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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掖平：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里程碑

山东与贵州远隔千山万水，在交通极端不便的
时代，互相之间的来往大概不会太多。但是，有一个
人他独自从黔南山区的荔波县来到济南，投靠亲
戚，求学于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投身到共产主义事
业之中，与王尽美一起成为中共一大的济南代表。
这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邓恩铭，荔波一个从事茶叶
和中药生产贩卖的商人的儿子。

知道邓恩铭是贵州人，但并不了解他的家乡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荔波县。这是一个疏忽，其实，中
国的十大名茶之一都匀毛尖，就是以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的首府都匀命名的。都匀毛尖还有几个别名，如
白毛尖、细毛尖、鱼钩茶，因原产在都匀境内的团山黄
河，也曾经叫过黄河毛尖茶，与湄潭的翠芽和凤岗的云
雾芽茶，并称贵州三大名茶。都匀产茶的历史悠久，明
代为贡品，崇祯皇帝对这种形似鱼钩的茶喜爱有加，赐
名鱼钩茶。1915年与茅台酒一起获得巴拿马博览会茶
叶赛会优质奖，1982年入选中国十大名茶。

邓恩铭是一位水族人，祖居在荔波县玉屏镇水浦
村，家族最早就是以采茶和中草药为生，后来慢慢做
大，他的爷爷就带着全家从水浦村迁到县城，并且开起
了中草药铺，家境日渐富裕。邓恩铭烈士故居就是荔波
县城邓家的老宅，一座坐西朝东、当街而立的四排三间
土木结构的普通民居瓦房。这样的房子在荔波县城并
不多见，说明当时的邓家家境富足。邓恩铭的家人能让
他16岁跋山涉水，离开家乡到济南读书，说明邓家人的
远大理想和开阔的眼界。邓恩铭来到济南之后，接受马
克思主义投身革命，更说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
成立，决非一群知识分子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这帮知识
分子对中国现状和未来做出的正确判断。

据说，邓恩铭到济南之后，身体状况并不好，地域
的差异应该是很重要的原因。黔南地区南与广西接壤，
立在崇山峻岭之中，是南方喀斯特地貌地形的典型地

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一垄大，整天云雾缭绕，以山为
伴，多饮茶及野生植物熬出的茶食。山东则以面食为
主，气候相对干燥，那时大多山东人没有喝茶的习惯，
即便有喝茶的也是茉莉花茶。邓恩铭被抓到监狱之后，
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身体瘦弱。1931年4月5日，邓恩
铭在济南被杀害，年仅30岁，遗体被安葬在济南英雄山
革命公墓。

听说，都匀毛尖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命名的，经过当
事人回忆，还原当时的大概情况。1956年的某一天，《贵州
农民报》刊登了篇《人民热爱毛主席，万里边境送虎皮》
的文章，正好被当时的一位乡长读到。他和几位乡干部
商量，也给毛主席送点鱼钩茶，让日理万机的他老人家
尝一尝。那时正值采茶的季节，全乡人民齐上阵，采最好
的茶叶，让最好的炒茶师傅制作。一阵忙活，三斤上好的
鱼钩茶炒制完毕，乡里最好的木工又用当地最好的木材
打制了精致的木盒，连同一封信寄给了北京的毛主席。

没过多久，都匀县茶农社收到一封落款中共中央办
公厅的信函，打开一看，都匀人民喜开颜，这正是毛主席
亲笔签名的回信。现在，那封回信的原件已经找不到了，
据当事人回忆，那封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你们给毛
主席的茶叶已经收到，经主席批准，寄给你们十五元作
成本费。落款中共中央办公厅。信件的下部有毛主席的
亲笔：“茶叶很好，今后山坡上多种茶，茶叶可命名为毛
尖。毛泽东”。因为信件不慎丢失，这件事也成为在民间
流传甚广却无法定论的悬案。2001年5月，当地政府悬赏
100万元寻找毛主席的亲笔信件，至今毫无音信。

毛主席平生就命名了“都匀毛尖”这一种茶，老人家
晓得这茶来自他的战友邓恩铭家乡。1921年的那个夏天，
毛泽东、邓恩铭等人在上海共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
东来自长沙，邓恩铭来自济南。短短的九年之后，邓恩铭
就被杀害。睹物思人，毛泽东提笔而作，也是人之常情。

