁的幸福生活》一文。我
托他向钟叔河先生索题书名，没想到他答应
了，说几天后要去念楼拜访钟叔河先生，可
以当面请求这个事。

漫长的等待，大约一个月后，彭国梁先
生快递来了钟叔河老人题写的书名。拆开
信封，墨香扑鼻，在一张文川书坊设计的32
开本的笺谱印花纸上，写着五个大字“书是
一盏灯”，竖式排列，字体方严正大，朴拙雄
浑，端庄圆整，一撇一捺显得静中有动、峭拔
奋张。看着老人的手笔，念楼在我心中一下
子亲近了许多，我感到了无比的幸福，这就
是读书带给人的喜悦啊。除了这几个字，先
生还签赠了自己的著作《左右左》等书送给
我，先生嘉佑后学的深情让我感动。

先生经常说：“书的功能是给人阅读，不
是摆看的，收藏上架也只是手段，目的是让
更多的人读。”读书、编书、写书是他一辈子
的事情。如今，先生虽然年纪大了，但他仍
然为他钟爱的出版事业散发着热和火。

蔼理斯说：“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
向前去。”如果把思想家们比作是点燃火炬
的人，那么钟叔河先生就是手持火炬的人。

唐志平先生幽默风趣，仁
爱大度，既有令人羡慕的事业
和工作，又有很好的文化素养，
创作颇丰。近段时间以来，接连
读到他的组诗《打捞故乡》《身
边的风景》等。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还能畅游于诗歌的海洋，我
想，这大概源于他有一个幸福
的家庭吧。让我们通过他的近
作组诗《身边的亲人》，来解读
一位中年男士的情感世界。

先来看第一首《种菜的母
亲》，普通的题目，普通的素材，
却轻易拨动了读者心底那根
弦。写“母亲”，永远都是让人百
读不厌的。此诗以回家看望母
亲起笔，若母亲没在家里，“就
去菜地”，寥寥两笔，一个勤劳
的老人形象跃然眼前。接下来写母亲在菜地劳作的细
节，“挑水、施肥、除草”，母亲把菜“当成小时候的我们/
精心呵护”，这番慈母之情，读来令人感动。读到“闪了
腰，忍着疼/还摔断两根肋骨/前年一根，去年一根”时，
心止不住痛了起来，想象作者当时面对摔伤的母亲，该
是何等自责懊悔、心痛难忍啊。

母亲终日辛劳，所获颇丰，所用有限。于是收获的
菜“给我们，给邻居/给那些需要的人”，如此勤劳、善良
的母亲，多么可亲可敬！同时也暗示母亲辛勤培育“我
们”成才，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上回见到的菜苗，又长高一分”，既指“我们”探母
之勤，又指“我们”对母亲的付出感到怜惜心痛。与之对比
的是“七十九岁的母亲，又矮了一寸”，这句话除了反映年
迈的母亲在辛苦劳作下，日益佝偻的身体，应该还表现
了母亲屡屡不听“我们”的劝阻，坚持种菜被抓现行的“心
虚”吧。最后这两句既体现了母亲又想为“我们”多些付
出，又怕再次摔伤拖累“我们”的矛盾心理，也体现了“我
们”忧心母亲种菜辛劳，又不忍强势拂逆母亲的矛盾心
理。此诗以“种菜”这一寻常农活，刻画了一幅母爱子疼
子、子敬母惜母的温馨画面，结尾余韵悠长，回味不已。

《在雪乡的妻子》是诗人携妻同游雪乡后，写给妻
子的诗。首先通过到达雪乡时最直观的视觉感受，点出
雪白妻美，引出下文——在“我”生病昏迷时，妻子不离
不弃、精心照顾的事情。通过“心里也下着这样厚重的
雪”，表示“我”的病情之重、之险，妻子深切的担忧和惶
惑无助之情，“生命透出的点点绿色”表明妻子对“我”
病情必将好转的坚定信念和殷切守望。正因妻子对

“我”的无限深情，才会在“当我苏醒时”，如同从雪地进
到温暖小屋的释然。这样的经历，一次已多，岂愿再有，
所以妻子“握着我的手，说”“以后不要再来”。这些虽用

“你说”的语气写出，字里行间，何尝不透露出深深的
“我”懂“你”、怜“你”、惜“你”的挚爱之情呢？最后，把妻
子比作傲雪凌霜的坚贞梅花，赞扬妻子面对危难不屈
不挠的优秀品质。全诗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
展现了一幅鹣鲽情深的美好画面。

《打工的女儿》刻画了一双自立自强、勤奋工作的
女儿形象。开头点出两个女儿分别在一线城市北京和
深圳，从早忙到晚的打工事实。“她们也该休息了吧，我
想”，在灯火依旧的午夜时分，一个父亲既希望女儿辛
劳一天了，好好休息；又忧心她们还要想工作的事，不
得安眠。多么让人感动的慈父之情！

在北京的大女儿面对远道而来的“我”，忙碌的教
学、备课工作让她有心无力，只能“递上钱、行程规划/
和歉疚的目光”，女儿的孝顺为难之情，慈父的体谅心
疼之情，在平实的叙述中隐隐体现。而深圳，小女儿忙
于工作，无暇顾及两个幼小外孙女。诗里用四岁外孙女
的诉说写出，倍增辛酸无奈之感。

最后点出，只有在过年时，打工的两个女儿才会回
到“我”的身边。因而，“我希望每天都是过年”，这样，女
儿们就可以不用工作，在“我”的羽翼下快乐的生活。拳
拳父心，殷殷慈爱，每一个为人父母的读者，都会深感
共鸣吧？最后一句和第一句首尾呼应，形成回环之妙。
这是时下打工一族从早忙到晚，无暇陪伴父母、照顾孩
子的真实写照。

《“大”学生儿子》这首，看到标题，你和笔者一样好
奇“大”字为什么加引号吗？读完第一节，不由会心一笑，
原来是因为上大学的儿子入伍服役，五年后重返校园的
缘故啊。儿子不只年龄比同学们大，还比他们多“抱一堆
荣誉证书”，多一份当兵的经历。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儿子不只这些“大”，他爱好运动，个子高
“大”，母亲比他“矮一个半头”呢。他孝顺懂事，心胸宽
“大”，给奶奶勤打电话，细心地陪奶奶聊天，说一些生
活琐事。给妈妈打电话，“他会遥遥地，用语言代替有力
的臂膀”，给以拥抱、安慰，同时还会做姐姐的“倾听
者”。儿子的种种成熟行为，都让人“无法否认”，他就是

“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儿子个高腿长，在出游时，按捺住年轻人活泼好动

的性子，按捺住“一员运动健将”的阔步如飞，走小步
“跟在我身后”，好一个憨厚可爱的儿子形象。人们总形
容父亲是儿子的大山，可是担心“我”痛风发作，儿子却
成了守护“我”的大山，最后还用“大”字点题。有这样一
位可亲可爱的儿子，“我”的欣慰自豪之情还藏得住吗？

质朴而真诚是生命的底色，也是灵魂的底色。有人
说，人活到极致，越朴素越高贵。读志平的诗，感动我的
就是这一份朴素而又高贵的情怀。

（邓星照，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星语心
弦》，现任邵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志平，邵东县作家
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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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滋养的童年
谭喜爱

钟叔河《念楼学短合集》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