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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专砚的小说具有浓郁的
乡土气息。乡土文学的发展伴
随着中国现代化转型呈现出阶
段性特征。鲁迅站在启蒙立场
上批判乡村的封闭落后，沈从文
则将乡土视为理想的精神家
园。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
改革开放的进程，农村的政治身
份、社会结构、伦理道德等发生
了巨大变化，乡土文学呈现出复
杂的面貌，有学者称之为“新乡
土文学”。

“乡土文学”之“乡土”，不仅
指乡村、农村，更指“故乡”“故
土”；不仅是一个物理概念、空间
概念，更是一个精神概念，隐含着
写作者的在场。樊专砚的乡土书
写就具有这种特征，他的很多小
说都有原型，所以将其放入新乡
土文学这个大谱系中来观照，也
许可以更好地见出其风貌。

首先，乡土中国现代化
转型阵痛的书写。

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是乡土
小说家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每
个人站的立场、高度、角度不同，
看到的风景也不同。总体来说，
樊专砚在精神上可称之为乡土守
望者，他着重书写的是转型中的
阴影与伤痕，为人们看取这一历
史进程提供了另一面镜子。

在樊专砚的笔下，农民离开
了土地，靠打工生存，但无论在
小城镇抑或大城市，他们都处于
社会的底层，承受着生存和精神
的双重压力，在夹缝中苦苦挣
扎，《卖汗人》《断臂》《一罐鸡汤》
《贼的戒指》从不同角度给予了
表现。

城镇化浪潮冲击着农民的生存状态，“发疯”的故事，
是实写，也是隐喻。《一个人的屠宰场》中，启富从村民变成
了市民，从采用传统杀猪法的祖师爷变成了现代屠宰场上
的优秀员工，大把大把的钞票不仅让他再也听不见猪的惨
叫声，而且还让他心中的恶念伸出了狰狞的头，在善恶的
激烈斗争中，他疯了。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是乡村现代化转型中的突出现
象，樊专砚通过《新床的声音》《哪是罗花城的床》中“床”
的意象给予了表现。前者的“床”联系着生命、亲情、传统
道德、乡村秩序，而这些正在淡化、解体；后者的“床”联系
着生存、梦想、现代伦理，青春期留守少女罗花城强烈地
渴望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却始终不得，她因之而严重扭
曲的心灵——“爸爸妈妈是什么呀，不就是花花的钱吗！”
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对乡土现代化转型的批判必然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
留恋相伴而行。《挂灯的树》中郭老汉深深眷恋着村口那
棵被挖走的挂灯的樟树，《有罪无处说》中村里人再也回
不到那用来自我反省、自我审判的断魂崖了。乡村与都
市、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在樊专砚笔下意味着“总把生命和
神灵都放在心上”与“人的生与死都没有神收管”的对立，
所以郭老汉、古柏青、肖铭、马氏、启富、张开源等人陷入
精神危机中，迷茫焦灼，无所适从。

其次，国民劣根性的温情批判。

樊专砚在书写农民的艰难生存时，也对他们身上的
精神痼疾进行了批判，比如《卖汗人》《选择了郭来宝》中
的半山、爷爷依然秉承着“唯有读书高”的旧思想，《臭肉》
中唐根传宗接代观念不仅顽固而且荒唐，《猪孩》中的吴
以力死要面子，而《卖汗人》中农民何校工的助纣为虐、半
星的奴颜媚骨、《梅婶的眼泪》中梅婶眼泪里包藏着的自
私贪婪，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鲁迅的话——“狮子似的凶
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由于作者对农村、农民的熟悉，所以小说的细节描写
饱满生动，显示了扎根生活进行创作的优势。但是读多了
这类小说，又有一点与时代相隔膜的遥远感。对国民性问
题的思考与表现必须紧贴着时代进行，必须透过它能窥见
更深更广的社会内容，而这才是真正地对启蒙主义文学传
统的延续。就如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中所言，传统
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事物，而是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的变
体链，唯有在“变”中传统才能成其为传统。

