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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关于粮食的“烩菜”
关键词 粮食问题 文化传统 时代背景

■王国平

粮食问题是一个宏观的战略性问题。

一个写作者来书写粮食问题，笔触可能很凝

重，也可能很激愤，采用“冲上去”的姿态，很

用力地抒情，或者郑重地传递情感、发表看

法、作出呼吁。粮食问题本来兹事体大，采

取这样的书写策略情有可原。不过，何弘与

尚伟民合著的报告文学《粮食，粮食》却避开

了这样的书写方式，而是通过说的方式、聊

的方式，来讲述跟粮食有关的人和事。

作品开篇第一章“古人吃什么”，想象过

着穷奢极欲生活的上古帝王，比如商纣，依

今天的眼光看，在吃饭这件事上可谓是捉襟

见肘，毫无趣味。“想拍个黄瓜，对不起，没

有！想炒盘绿豆芽，对不起，没有！今天常

见的蔬菜，像黄瓜、茄子、菠菜、芋头、南瓜、

丝瓜、苦瓜、西红柿、扁豆、蚕豆、土豆、莴笋、

花菜、卷心菜、胡萝卜等，统统没有。”可以

说，从这句开始，一个聊天的“场域”就搭建

起来了，整个叙事的基调就确立下来了。两

处“对不起，没有”，一处“统统没有”，加上那

么有耐心地罗列出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蔬

菜名称，整个氛围就像是面对面沟通与交

流，三五闲坐，围炉夜谈。

作品的前言部分写道，书名曾经有过很

多设想，后来干脆决定用最简单的、最直接

的那一个，就叫“粮食”。又考虑到粮食问题

太重要了，需要加以特别的强调。如果按照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的思路，又有点啰嗦，

于是折中选了《粮食，粮食》这个书名。从拟

定书名这个事上，见出写作的态度和内在

的追求。作者就像是“邻家小伙”，而且是

有学问、有见识的“邻家小伙”，把粮食的事

娓娓道来，一二三四五，东西南北中。这就

自然带来作品语言的质朴无华，语调平缓

舒适，不卖弄，不硬行拼凑，读来自有味

道。整部作品，起码融合了政治学、经济学、

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基本

知识，具有博物、百科的特点；涉及历史典

籍、新闻报道、专业著述、科研论文、个人回

忆等，同时还融入了作者的亲身调研和个人

体验，以及对有关人物的专访；既有“面”上

粗线条式的俯瞰与观察，也有“点”上精细的

描摹与聚焦，点面结合，编织成一张关于粮

食的大网络。

在这部书里，你能了解到什么是“五

谷”，了解到豫北农村“偷灯盏儿”的风俗，了

解到“焦麦炸豆，小孩没娘”这则谚语有何深

意，了解到“吃过大盘荆芥”这样的俗语传达

着什么意思，了解到“尚超峰打井——‘泼’

