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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小说命名与新时代乡村振兴
——浅谈《岐山有个书房沟》的价值和意义

◎柏相

读罢《岐山有个书房沟》
这本书，于我个人而言，“书
房沟”这三个字便有了三层
意义 ：

一是它是一部长篇小
说，作者是宝鸡作家李巨怀，
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二
是它是一个地名，是宝鸡市
岐山县蔡家坡镇草坡村境内
一条说深不深、说浅也不浅
的黄土沟 ；三是它既是宝鸡
近些年来新兴起的一个文化
现象，也是辐射或关涉新时
代乡村振兴的一项事业。

高建群先生曾说 ：“一
本《书房沟》，半部宝鸡史。”
作为长篇小说的《书房沟》，
它以关中西府贴、王两个家
族几十年悲欢离合、荡气回
肠的命运故事为主线，描绘
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解放
初期西府大地恢宏壮阔的生
活画卷。宝鸡著名的文艺评
论家赵德利教授曾盛赞《书
房沟》是西府“民俗生活的信
仰性心理展示”，是“周秦文
化的民间传承与发展”，是
关中“儒家传统的体认与张
扬”，是“西府民俗与周秦文
化的史诗同构”。陈忠实先生
在世时，也曾如此评价《书房
沟》：是一部“透射出中国人
文观念在民间的深层含义的
好小说”，“演绎着历史风云
变幻的真实印记，繁衍着祖
祖辈辈的传奇故事”。

作为宝鸡一个普通得不

能再普通的黄土沟，书房沟
当年溪泉鸣涧的自然盛景早
已不在，当年为了抵御匪贼
而大肆修建的又高又厚的土
城墙早已不在，当年朝气蓬
勃、熙熙攘攘、晨读夕嬉的少
年学子也早已不在，只有据
说是自西周时就已经矗立在
草坡村西面的那支“神笔”，
还在默默地检视着这方皇天
后土上的盛衰沉浮。

假若不是李巨怀的长篇
小说《书房沟》的问世及其诸
多读者长达十余年的持续关
注，假若不是《岐山有个书房
沟》这本书的编辑出版，书房
沟也许永远只是关中西部一
条寂寂无名的黄土沟，没有
这么多人会在意书房沟里的
龙泉寺，没有这么多人会再
去看那些破破烂烂早已倾圮
得不像样子的窑洞，没有这
么多人会再提起草坡村的扶
轮中学，甚至也没有这么多
人会如此深情地怀念曾两度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张
洁，包括她曾在这里快乐地
生活过的那十余年岁月，甚
至包括曾经改写过中国历史
和宝鸡工业史的抗日战争与
宝鸡工合运动。

如果说是陈忠实成就了
蓝田县的白鹿原，是叶广芩
成就了宁强县的青木川，那
么，无疑也是李巨怀成就了
岐山县的书房沟。正如从宝
鸡走出去的著名作家莫伸所

言 ：“《书房沟》已超越了文
学作品特有的自身意义。”

《岐山有个书房沟》这本
书的价值，从表面上看，虽然
只是长篇小说《书房沟》的评
论文章小辑，虽然只是书房沟
这条黄土沟的文人采风文章
小辑，虽然只是作家张洁的纪
念文章小辑，但是，从岐山县
委宣传部和文旅局的重视程
度与远景规划上来看，从新时
代乡村振兴这个层面上来看，
书房沟，无疑已经具备了一项
继往开来的事业的雏形。

《岐山有个书房沟》，俨
然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更像
是一只号角，吹响了岐山以
及宝鸡乃至宝鸡周边文人学
者的新时代的集结号，吹响

了宝鸡广大作家、艺术家积
极投身新时代乡村振兴建设
的集结号，吹响了宝鸡文化
兴村、文化强民、文化乐民的
新时代的集结号。

从《书房沟》到《岐山有
个书房沟》，“书房沟”不仅仅
是一条黄土沟、一部长篇小
说、一部电影，也不仅仅是宝
鸡值得关注的一个持续了十
余年热度的文化现象，更是
地域性小说命名与新时代宝
鸡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宝鸡
文学、宝鸡文艺与宝鸡文旅
融合的一次有启示性，值得
尝试、探索的文化实践。

（作者系宝鸡市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陕西

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记录时代印迹的佳作
——简评朱百强短篇小说《北京女人》

◎杜茂昌

朱百强发表在《朔方》上
的短篇小说《北京女人》，是
一篇富有年代气息和行业特
质的作品。读完之后，仿佛品
鉴着一壶香醇而浓烈的老
酒，让人欲罢不能。读者在不
经意间跟随作家的笔触，穿
越到上世纪 80 年代的那段
岁月，见到那座矿山和那些
鲜活的人物，好像有一双无
形的大手，抚摸内心深处存
留的时代印记，给人以慰藉。

小说讲述的是青龙山煤
矿采煤班班长赵国庆的女人
要来矿山探亲，好客的矿山
人把这当成了一件大事郑重
对待，区长给赵国庆批了假，
让他安心在家，班里的伙计
们更是热情，张罗着要给赵
国庆的女人来一场别致的欢
迎仪式。原来，赵国庆和他的
女人都是北京知青，北京知
青在铜城矿务局的不少，可
在青龙山煤矿的只有三人，

