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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凡凡的的世世界界》》的的不不平平凡凡

小日子

□晓梦

朋友搬了新家 ,喊我去小坐 ,特
意提前交代,别见笑,不过是蜗居。

这是一个老小区,没有电梯。爬
到五楼 ,本已气喘吁吁 ,却遇见门口
处的彩条地垫绚烂而惹眼 ,所有的
心情走到这里一下子就敞亮了。推
开门,一股子扑鼻的炖肉香,八角、茴
香、肉蔻一起熬煮,都是些暖人心扉
的味道。她笑笑 :“一会儿就在这儿
吃 ,很简单 ,土豆炖肉下饭。”我猛吸
鼻翼 ,再没有比这美味更能满足口
欲了。

迫不及待地四处参观 ,房子不
大 ,只有两居室,没有落地阳台,窗外
也无山色海景；装修没风格,也不豪
华 ,只不过简单地粉刷修饰 ,添置了
必要的家居用品,可每一个细节、每
一个角落无不饱含着主人热爱生活
的小心思,处处溢满温馨。

沙发巾是朋友出差云南带回的
土布 ,色彩艳丽的几何图案恰如门
口地垫的延伸 ,好心情顺着你的目
光停在沙发上。客厅墙上三幅工艺
画 ,都是她和女儿共同完成的手工
作业 ,树叶标本画、贴布画、铅笔屑
画,生动有趣,浑然天成,镶在框子里,

就是打开童真的窗口。
阳台更是别出心裁 ,顶部的吊

顶镶嵌着几大块水银玻璃 ,有墙的
那面挂着参差不齐的多肉盆栽和吊
兰、绿萝,阳台一角是张木几和一把
摇椅。仰头望去,不知道是人在镜里,

还是镜在脚底。

趁着饭菜没熟 ,我窝在她家宽
宽的沙发上看书 ,因为电视的背景
墙就是一面书柜 ,电视无非是其中
的一本大书。

午饭是白饭配土豆炖肉、韭菜
炒豆腐干 ,她拆开一瓶西红柿辣酱 ,

端了一小碟芹菜煮花生 ,全部是手
工独家制作,再没有比这可口了。

她和丈夫都是工薪阶层 ,尚没
有能力买车 ,生活并无名牌 ,女儿上
的不是名校。可是他们之间随时会
心的微笑、干净舒适的小家,时时刻
刻透着一种小日子的甜美。她说 :

“饥能食 ,冷有衣 ,睡有屋 ,就是幸福
了。何况我们还有稳定的工作,家人
能相互体谅关怀,小日子足矣。”

小区门口有家菜店 ,老板是一
对外地来的年轻夫妻 ,男主人清晨
就去进菜 ,女主人要照顾两个孩子 ,

紧张而忙碌。可是这家不像其他店
铺 ,一股子烂菜叶的味道 ,人一多就
无从下脚,而总是保持干净整洁。菜
店明确划分开蔬菜区、肉蛋小菜区、
调料区,货物摆放疏密有致、有条不
紊,便于挑选。一大早进菜回来俩人
就迅速开始分拣,不但烂叶、泥土全
部清掉,而且小葱、韭菜等菜品还要
择掉外皮 ,茄子、西红柿、西葫芦都
被仔细擦拭 ,所有蔬菜光鲜亮丽地
躺在蔬菜筐里,由不得你不喜欢。

去买菜 ,人不多的话 ,小两口就
会和你有一搭没一搭说几句。情人
节那天去买菜 ,我看见收银的桌边
放着一枝玫瑰,不禁问道:“大妹子收
到玫瑰了啊!”女老板的脸顿时飞上
了红云 ,羞涩地笑了 :“咱也浪漫一
回。起初我说买玫瑰,他差点要送我
一朵西兰花。”