上了”这样的民间“典故”蕴藏着什么样的无

奈，了解到杨万里居然写过“老子平生汤饼

肠”这样的诗，了解到我国是第一个分离和

凝固豆汁生产酪状物即豆腐、豆干的国家，

了解到饥荒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惨痛回忆，

了解到饥饿给人性带来怎样的沉痛考验，了

解到一位中原老汉一辈子与粮食打交道的

传奇经历，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解

决粮食问题上有哪些革命性的部署和决定

性的作为，了解到我们在超市里购买的速冻

食品经历过什么样的发展历程才顺利走上

亿万家庭的餐桌，了解到当下粮食安全面临

什么样的严峻形势……天南海北，五花八

门，汇于一炉，且烹且蒸。

说粮食、聊粮食，并不意味着把粮食的

重要性和严峻性消解了。只不过是换了一

种写作语态和书写策略，是一种外在形式

上的变革与探索，内里依然表达着对粮食

问题的恳切关注，底色依然是热切呼唤人

们节约粮食、善待粮食、重视粮食，始终保

持居安思危的心态，不许有顷刻的放松与

懈怠。作者把粮食问题放置在文化传统、

历史长廊、国际环境、时代背景、科技变革

等宏大的视野之中来审视，引导人们全方

位、多角度地看待我们的饭碗问题。也就

是说，这部作品的思想性、严肃性没有减

损，只是通过说的方式和聊的方式，让宏大

的主题变得更亲切，让人更易于沉进去，产

生感触，引发思考。为何作者要采取这样

的方式来讲述粮食的事？我想大概是因为

粮食的事本来就跟每一个人“痛痒相关”，

就是我们的烟火日常，就是我们每天都在

经手的柴米油盐，所以采用平静、缓和的叙

述方式，更让人感同身受，从而击中人心，

生发出深沉的共情和强劲的共鸣。写作的

目的，表达的诉求，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有

效的抵达。

《粮食，粮食》
何弘、尚伟民著

大象出版社

2021年12月版

79.00元

ISBN：9787571112011

唯有真实满庭芳
关键词 真实 儿童文学 战争题材

■车飞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

人。”真实是一部作品绕梁三日的曲调，是一

部作品休戚与共的灵魂，也是一部作品扬名

万方的基石。真实性是读完儿童文学作品

《大银杏树的小秘密》后，最强烈的情感体验。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举世

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银杏树的小秘

密》就是以信阳地区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

事实为背景创作的，描绘了普通百姓在特殊

年代里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少年儿童在战争

环境下的成长过程，揭示了中国人民在历史

洪流中的必然选择。

《大银杏树的小秘密》中，银杏树的“大”