因此赵国庆在众人眼里更加
稀罕了。北京女人终于到来，
却又和大家想象中的场景不
太一样，甚至大家都没有见
到她，北京女人和赵国庆在
矿山度过了几天快乐时光，
重游了他们的故地，畅想了
他们的未来。然后，北京女人
像一阵风又刮走了，好像她
曾来过，又好像并未来过，留
给矿山的记忆仅是挂在俱乐
部门前的一张夫妻合影。

故事情节貌似简单，但
作家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细
致又丰富、深沉而内敛的。作
者不仅塑造了以赵国庆为
代表的一大批煤矿劳动者
形象，而且在写法上求变求
精，虚实结合，层次递进，生
动地展现了北京女人到矿山
这一事件的滴滴点点和枝枝
蔓蔓，写得饶有意趣，大有看
头，仿佛一下子带我们走进
了赵国庆工作的矿山里。

先说塑造形象，赵国庆
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典型人物，
有血有肉，立体丰满。他是北
京下乡的知青，一人生活在矿
山，生活状态难免懒散些，平
日里邋里邋遢，不甚讲究。当
得知妻子王丽薇要从北京来
探亲，他立马容光焕发，精神
振奋，头梳得顺溜整齐，脸刮
得净光，就连脚上的皮鞋也擦
得锃亮，家里也面貌一新，收
拾得一干二净，被子叠了，灰
尘扫了，窗户擦了，桌子上的
茶盘里摆上了水果糖、瓜子，
甜蜜温馨的家庭氛围跃然而
出。赵国庆是采煤班班长，干
工作踏实，肯卖力气，沉稳自
信，却又沉默寡言，像极了井
田中的一块煤。赵国庆有文艺
梦想，却又不得不投身于现在
的煤矿工作，他有爱情期盼，
却又不得不把思念挂在心头。
赵国庆的言行举止有时是前
后矛盾的，可又是对立统一

的，一个质朴可靠的煤矿工人
形象呼之欲出。

再说写法运用，朱百强
写北京女人到矿山，采取了
实写和虚写两条线来铺陈，
两条线一明一暗，交替进行，
如同编织着一张网，透过凹
凸错落的网格，依稀看见矿
山生活的零星影像，体味一
番那个时代里的珍贵记忆和
人文样貌。

工友们操持欢迎仪式，
这是实写。实写分三个阶段，
一步步循序渐进，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北京女人王丽薇
自始至终没有正面出现一
次，这条线是虚写。尽管是虚
写，但也照样写出了她留给
矿山人与众不同的印象。虚
写同样分三个层次，由表及
里，由浅入深，把王丽薇写得
活灵活现，传神地表现出北
京女人身上所散发出的气质
特点。

小说通篇读下来，像是
看了一部时隔久远的年代
剧。俱乐部门前的照片成了
小说文本的一个最佳注脚，
它是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迹，
见证了那一代人的历程，他
们的喜悦，他们的烦恼，一切
无言尽收其中。各种复杂的
情愫交汇于小说之中，小说
因之更加耐人寻味。

从《髹漆录》开始
◎杜西鹏

几年前，偶然得到一件犀
皮漆工艺的大漆葫芦，被它那
变幻莫测的花纹和温润深邃
的触感所折服，于是萌生了自
己动手做漆器的冲动，从而亲
近流传数千年的大漆髹饰技
艺，并亲身体验传统文化中所
蕴含的智慧与哲理。

因为大漆要无尘操作，我
借了几间闲置的房间做工坊，
搭建了自动加热和加湿的荫
房，只要有时间，便沉浸在与
漆独处的时光里。案头是分为
乾、坤两集的《髹漆录》，刚拿
到手以为是一本明代技术类
的工具书，开卷才发现作者竟
把工艺放在天地大道中去研
究，如此，学习髹漆的过程，也
成了洞见古老东方世界观的
过程。书中佶屈聱牙的词句和
冷僻的典故，我可以从史籍里
寻找答案，可埋藏在行业深处
的古代漆艺技法名词，却如同
天书。于是，我向本地大漆制
作的老艺人登门求教，时间久
了，得到老人口传心授，才算
略窥门径，这样的日子倏忽就
是几年。其间妻子给予了大力
支持，上大学的孩子也帮我查
阅有关资料、购买书籍，我则
把全部闲暇时间都给了大漆。

当自己第一件不起眼的作
品完工后，我做大漆的信心就
更加坚定了。因为在研习大漆
髹饰技艺的过程中，我觉得不
仅仅是学习技法、工艺，更是一
个修身、修心的历程，让我能沉
下心来做事，也能沉下心来面
对一切事。为了读懂髹涂技艺