世间万物，最可宝贵的财富是人，最可触动人的灵
魂的也是人本身。从荔波回来，我带回了当地同仁送给
我的都匀毛尖，却一直不舍得喝。便去寻找邓恩铭在济
南的足迹，很少很少，五龙潭公园里有一座邓恩铭和王
尽美并肩而立的塑像，再就是英雄山革命烈士公园的邓
恩铭墓。这位人生只有30年的革命俊才，其生命分为两
段，一半在家乡荔波，另一半则在齐鲁大地，而且把自己
宝贵的生命留给了他为之奋斗的山东人民。在荔波，邓
恩铭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县城唯一的一座广场
被命名为“邓恩铭广场”，每天无数的荔波人民在广场休
闲娱乐，享受幸福生活带来的滋润。邓恩铭烈士故居作
为免费开放纪念馆，吸引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
缅怀这位水族英雄俊才的伟业。我把几十位来自全国各
地的同行者都带到了邓恩铭烈士故居，本来定好的半小
时参观时间，大家一直看了一个多小时。中午，我又利用
吃饭的时间，自己来到邓恩铭广场，在淅淅沥沥的小雨
中，鞠躬致意。

济南甚或齐鲁大地，有无数仁人志士曾经在这里
留下自己的足迹，他们为这块古老的土地繁荣昌盛，
立下功绩。我们应该记住他们，他们也应该在这里有
一席之地。我一直在呼吁为“南茶北引”立碑纪念，在
大拆大建的当下，人们的记忆是十分有限的。20世纪50

年代初，毛泽东主席
访问苏联，带去了一
个车皮的山东大葱，
类似这样的历史故
事，还有多少人知道？
但这样的故事是要刻
石立碑传世的。

神奇迷人的《红高粱家族》

莫言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红
高粱家族”，不仅是莫言最具代表性、象
征性的作品，而且是莫言最优秀最出
彩的作品，堪称当代文学史上划时代
的史诗精品。

从故事层面上看，“红高粱家族”讲
述的是“我”的祖先在抗战时期上演的
一幕幕敢活敢死敢爱敢恨的轰轰烈烈
英勇悲壮的舞剧———“我”的爷爷、奶
奶、父亲、姑姑等先辈们，在赢得一次次
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的胜利的同
时，也收获了让我们这些子孙后代愧
叹不如的传奇爱情。

从审美层面上看，在这个极为独特
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里，超出中国
传统文化冲淡、平和、雅静、悠远等审美
常规的异质之美，以排山倒海之势覆盖
了一切——— 这里的土地是燃烧着愤火
的狂暴的海洋，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
切博战，都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残酷和原
始性的野蛮，生存在这方水土中的人们，
大都敞开着一种自由放纵的原朴生命
形态、挥洒着火山暴突一泻千里的激情，
甚至连这里的自然景物，也都散溢出一
种浑莽粗犷的野性气息……正是这种
充盈的生命元气和强力，构成了莫言“红
高粱家族”小说生命意识的个性表现形
态，引领我们以整个身心去一次次欣然
呼应这个世界中灿烂喧闹着的一切生
命律动，进而去激情拥抱这一段段布满
创作主体奇思狂想的“历史真实”，去把
握和领悟莫言由此种历史感悟所标示
出的一种文化的审美的深刻独特性。

新历史主义之作《檀香刑》

这既是一部汪洋恣肆、激情迸射
的新历史主义之作，又是一部借刑场
为舞台、以施刑为高潮的现代寓言体
戏剧。它充分展示了作者内心深处非
凡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独创
性，张扬了作者长期所崇尚的那种生
命内在的强悍美、悲壮美。

这部小说累计叙述了六次行刑过
程，演绎了“斩首”“腰斩”“阎王闩”“凌
迟五百刀”和“檀香刑”五种不同的刑
术。每种刑术，都以追求残忍的极致境
界为目标，都是为了在实施过程中最
大程度地体现受刑者在肉体和精神上
的双重痛苦。就像女人的裹脚是中国
传统男权变异后的产物一样，这些酷
刑的发明与创造，同样也是封建权力
阶层变态后的自然产物。它以肉体作
为政治权力的演练对象，试图验证皇
权的无限性，实质上却暴露了这种极
权的变异本质。它的特点是回避或者

