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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沈从文先生逝世三
十周年。近读《湘行散记》，书中
诗一般的语言，对故乡风土人
情浓浓的眷恋，对湘西世界情
有独钟的描画，不禁勾起我对
先生深深的缅怀。

全书由经典散文集《湘行
散记》《湘行书简》构成。《湘行
散记》真实记载了沈从文回乡
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
悟，在带给我们一个纯净、恬美
的湘西世界的同时，也以优美
独特的文笔，表达了作家对美
好人生的向往和对生命的不倦
思考。该书是一部蓄满恋乡情
结的乡土之作，随着作家深情
的描绘和坦诚的表白，大师恬
静从容的心灵世界跃然纸上。
1934年初，沈从文接到其母病
重的电报，于是从北平出发，几
经辗转，终到故乡凤凰。一路
上，故乡的青山绿水相映成画，
朴实敦厚的风土人情袅袅萦
怀，撩拨着他的乡情，让他尘封
多年的有关家乡的记忆一下变
得鲜活起来。作家以沿途见闻
为线索，一方面叙述现实的人
与事，一方面将湘西历史地理
等地域文化穿插其间，清新的
描绘，淡淡的抒怀，充分体现出
作家近乡情怯的故园情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
从文历来有着“乡土文学之父”
的美誉。他擅长讲述湘西流域
的故事，描绘故园的人们传奇
般的苦乐人生。无论是操着乡
间俚语的水手，还是多情的吊
脚楼女人，抑或是老成持重的
矿工、邀功心切的军官，在沈从
文的笔下，无不散发着澄澈、剔
透的人性之美。沈从文创造性
地把抒情诗、散文、游记各类体
裁糅进小说里，以诗意盎然的
笔调去写人叙事，映射社会百
态。在《湘行散记》中，他的这种
创作风格更是得到了无以复加
的体现。虽然大部分章节都是
写家乡的风貌和轶事，但他绝
不满足于把这些事简单加以罗
列、堆砌，而是用他灵动鲜活的
文字，以散文的笔调、诗歌的意
境、游记的率性，恬淡自如地讲
述着一桩桩旧闻趣事。沈从文
无疑开创了一种波澜不惊地记
事叙人的讲古风格。让人叹服
的是，作家在讲述这一切时，不
是以离奇的故事情节取胜，而
是用静美绮丽的文字、细腻的
心理刻画、情不自禁的情感抒
发，把现实与梦幻、山水与人生
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达到
了一种亦真亦幻、亦画亦诗的
绝美之境。

《湘行散记》虽然写的都是
作家记忆中的家乡河流和两岸
的秀丽风光以及挣扎在这片土
地上的社会底层的人物命运。
但他无论写人写景，往往寥寥
几笔，就能点出其中的意味和
神韵。他是用一颗仁厚的赤子
之心来看待和描写这片土地上
的一切，生命的尊严，人性的朴
厚，人情的纯美，在他的笔下，
都带着一种温润和宽厚。他用
自己的如椽之笔，深沉地描画
着湘西、颂扬着湘西，他用文学
赞颂故土的一切，用平民的视
角探索故土人民生命的形态。

《湘行书简》则是沈从文返
乡途中与妻子张兆和的来往信
札，字里行间流露着作家对妻
子浓浓的思念与爱恋。沈从文
把这种情感与说乡情道乡事紧
密联系起来，不但有情与情的
交集，更有对故园绵延不绝的
痴恋，既朴实又亲切动人。

流淌在故园的乡愁，散发
在鸿雁书信里的爱恋，被沈从
文细腻传神地绘就了一幅别具
风味的湘情湘景图。时至今日，
那清新婉约的文字魅力，那纯
朴隽永的思想张力，依然鲜活
着我们的记忆，并成为这个时
代难以磨灭的文学印记。

“乡愁”文化为何引共鸣

□星文

余光中的一首《乡愁》曾经
打动无数读者，除了诗歌的文字
魅力之外，也验证了“乡愁”情结
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大概正
是因为契合了现代人内心深处
无法割舍的乡愁情结，近年来，
荧屏上的一股“乡愁”风愈刮愈
盛，也打破了电视综艺节目长久
以来被明星、娱乐霸屏的格局。