对比秘密的“小”，既贴合了小读者对小秘密

的好奇心，又衬托出在宏大的战争年代少年

儿童的从军经历。虽然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的

长篇小说，但并没有描写战争的正面场景，只

是在温婉蕴藉中表露了战争的激烈残酷，显

示了作家对宏观事件细微之处见真章的超强

驾驭能力。作品从人物、情感、细节、人生这

四个方面再现历史，带领读者一同走进波澜

壮阔的红军长征时期，领略少年儿童在时代

精神的影响下追求理想的传奇故事。

人物真实，设计巧妙，合理有序。

作品以大柱为主线展开，从立志参军为

切口，完美聚焦了战争年代少年儿童的成长

经历，刻画了投身革命过程中普通百姓的心

路历程。时代背景下百姓生活的前后对比，

更加突出了作品的真实性。作品在朴素的叙

事中，推出一个接一个的冲突，从放羊的大柱

被同龄小红军栓子搭救到掩护受伤不能撤离

的栓子，从大柱逃出白匪的魔爪到在无相寺

挑柴火，从大柱找到栓子到两人结伴追随红

军，人物的设计具有鲜明的典型性，没有豪言

壮语，没有丰功伟绩，是那个特殊年代走上革

命道路的英雄群体的代表。

作品的副线主要以柱儿爹展开。柱儿爹

是农村父辈一代的缩影，老实本分，胆小谨慎，

虽然分得清红军对待老百姓和以往的军队不

一样，但还是不舍得自己的儿子干“刀口上的

营生”，而且害怕红军撤离“世道有变”。柱儿

爹随着冲突的发展，最后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儿

子寻找红军的行为，深情地表达了“咬着牙割

舍不下也要割舍的爱”。柱儿爹的人物形象反

映了老百姓接受革命的变化过程，是对主人公

形象的衬托和补充，丰富了作品内涵。

情感真实，深沉真挚，流畅自然。

作品语言简单质朴，把恢宏的历史事件

融入朴素的日常生活语言中，情感自然流露，

达到一种水到渠成的效果，使小读者能身临

其境地感受到主人公跌宕起伏的成长经历。

丰富的情感表达，呈现了立体化的人

物。虽然故事离当代小读者的生活较远，但

是真实的情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使他们能

够切实体会到在任何时代背景下少年儿童都

要树立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

细节真实，深入访查，原汁原味。

作品从大山深处红色旅游基地彭家冲起

笔，以倒叙方式讲述了长征初始小山村发生

的故事。信阳作为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红

色文化资源，作品正是以信阳罗山县何家冲

为蓝本，再现了红军医院、何氏祠堂等红色遗

址。作家多次在11月份沿着红二十五军的

长征路线行走，采访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见证

者，了解红军途中的气候、地貌，还原了罗山

地区人民群众的饮食、风俗。

作品通过精心打磨的细节，让读者如见

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一个个饱满的人

物、一处处鲜活的场景跃然纸上。

人生真实，同感共情，激励读者。

作品通过精心构思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

的故事情节、精细入微的生活场景，一步一步

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如何从放羊娃成

长为一位载入史册的抗日英雄。大柱的成长

经历带给每一位小读者的启示是，一个人的奋

斗只有投入到为国家、为人民、为集体的事业

中，才能开出最美丽的花朵，才能结出最璀璨

的果实。同时，身处和平年代的小读者了解到

革命先辈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光辉事

迹，才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从人物真实到情感真实再到细节真实、人

生真实，《大银杏树的小秘密》对真实的表达由

表及里、由浅到深，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把红

色精神传递给孩子，让红色种子生根发芽。“根

本既深实，柯叶自滋繁。”根植于真实性的沃土

上，优秀作品的生命力才能枝繁叶茂满庭芳。

《大银杏树的小秘密》
胡福君著

海燕出版社

2022年4月版

28.00元

ISBN：9787535086969

便只顾猿声无数 ■陈曦

《秘境回声》
邓西著

大象出版社

2022年5月版

36.00元

ISBN：9787571114367

书写自然，需要由技而艺，以诗心关照

自然之真，由此反观人类社会与现代生活，

以完成文本内外的多效互文。既不能止步

于对山涧水畔的恋恋难忘，也不能简单地将

故事套用于特定的“环境背景”以完成“主题

书写”，作家需要的是细致的体察，敏锐的感

知，审慎的思考以及有识见的表达。邓西的

《秘境回声》便是以一道“猿啼”呼唤“猿声无

数”的余味悠长之作。

成长之痛与爱，一直是邓西所关注的文

学命题，《秘境回声》同样聚焦了少年的成

长。主人公阿钛出生在一个护林员家庭，父

亲的主要工作除却护林之外还有一项便是

观察野生海南长臂猿。从小到大耳濡目染，

阿钛对山林，对长臂猿这种极濒危保护动物

有着强烈的亲近与爱护，在父亲受伤后，他

主动承担起了观察长臂猿的工作。故事的

开始便是寻找刚刚成年的长臂猿“刚子”，这

只公长臂猿面临着艰难的“求亲”之路，因为

同类的减少，以家庭为单位的长臂猿族群必

须去在茫茫森林中找寻自己的伴侣，以繁衍

生息，所以“刚子”不得不离开“监测点”，带

着家族使命踏上未知的旅程。而追寻“刚

子”的足迹，则是阿钛成长路径中一次宝贵

的“出离”。现实中他终于脱离父亲的关照

独自执行“任务”，心智上他也在艰难的等

待，在失落后的坚持中完成了一次卓有意义

的蝶化。在与盗猎者周旋的过程中，他展现

出了不凡的智与勇；在为科考团队助力时，

他更是以专业和敏锐呈现出了一种发源于

热忱与执着的迷人光泽，那是带着承续与希

望的少年力量。面对亲人，朋友，山林与野

生动物，尤其是家乡的变迁史，阿钛直面爱

与痛，坚定守与恒，他的成长是小说一条明

确的线索，也是一道直通读者内心故事的虹

桥。在故事尾声，当阿钛终于获得了梦寐以

求的新手机，他却已经忘记了玩游戏的“初

衷”，一张张照片中所呈现出的青山绿水，猿

猴家庭，已经写出了他的自我转变与令人欣

慰的成长。

当然，作者的笔力远不止步于故事的跌

宕与感人，关注生态，关怀野生动物，聚焦护

林工作与山民生活现状是《秘境回声》肌理

深处的精神内容。作者巧妙地设置了以阿

钛一家为圆心的护林员“前史”，以悔愧之情

为内核洞开故事更为深层的意蕴。在爸爸

的回忆中，“山猿”那悠长而嘹亮的啼鸣与父

亲扛着油锯进山伐木的身影对撞出一段无

法回避的心酸史，人类的侵入让山林退却，

长臂猿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损害，曾经的

“习以为常”渐渐化作两种哀叹，一则关于对

“猿声”的怀恋，一则便是对那段往事的无限

愧疚与迷茫。实际上，油锯进入山林，所寓

指的是人类发展阶段中现代文明对原始生

态的残酷进犯，猿声的消逝如同凄切的挽

歌，更犹如长鸣的警钟。阿钛的父亲作为护

林员，承担起的是一种弥补与更新，深林的

大片回归与长臂猿等野生动物的不断繁衍

昭示出了一种意义上的“为时未晚”，作为

“承上启下”的一代，阿钛父亲并没有爷爷内

心的挣扎与追悔，身处壮年的“这一代”以身

体力行完成着事实上的“补”与“续”，弥补一

个时代的遗憾，传续一种和谐生态的理念，

从阿钛的成长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两代山

民的“交棒”，接力护持一片山林的清荣峻

茂，重现猿声阵阵的绿水青山。三代人，同

构了两段历史时期的真实容样以及人类认

知的嬗变，这种变化被作者稳稳把握和穿插

于主文本的“换场讲述”中，以欲言又止启发

思考，用对话、虚实促成主旨张力，将宏大的

主题柔化于字里行间。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者隐笔书写的以

南春爷爷为代表的“打猎人”，南春的极力反

驳和亲人朋友的沉默，暗示着猎猿取骨的行

为确实一度存在，而作者着重隐写这段故事

的目的则在于打开读者更深层的思考维

度。“靠山吃山”，所指寓的是比“护林前史”