拖延刑术的真正目的，有效地阻止犯
人的迅速死亡，由摧残犯人的肉体上
升到摧残犯人的精神意志，以人犯在
走向死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各非
理性的、残忍而乖张的状态作为目的，
使刑术从法律意义演变为“看戏”的意
义。莫言对这些刑术的刻画与描述，实
质上是借助反讽手段，对清朝政府疯
狂的非人道、残忍性的专制权力和病
态的历史文明进行全面质疑与否定。

《檀香刑》在某种意义上是写生与
死的极端情境，它对死亡、酷刑、虐杀、
屠戮的极致化呈露，无疑增加或丰富
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复杂性。然而写着
写着，作者似乎陷入了对“杀人艺术”的
赏玩之中，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
剐的酷刑天地中，在施虐与受虐的快
感中无法自拔，情不自禁地为暴力的
登峰造极而喝彩。刽子手的戾气和酷
刑的血气肆无忌惮地流淌在字里行
间，读来每每令读者毛骨悚然，这反而
削弱了作品反讽与批判的深度。

中国式的荒诞与魔幻小

说《生死疲劳》

这是莫言的又一部重要长篇，主题
宏大深邃，有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表现
形式奇特而智慧，在美学上达到的高度
令人赞叹。小说面对的是建国以来50年
中国农村的政治运动、历史变迁和农民
的命运起伏，跨度大，评价难，若用常规
写法几乎无法处理。但莫言出奇制胜，借
用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让主人公西门
闹，作为一个心地善良、为人厚道的“地
主”被枪毙后，转生为驴、牛、猪、狗、猴、
大头婴儿蓝千岁，穿行于阴间与阳世，见
证了世道人心和社会变化。

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对中国的乡
土社会投射了多向度的思索，既反思
了历史意志对个人意愿的强制性剥

夺，又还原了个人信念对历史秩序的
顽强抵抗，同时还表现了土地与农民
之间那种割之不去又守之不甘的情感
纠结。从艺术上看，这部小说是向中国
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
统致敬的巨制。飞落天外的想象力引
领着光怪陆离的变形、夸张、荒诞等感
觉碎片描写随处飘扬，创造力的发挥、
象征性的场景、诗性的段落、精致的技
巧，均达到了一种随心所欲自由自在
的极致境界，撑起了这座吊诡奇幻而
又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
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

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的《蛙》

这部小说从时代隐秘的黑色瞳孔
里抓涉到沉沉黑夜的悠长叹息，以一位
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串联起中国特
殊生育制度与民间道德伦理近一个甲
子的博弈，讲述了一幕幕生命与生殖互
谬相长的荒诞悲剧，也揭示了当代中国
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不仅
建构了一个之于特定时代的隐喻，也完
成了一次人性的自审和生命的救赎。

小说在艺术层面承续着莫言一以
贯之的探索创新。从作品反映的对象
来看，它应属于现实主义题材，但其表
现方式却是充分或者说彻底意象化
的。且不说以“蛙”命名的作品题目本身
就是一个象征能指(蛙是象征胎儿、生
育的小说主体意象)，就看书中其他人
物也大都具有隐喻意义，如袁腮、王肝、
郝大手、肖下唇、陈鼻等村里人都是直
接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的(是生
育的一种隐喻)，甚至连人物之间的关
系和情节的铺展推进也处处渗透着隐
喻意味，折射出神秘、虚幻的色彩。

从艺术角度来看，小说进行了将
书信、元小说叙事和话剧杂糅一体的
形式创新，以一种跨文体的新异表意
策略，丰富了文本中叙述者的声音。而
书信的隐秘、朴素、自由与戏剧的开放、
先锋、规整的对比糅杂，又形成了一种
有意味的参照，有效强化了文本叙述
的弹性与张力，丰富了小说超文本、跨
文本言说方式的可能。