所有买菜的人都跟着笑起来 ,

忽然觉得这日子格外细腻快乐。
其实 ,人生最快活之事 ,不在于

惊天动地 ,不在于波澜壮阔 ,平常之
人 ,莫过于过着自己舒心安逸的小
日子,安安静静,自在淡然。

□肖复兴

这样一部努力了却依然
不尽如人意的电视剧 ,为什么
依然会引得上下两代人的关
注和热议 ?这是一种很有意
思的文化现象。除了人们对
于好的艺术作品的怀念与期
盼因素之外 ,在我看来 ,是人
们会在电视剧这面镜子中看
到自己。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播
出后,颇引热议。隆重的讨论会
上一边倒的盛赞 ,坊间鲜花与
板砖齐飞的众口难调 ,是目前
电视剧播出后很少见到的现
象。对于这部电视剧彼此各异
的立场 ,不仅可以看到如今艺
术审美的功利之心和价值系
统的倾斜 ,也可看到如今我们
好的艺术作品确实少的尴尬
和渴求以及从民间到官方的
投入。

说心里话 ,我看这部电视
剧,心情很复杂。对比路遥的小
说 ,两种文本的交错中间,夹杂
着近三十年世态人心以及文
学艺术观念的变化 ,让一部电
视剧成了一面多棱镜 ,呈现出
超出电视剧自身的多重镜像。
这些镜像中 ,既有三十年前也
有三十年后的我们自己。应该
说 ,这是这部电视剧意外的也
是最大的收获。想想前不久同
样写农民的电视剧《老农民》,

那种完全依托历史教科书的
艺术演绎 ,是较难拥有这样的
艺术与人生、历史与现实的多
重效果的。

三十年后,重新审视小说,

其最大的特点 ,是以朴素而执
著、坚定而厚实的写实笔墨,刻
画了一个动荡变革的时代中 ,

处于农村最底层的普通人的
颠簸、磨难、挣扎 ,迷茫中的无
奈、不甘和期望。坚实的生活
和在现实中奋争的追求发乎
于心的真诚 ,是其最重要的两
翼 ,方才使这部小说在三十年
后没有成为标本 ,而还能够在
我们的头顶飞翔。同时,小说的
气魄很大 ,梦想构造那个时代
以农村为轴心而辐射开来的

全景世界。其小说名《平凡的
世界》中的世界,不仅是平凡的
连缀 ,更是平凡通达并占领的
天地。

但是 ,在塑造人物的写作
法则上 ,这部小说并非人们所
称赞的那样 ,是经典的现实主
义 ,而因其理想的振翅,有着浪
漫的色彩。正因为并非地道的
现实主义 ,小说中的两位主要
人物少平和少安身上 ,明显可
以看到柳青和俄苏文学的影
子 ,理想化的色彩涂抹在苍凉
的黄土高原上。特别是少平,有
着浓重的保尔·柯察金的性格
发展逻辑 ,而与他相恋的晓霞
则是冬妮娅的变体 ,其处处指
导少平闯世界的高瞻远瞩 ,则
有几分《青春之歌》里林道静
的引路人林红、江华等人的姿
态。他们所共有的概念化倾向
是极其明显的。

在小说中,关于女人的形象,

不仅晓霞,出现的不少女人,包括
后来爱恋少平的秀儿、不要彩
礼的少安媳妇秀莲,对少安兄弟
的爱情都是如此一厢情愿地倾
斜,她们不是当官的孩子,就是有
文化的大学生,但在少安兄弟面
前,她们都是心甘情愿、毫无理
由地倒贴的痴情者。这样的对
于女性的想象,其实只是路遥的
主观想象而已。

这样主观的想象 ,还表现
在对于历史的描述 ,历史进程
完全吻合农民的要求 ,这样的
以后来的目光关照历史的态
度 ,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而
是和电视剧《老农民》为一种
创作路数,只不过一浅一深。