的文献，我开始自学古文，为了
了解古代器物的造型、纹饰，我
在青铜陶瓷的工艺史，甚至中
国美术史中汲取营养。

我生活的秦岭北麓，自然
资源丰富，也是大漆的主要产
地，漆艺民间艺人深藏其中。古
陈仓受炎帝、周秦文化浸润，文
化底蕴深厚，出土的石鼓、青铜
器、陶器等灿若星河，更是我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
我在制作漆器、修缮器物的过
程中，不断向艺人和民间遗存
的学习，感受传承在渭滨这方
热土上的美好，不经意间就爱
上了宝鸡的文化元素，制作了
饕餮纹茶则、有青铜器铭文的
大漆杯垫、香插等等，让它们既
有大漆的古朴沉稳，又有鲜明
的地域特点，还兼顾实用性，添
了生活意趣。

在髹饰大漆少则十几道、
多则几十道工序的漫长制作
过程中，我学会了琢磨与等
待。少则数月、长则数年的等
待过程，不只是漆料在器物上
的一次次变化和升华，也是我
内心的一次次感悟和提高。当
这种乳白色纯汁液完成最后
一刻的华丽变身，我也从这个
过程中获得了非经时间和实
践才可以发生的成长。这也许
就是工匠精神的意味，不只是
做成一件什么样的器，更是成
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品味美好
◎杨曙斌

我喜欢纪录片的纯粹，
常由着自己的爱好看一些
地理、探索、科学类的内容，
也常被片中广阔天地所吸
引、打动，不仅增广了见闻、
丰富了知识，还声情并茂地
了解到国内外最新的科研
成 果。不 久 前，我 在 央 视 看
到了一部专门反映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系列纪录片，
名叫《第三极》，就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

地球有南北两极，青藏
高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高
原，被称为“世界屋脊”，也有

“地球的第三极”之称。我没
有去过那里，但却对那片神
奇的土地充满了遐想。正是
借着这部纪录片，我才了解
到高原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
他们热爱大自然，与野生动
物和谐相处的诸多故事。

纪录片共有六集，每集一
个主题，通过摄制组的不断
转场，描绘了一个平均海拔
超过 4000 米，高山、峡谷、河
流、草原、森林错落交织的美
丽家园。在那里，开耕节时人
们在田地里一边唱歌一边耕
作；在零下 20 多度的寒风中，
牧者赶着羊过冰面，为的是寻
找丰盛的草地 ；在雅鲁藏布
江畔，门巴人将制作石锅的技
艺代代相传 ；在崖壁采蜜的
夏尔巴人，用勤劳勇敢将大自
然的馈赠送到山外 ；西藏林
周县传统的打阿嘎的场景，展
示了年轻人在劳动中快乐而
又忙碌的场景……一幅幅高
清画面，通过摄影师的镜头徐
徐展开，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
个独特的故事。

在高原上，最大的特点
就是高海拔，这不仅考验着
人们的生存意志，更为重要
的是，人们在用自己的智慧
养育下一代的同时，正用实
际行动守护着家乡的美好。
在遭受狼群袭击后，牧民用
善良，养育被遗弃在草原上
的小狼崽，村民遇到受伤的
黑颈鹤会第一时间帮它养
伤，敏感胆小的旱獭乐于与
人为伴，人们对盘踞在房屋
窗户上的巨大蜂窝也习以为

常……高原上的居民还积极
响应号召，防沙治沙，引水种
树，用 行 动 扮 靓 家 乡，不 断
孕育着新的绿洲。值得一提
的是，我喜欢的歌手许巍为
这部纪录片演唱了同名主题
曲，他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唱
出了这片广袤土地的气质 ：

“心中这一只鹰，在哪里翱
翔，心中这一朵花，它开在那
片草原……”善良，是纪录片
所讲述的高原之上人们的共
有特点，他们热爱大自然，感
恩大自然，并把大自然的馈
赠当作生命中的礼物。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
遥看一千河。在我的办公桌
上，放着一张中国地图，向往
远行的我喜欢探究上面星罗
棋布的城市与山川，祖国的
青藏高原是我心驰神往的地
方。还好，现在的我们是幸福
的，坐在家中就能看到大好
山河的美丽与富饶。我要感
谢摄制组，为我和更多的观
众带来了这样一部人文地理
兼具而又丰富多彩的纪录片，
让我在一饱眼福的同时，身临
其境地感受到生命的伟大和
大自然的神奇。我也仿佛随着
摄影师的脚步，来到珠穆朗玛
峰下，在群山间看到了一条条
宽阔的道路、一个个古老的村
庄、一座座壮美的雪山，仿佛
品尝到了酸甜可口的阿里高
原苹果，喝过余味悠长的青稞
酒，在激动人心的赛马节上一
显身手。

“本以为会见到一个让
我 震 撼、意 想 不 到、全 新 的
东 西，实 际 上，我 恰 恰 看 到
的是一种很熟悉的感觉，这
种熟悉的东西是很永恒的
一 些 东 西。”导 演 曾 海 若 在
片尾时说的话，总让我感慨
深 思。是 啊，我 们 都 在 片 中
见证了美好，正是那永恒的
东西，跨越了时间、空间，带
给人们深沉而持久的感动。
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当中，
我想我要有意识地慢下来、
静下来，发现更多身边的美
好，品味美景、感恩亲友，记
住那一抹挥之不去的乡愁，
体会生命的意义。

书外
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