作为中国先锋文学最杰出的代
表，莫言是一个具有魔幻诡奇的艺术
才情和飞落天外的艺术想象力，以及
永不倦怠的先锋探索艺术精神和恢弘
雄厚的艺术势力的优秀作家。他的作
品既暴躁凌厉又沉厚绵软，既远兜远
转旁敲侧击又开门见山鞭辟入里，将
许多本不协调的审美元素奇妙地杂糅
一体且浑然天成，使人读得忘乎所以
若醉若迷。且让我们期待他更多优秀
小说的问世。

大众文艺讲堂是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主办，省图书馆、省广播电视台
公共频道承办的大型系列公益讲座。6月7日，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掖平做客大众文艺讲堂，与大家一起分享“莫言小说赏析”。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 .com

别样孝道“秀”老妈【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孙雪梅

老妈今年九十有二，满头银发，精神
矍铄，天天一副乐呵呵的模样，小区里的
人都说她天生乐天派，殊不知，快乐的老
妈是被子女们“秀”出来的。

老妈一生坎坷，三岁父母双亡，4岁就
在天津登台演出。老妈天生一副唱京韵大
鼓的好嗓子，靠微薄的收入与只有两岁的
妹妹相依为命。嫁到济南后，白手起家，一
边靠在晨光茶社演出维持生计，一边辛劳
地抚养着一群儿女，其中的心酸，唯有老
妈自己体会最深。老妈一生育有7个子女，
分别居住在5个省市，进入高龄后，这些远
离故土的“心头肉”成了老妈最大的牵
挂，而身在外地的子女们也因无法在老
人身边尽孝而深深自责。几年前老妈因
轻微脑血栓导致思维有所损伤，有些事
情已无从回忆，但对子女们的记忆却愈
发清晰。那段时间，老妈每天都自言自
语地念叨着孩子们的往事，不时地发出
叹息声，精神每况愈下，饭量也大不如
从前。

作为守在身边的女儿，我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如何才能让老妈走出这种情感
困境？我试着用了很多办法来转移她的注

意力，效果并不明显。正当无计可施时，一
则新闻报道启发了我。报道上称，当今网
络时代是一个“秀”个性的时代，秀自己、
秀孩子、秀宠物、秀美食……所谓“秀”，就
是把每天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通过
网络、手机等发送给好友共享。“何不‘秀’
一下老妈呢？”我突发奇想。通过照片或视
频让老妈和子女们互动起来，既满足兄弟
姐妹们孝顺老妈的心愿，也减轻老妈对孩
子们的牵挂。我把创意和兄弟姐妹们一
说，大家拍手称赞。
说干就干。先从购买设备入手，更新

了电脑，办理了宽带网线，安装了摄像
头，购买了智能手机。儿子是个孝顺孩
子，主动来帮助我，我用最笨的方法把每
一步操作过程都记在笔记本上，然后对照
操作。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月的
摸索，我逐渐掌握了QQ、微信等使用方
法，并发动亲朋好友建立了亲友群。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该是老妈这位
“主角”出场了。老妈并不知道QQ、微信，
但告诉她孩子们能随时看到她时，老妈很
是配合。每天都要穿着干净，打扮利索，乐
呵呵地露出慈祥的笑容让我们给她拍照。

我们一家三口还约定，每天把老妈回忆起
的事、说过的话，整理后发到亲友群上，亲
友们则积极互动，主动给老妈“汇报”工
作，若是谁家有结婚生子、考学就业等喜
事，都要在群里大书特书一番，让老妈分
享全家的快乐。

慢慢地，老妈迷恋上了这种新兴的玩
意儿，有时还主动要求给她拍照、摄像。有
一天，我试着弹琴伴奏，老妈居然完整地
唱出一段《重整河山待后生》，唱词丝毫不
错，令亲朋好友大吃一惊。

有一网友这样留言：有妈真好，无论
你身在何方，总有一颗牵挂和祝福的心与
你相随相伴。我想说，老妈的健康快乐是
我们为儿女者最大的福分。为了这份福
分，我要把老妈一直“秀”下去。

征文投稿邮箱：qlwbxiaoxin@163 .com

【问茶齐鲁之三十四】

恩重永铭
□许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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