如果我们客观看待路遥
的这部小说,再来看电视剧,便
会容易看明白其长处与短处 ,

也可以看出编导者的良苦用
心和当代影视难以逾越的短
板。

客观讲 ,电视剧以朴实的
叙事策略和演员尽职的表演 ,

忠诚完成并尽可能挖掘了小
说中朴素生活和美好理想这
两大长处。但是,却没有完成路
遥对世界宏大叙事和占领的
梦想。这方面的责任,不能完全

怪电视剧的编导 ,因为在小说
中也没有能够完成路遥原本
对世界之梦的实现。他实在去
世得过早。

更重要的是 ,电视剧对小
说塑造人物方面的弱处没有
警觉地节制、修正和弥补,相反
进 行 了 放
大 , 沿 着 这
样 的 轨 道 ,

极其舒服地
滑向更远。
还是说少平
与 少 安 , 概
念化得到进
一 步 的 彰
显。如果说
少平怀揣一
本书闯荡世
界 的 梦 , 多
少还有那个
时 代 的 影
子 ,但是 ,小
说中的少平
并不只是一
个唱励志歌
的 游 吟 诗
人 ,电视剧对少平和晓霞大段
背诵纳吉宾小说的情节故意
渲染 ,并添加下雨的戏剧情境,

则更像学生拙劣的舞台剧。升
为主角的少安 ,则集万千苦难
与传统品德于一身 ,有些像是
以前《金光大道》里的“高大
全”了。将本是福堂炸山造平
原学大寨的“左”的举动移花
接木到少安身上 ,让本不在现
场的少安出现在抢水豁坝的
危急时刻 ,并以极端戏剧性的
场面强化在少安身上 ,都可以
看出编导者不仅认同小说的
弱处 ,还觉得不过瘾,方才如此
不惜画蛇添足也要拼命加戏
于一人身上。

尽管比肆意编织情节的
《红高粱》的改编要好得多 ,但
是 ,这些编戏的策略已经成为
如今电视剧难以根治的病根 ,

那便是不是从原著出发 ,更不
是从人物出发 ,而只是从吸引
观众眼球出发。应该说,这是这
部电视剧最大的败笔。如果小
说的局限是历史的局限 ,那么

电视剧的局限则是如今我们
艺术与思想的双重问题的症
结。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于生活
与艺术的认知水准与态度 ,恐
怕还未及路遥。因为我们没有
表现出改进和超越路遥历史
局限的能力,相反,在扩大这种

局 限 , 轻 车
熟路地沿着
这种局限在
延伸。

好的影
视作品的改
编 , 没 有 不
对原著进行
删减和增添
的 ,但是 ,那
些删减和增
添 , 最 见 思
想和艺术的
双重功力。
坦 率 地 讲 ,

迫于收视率
的 压 力 , 眼
下对经典进
行改编的电
视剧的整体

水平,不如以前的《四世同堂》、
《围城》甚至《金粉世家》等电
视剧。

这样一部努力了却依然
不尽如人意的电视剧 ,为什么
依然会引得上下两代人的关
注和热议?这是一种很有意思
的文化现象。除了人们对于好
的艺术作品的怀念与期盼的
因素之外 ,在我看来,是人们会
在电视剧这面镜子中看到自
己。今天的年轻人,依然会在少
平和少安的身上看到因为种
种梦想而离开家乡闯荡世界
和因为种种原因而坚守家乡
却更加无奈的我们自己。而对
于与路遥年龄相仿、经历过他
所书写的那段历史的我们这
样一代人而言 ,在这部电视剧
中 ,不仅看到那个时候的我们
自己 ,还看到了那个时候的我
们的文学 :纯真、质朴、幼稚甚
至虚妄,却充满真诚和理想。而
这一切 ,在颜值增加的电视剧
中,却品质变形,甚至远去。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碎碎念