何谓“乡愁”？从个人的角度
来说，就是对故国、故园、故人的
思念、回忆，是对故乡一草一木
的顾盼、眷恋，是蕴含在其中的
厚重人文、积淀在其中的历史岁
月，是故乡土地留给自己的爱与
恨的记忆。乡愁其实也是一段厚
重的历史、一种深深的情怀，乡
愁文化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民
族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

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
州、刘震云的延津、阿来的嘉绒
藏区、迟子建的东北、毕飞宇的
苏北……6月8日起在央视纪录
频道播出的纪录片《文学的故
乡》，跟随作家们回到故乡，还原
他们的童年往事和创作历程，实
际上也是在讲述作家们的乡愁，
同时让观者从中反观自己的故
乡与乡愁；大兴安岭的驯鹿村、
新疆最西北喀纳斯的禾木村、云
南普洱澜沧县的老达保村、福建
闽东海边的东壁村……以存档
东方村落为出发点的纪录片《了
不起的村落》目前已推出第二
季，播出后勾起了不少人的乡
愁；央视推出的纪录片《记住乡
愁》迄今已播出到第四季，收视
热度不减，而且观众的参与度很

高，有网友有感而发，对一些古
镇进行过度商业开发的现象进
行吐槽，相关微信话题榜排名也
一路飙升，该节目还进入一些中
小学校，被老师当成教材，化成
一堂堂“微型历史文化课”。近年
来，像这样能唤起人们那份浓郁
乡愁的电视节目还有不少，如

《绿水青山看中国》《舌尖上的中
国》《味道中国》《本草中国》《二
十四节气》《伟大的一餐》《餐桌
背后的中国》《传家》等，都不同
程度地拨动了观众的心弦，有的
还掀起了荧屏收视热潮。

为什么“乡愁”能成为电视
观众追捧的热点，特别是能让生
活在城市中的年轻观众有所共
鸣？这一点，值得那些仍然热爱
追捧明星与低龄化娱乐节目的
电视人、文化人思考。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让
千千万万古村落根植在中华大
地上，成为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村落里留存着家族的祠堂、世代
相传的祖居、槐树下的千年古
井，遗存着祖辈们在劳动和生活
中产生的对忧乐、生死、婚配、祖
先、自然、天地的敬畏与态度，遗
存着大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更留存着一代代人
生于斯长于斯的童年记忆和乡
愁根系。随着社会转型加快，特
别是城市化、城镇化推进，人口
加剧流动，因为工作的关系，很
多人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才能
回家与一家老少团聚。虽然很多
人的工作地点已经变成了他的
第二故乡，但时间越长，却越能
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牵挂。

与此同时，城市文化的五光

十色、社会文化的扑朔迷离、外
来文化的交织叠加，让人们认识
文化的视野更广、更宽，也对乡
愁文化带来了挑战。有的地方对
自己的乡愁文化快要忘却，有些
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仅作为表
演、旅游之用。有些村庄仅余留
守儿童、空巢老人，有些地方原
生态面貌彻底改变，文化遗产传
承青黄不接。但事实上，乡愁早
已内化为我们的情感密码、文化
密码，成为我们的一种生命的惯
性行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
个“乡愁”中的故乡。如若失去了
这个精神故乡，我们就会像流水
浮萍一样失去一切，摒弃了乡愁
文化谈文化、看文化，未免显得
苍白无力。可以说，讲述“乡愁”
的电视节目正是击中了我们内
心最深处的这种需求，牵引着远
离故乡的人通过荧屏去寻找精
神故乡，同时也最大限度地留存
住即将消逝的乡愁文化。

大众传媒产业景象繁华、
规则残酷，但凡一个电视栏目
都有它的生命周期，长久与否，
兴衰与否，其根本在于节目内
容。“乡愁”文化类节目受到欢
迎就足以说明，电视节目作为
一种文化产品，唯有贴近生活、
贴近心灵、贴近大地，既追求