更加久远的传统认知，在耕猎传统下，山民

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征取”是烙印在人们心

中的“常识”，如果说对开山取木的愧疚指向

的是对现代性的反思，那么对为了利益过度

捕猎野生动物的羞愧则指向了对传统陋习

的深刻省察。作者深谙儿童文学“轻中寓

重”的艺术特质，从而以儿童故事的文本分

层书写关于人类社会的深刻命题，让生态文

明、和谐共生等宏大命题更为自然，更加感

同身受地经由文学传递到读者心灵深处与

认知的原野，完成了一种基于真挚和直面的

理念传导与精神教育。

长臂猿“刚子”在故事中始终没有正面

出现，作为第一主角，他成迷的行踪与处境

已然成为了故事引人入胜乃至扣人心弦的

所在，当他终于组成了家庭，那模糊的背影

已然被作者清晰地刻录在读者的脑海，由

此，“刚子”便成为了一种象征，沟通着人类

与自然，文明与生态，历史与未来。名字的

赋予，也成为温情的牵绊，那只即将出生的

小猿，那条供给长臂猿们穿越高山的人造长

桥，为小说染上了一层光明的色调，有着希

望的余韵。

生动而真实的细节描写，对于海南热带

雨林原始生态的直观呈现，让《秘境回声》极

具可感性与穿透力。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

者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呼告对自然的守护与

和谐共存的理想，却也同时完成了人类心灵

秩序与内心生态的文学构建，指示着对真正

可持续发展的“善护念”。

（作者系天津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批

评家）

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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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一直以来，歌颂老师“为

人师表”光辉形象的小说、诗歌、散文不计其数。但正如卢梭在

《爱弥儿》中提醒的一样：“做老师的人经常在那里假装一副师

长的尊严样子，企图让学生把他看作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这

个做法的效果适得其反……要打动别人的心，自己的行为就必

须合乎人情！所有这些完人是既不能感动别人也不能说服别

人的。”

从这个角度看，作家黄蓓佳在长篇小说新作《叫一声老师》

中，展现了与卢梭不谋而合的想法。这部作品以独特的儿童视

角、率真的叙事口吻，讲述了一群平凡老师的不凡故事。书中

的老师个个身怀绝技，“合乎人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这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作者在《后记》中自述“我

的父母都是老师”“书中小城的生活环境是真的，我读书的那个

学校是存在的，温馨可爱、书香氤氲的教师大院曾经也有”。这

份得天独厚的成长经历，让小说拥有了一种无与伦比的亲和力。

主人公小曈出生于教师家庭，成长在教师大院，她的生命

里出现过众多个性鲜明、经历独特的老师。慕老师“长得不好

看”，但她对待学生极有耐性，坚决地跟小曈的驼背恶习较劲。

当不谙世事的小曈糊里糊涂地说了“反动”的话被人

揭发，是慕老师用智慧化解了危机。万老师是县里

最会上地理课的老师，他还有个独门绝技——叉

鱼。无论什么鱼，只要入了万老师的眼，就再无逃逸

的可能。爱老师纯真美丽，随意一个转身都能“把我

看得迷住了”。她用歌声、服饰给孩子们美的启蒙。

可她不擅长家务，居然向小学生请教如何炸肉丸。

钱老师在教学之余，沉迷于费马大定理，导致走火入

魔，最终黯然回乡。小曈的母亲爱学生胜过爱子

女。为治好学生尿床的毛病，她掏钱买药熬药，可学

生却不领情，当着她的面摔碎了药瓶。

在黄蓓佳笔下，老师不再是“高大全”的、具有理

想人格的完美存在。相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

和局限。然而，“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

方”，人物的裂缝处，迸射出的是人性的光芒。

在小说里，小曈是叙事者，也是亲历者、见证者，

是故事人物，也是叙事人物。黄蓓佳常常跳出故事时间，借用成年后的小曈

对故事作评论。于是，整个作品都充溢着一种听人倾诉衷肠、推心置腹的现

场感，亦有一种斗转星移的时空交错感。比如，“几十年之后，我自己当了母

亲，辅导女儿的功课时”“很可惜，活到今天，我都已经老了，也没有像爱老师

期望的那样，有一天在舞台上发光出彩”，黄蓓佳用这些感慨，突出了老师对

小曈的影响，让读者沉浸在叙述的感动中。

作为一名老师，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还在于它的细节。作者对校园

生活、家庭生活的种种细节信手拈来，让人能迅速进入作品，沉浸其中。比如

她描写教数学的老先生，“总是把作业本上的红钩钩画得有小拇指那么长，把

红叉叉打得像指甲盖那么小”，这个细节轻盈地表现了老先生的师者仁心。

她写爱老师劝架，“人没到，她百灵鸟一样好听的声音先到：‘我看看，是哪个

班级的小朋友，打架打得这么开心啊？’”只一句话，爱老师的魅力和智慧就彰

显无遗。

老师是孩子最初的启蒙者，他们在孩子们洁白的世界里写下最为重要的

一撇一捺，他们的言行常常影响孩子的一生。阅读《叫一声老师》，如逢故友，

那些似曾相识的人物唤醒了我对老师的回忆。或许，在这本书的召唤下，每

位读者都能写出属于自己的《叫一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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