□王佐良

打电报 ,对于今天的人来
说,已经很陌生了,可在我的生
活经历中 ,打电报曾经是必不
可少、也是很难的事情。

在去农村插队之前 ,我只
听说过打电报这回事 ,却不知
道怎么打电报 ,也从来没有打
过电报。插队以后,写信成了与
家里联系的唯一方式 ,因为信
可以到公社去邮寄 ,虽然不知
道投进信筒的信邮递员什么
时候来拿走、什么时候到家,反
正一封信寄出去 ,过个把月收
到回信,那是很正常的。好在农
村的生活节奏很慢,个把月,实
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遇到急事呢?那就要
打电报。公社有电话,但知识青
年是决不能用的,况且,那样老
而又老的摇把子电话 ,能打到
上海吗?那时候上海的里弄和
新村一般有传呼电话 ,所谓传
呼 ,就是一家烟杂店里有一部
收费电话,店主人接到来电,告
知对方是传呼电话 ,让对方的
人说出接电话的人在哪个新
村或弄堂、门牌号码、几零几
室、叫什么名字,店主人上门去
叫人来接。这来回一趟,时间很
长。反正 ,在农村七年 ,我没用
过公社的电话。

有一次 ,我却真遇到了要
打电报的急事。

一天,我路过公社,在街上
遇到公社的刘干事,他告诉我,

你们上海知青、桥头大队的小
汪被招工录取了 ,你叫他赶快
回来 ,到厂里去报到。我一听 ,

简直是十万火急 ,因为小汪正
在上海看病 ,公社又没有邮电
营业点,要打电报,只有翻山越
岭,到邻县黄屯镇的邮电所。

我立刻四处打听小汪的
家庭地址 ,我问和他在同一大
队的知青家驷 ,家驷说只知道
他家在哪条弄堂 ,不知道门牌
号码。一连几天,我向生产队请
了假,到处打听可能知道的人,

都没有结果 ,最后去了岳山大
队 ,才从小蒋那里知道了他家
的详细地址。得到了地址,我赶
紧出发 ,因为已经是星期六的
下午,明天人家邮局不上班,要
是拖到星期一 ,说不定就耽误
了 ,那可是人家天大的事情 !我
翻山越岭地赶了十多里路 ,到
了黄屯镇,找到邮局,要了一张
电报纸 ,因为第一次看到电报
纸复杂的格式 ,填写时有点战
战兢兢。在营业员的责备和涂
涂改改中,填写到第三张才过关:

汪ⅹⅹ接公社通知你已被招工
录取请于ⅹ月ⅹ日之前到县农
机厂报导王佐良。电报的电文
是不能有标点的,文字必须简洁,

意思一目了然,我是一边在山上
走 ,一边脑子里在想怎么拟电
文、怎么写地址、怎么署名……
因为时间紧,也因为心情激动:终
于又有一个知青要离开这里 ,

到工厂去工作了 !我把“报到”
错写成了“报导”。

付了钱,电报发出,我几天来
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长嘘一口气,

我又赶紧回村里去,好几天没上
工啦!接下来的几天,我盼着小汪
回来的消息,天天到邻村的小吴
那里打听,小吴没好气地反问,你
急什么?又不是你招工!

很多天过去了 ,终于等到
小汪回来的消息,见到他,他竟
然闭口不提电报的事 ,我甚是
疑惑,怎么他一点儿也不急呢?

一打听 ,原来他对自己要去的
工厂不满意!天啊!进工厂,是每
一个知青的梦想 ,这样的好事
轮到他 ,他倒摆起架子来了 !小
汪到底是没去那家工厂报到 ,

而是又在队里呆了很长时间 ,

后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 ,到了

巢湖维尼纶厂。不过,更让我意
外的是,几天以后,小吴不见了,

原来,他去了县农机厂。
过了几年,我也进了工厂,

恰好跟小汪在同一个城市。一
天,我在街上碰到小汪,他无精
打采 ,有时一只手不由自主地
捂着肚子 ,说厂里如何如何不
好。我说 ,你们厂还不舒服吗?

建了这么多年还没建成 ,你们
拿着工资闲来荡去……他摇
摇头,叹口气,原来,他又对自己
的工种不满意。

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当年
插友们的消息了 ,不知小汪尚
能饭否?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
学教授、翻译家)

名家言

当当年年打打电电报报的的故故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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