“有意思”，更追求“有意义”，才
能收获更大的社会效益。大江
大海、山林田野，是亿万中国人
记忆开始的地方，孕育了现代
中国无法割舍的精神原乡。融
入乡土元素，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打破“明星叙事”，是电视节
目特别是综艺节目走出“创意
危机”的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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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伪科学，
可每个人都看到了真实的自己
□独孤

截至写作本文
之时，国产电影《超
时空同居》不仅连续
八天登顶中国内地
票房单日冠军，将引
进片《复仇者联盟3》
与《星战外传：游侠
索罗》甩在身后，成
为近来国产片的一
匹出人意料的大黑
马，也让人看到国产
小成本爱情电影的
最新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即来
自都市爱情类型电影自身的话
题延伸、明星效应以及对当代都
市人群的共情程度，体现在《超
时空同居》中，则又加上了对于
科幻类型要素的短暂挪用。

影片中，分别住在1999年及
2018年同一间上海老式旧屋中
的公司职员陆鸣与珠宝店导购
姑娘谷小焦，因为一次时空连
通的技术误操作而出现在了同
一个空间中，他们共处的是两
边如同镜像的新旧房间，以及
连在一起、但从不同方向打开
分别是1999年及2018年外景的
门。对时年25岁的陆鸣与32岁的
谷小焦来说，如何正确面对眼
前这个来自未来/过去的同居
房客以及他们各自所负载的年
代，构成了剧情发展的主线。

超时空相遇的设定，从影片
的类型设定本身来说，对剧作本
身张力的拓展有相当大的能量
支撑。无论是过去的人走到未来
见到新世界，抑或现在的人回到
过去看自己的年少时光，影片给
出的基本设定是自己不能够碰

上不同时代的自己，一旦试图这
样做，便会招致天崩地裂。应该
说，这一科幻设定的理论基础在
片中没有得到足够清晰的表
述，导致最后的逆转看上去很
突兀，但它的存在直接导致了
现在的陆鸣试图修正作为闯入
者的过去的自己所作出的举
动，来维持现实的历史不被改
变。这成为影片中后段的叙事
主线，在陆、谷二人套路化的相
爱之外，他们如何与自己战斗，
也成为现实的焦点。

而真正支撑该片成为票房
黑马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伪
科学的设定如何在剧作的时空
情境里大做文章，电影自身并未
陷入猎奇的想象景观，相反，更
趋坚定地以一种正向的原初情
感来打动观众。片中男女主角相
互串到对方的时代，在世纪末的
街头骑单车，到现时刻的酒吧
一醉方休，包括陆鸣冒充谷小
焦男友赴宴造成的喜剧效果，
皆不断带给观众一种“昨日之
事不可留”的悲喜交加以及对
原真的质朴情感的留恋。

事实上，这种叙
事正是《超时空同居》
借以动人的基础。这
其中的质朴一面，也
许恰恰是时下电影市
场 (尤其是高票房商
业片)所普遍缺乏的，
即真正着眼于真实存
在的现实中国人或
事，从大众情感出发
结构出一部商业类型
片的吸引力。前几年
同样以黑马之姿出现
的《失恋33天》《北京

遇上西雅图》等作品，已经身体
力行展示了由普通人生命经验
的细微之处捕捉别开生面景观
的努力。他们属于“正常”的中小
成本商业制作，同时亦在既有的
框架内，试图寻找与当代人情感
有共鸣的思想资源与体验。

从商业角度，《超时空同
居》固然是精打细算地迎合观
众；由工业角度，这部电影其实
是成熟技艺的一个范本，让人
信服且有幸福感地乍悲乍喜，
不是随便凑几个段子就可以做
到的。而这类算不上大制作或
具备“经典”价值、但在中国电影
当下的作品整体序列中属于“正
常”的影片，其对电影工业的积
极意义其实比市场意义要重要
得多——— 一个真正成熟的电影
生产体系中，各方面水准都到位
且能够准确揣摩观众心理的作
品其实应该成为常态。这不仅仅
指影片创造了怎样可供模仿复
制的类型或模式，事实上，是对
待创作的观念决定了影片的质
量，进而影响到其市场表现，而
非反其道而行。

︻
观
影
笔
记
︼


	E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