再次，绽放短篇小说的文体魅力。

思想的伟大不等于艺术的伟大。从这一点看，樊专
砚是一位有潜力的短篇小说家。

他能很好地把握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以小见
大、见微知著。意象的使用是他的小说一个突出特征，比
如《一罐鸡汤》中的一罐鸡汤、《卖汗人》中半山的水壶、
《断臂》中的断臂、《侧门》中的侧门、《贼的戒指》中的戒
指、《臭肉》中的臭肉。作者用这些意象来贯穿情节始终，
涵纳丰富内容，凝聚核心思想。另外，他能将复杂的故事
集中在一个情景中爆发，显示出较强的编织故事、谋篇布
局的能力，比如《臭肉》在唐菊草回家看望临死的父亲唐
根这一个线上织进了很多事件，如果延展开来，就是一部
长篇。

樊专砚对人物心理的描写精细入微。《新床的声音》
着重描写了马氏的恐惧心理，但这只能算是练笔，因为它
的主题比较单一，《侧门》较之更胜一筹。李仕民从癫伢
身上看到了自己，所以他同情他，不断地在内心重复他的

“千元计划”；另一方面，他又从比他活得更差的癫伢身上
获得满足感，“生成很多干活的力气”，所以他每天在凌晨
两点将侧门开启一道缝去观察熟睡于地的癫伢。作者对
处于镜像关系的这两个人物心理的描写不仅细腻真切，
而且具有人性的深度。

樊专砚立足他的生活实践进行创作，从他的文字里能
读出泥土似的质朴醇厚，这是他的优势，也是一种可贵的写
作精神。他爱着土地，也爱着他的人物，但又似乎有点爱得
太深了，以至于在情感上不忍离开，也不敢离开，这可能会
影响思考问题的深度、广度以及向着更具有张力的审美形
象进军的脚步。樊专砚说“写作就像开花”，古人云“欲求木
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木长花开，营养都必须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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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猫传】
评分：

过目难忘的玄幻古装片！华丽盛唐，白居易
和日本高僧，在妖猫的指引下，一步步解密杨贵
妃的死因。影片前半部分悬念迭起，后半部分层
层解密。虽然有大量玄幻的成分，但剧情连贯合
理，节奏舒服。

该片视觉特效堪称国内一流，尤其是对盛
唐美景和贵妃美颜的刻画，充分满足了观众内
心的想象。有不少影片“毁了经典”“辣了眼
睛”，只有这部电影将笔者心中“世界之都长安”

“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的想象演绎了出来。
虽然剧情有点玄、人物有点散、寓意有点虚，

但该片的光芒太过强烈，完全可以掩盖这些漏
洞。当影片呈现盛唐时期长安城的壮美景象时，
你能听到影院内传来一声声“哇”的赞叹！

总之，这是一部优点非常鲜明，剧情完整、
演技过关、特效惊人，在审美、玄幻上有超高水
准的影片，可看度高。

【缝纫机乐队】
评分：

国内优秀的青春喜剧，精彩程度
超过预期。有笑点，有情怀，有感动，
比大鹏导演的上一部电影《煎饼侠》
高出许多。笔者原以为这是一部“耍
贫嘴”“搞三俗”的国产口水片，没想
到完全不是。影片中注入了编剧对
家乡浓烈的爱、对摇滚无尽的痴，尤
其是几十位前摇滚歌手的客串演出，
让影片看点十足、诚意满满。岳云
鹏、宋小宝的出演，时间不长，恰到好
处，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总之，
这是一部既能让你开怀大笑，又能让
你温暖心窝的好作品，属于这几年国
内难得一见的轻喜剧，适合各年龄段
的观众欣赏。

【追龙】
评分：

根据上世纪70年代真人真事改编的古
惑仔片。导演王晶拍的这部“旧瓶装新酒”
的香港打斗片，缺乏亮点，还是没能给笔者
带来多少惊喜。影片唯一的亮点是甄子丹
的演技，生动刻画了一代毒枭跛豪的形
象。但笔者主要还是想分析一下影片的缺
点：

首先，剪接凌乱。故事断断续续，十分
跳跃。两个人怎么突然成了香港的黑白老
大？又为何突然翻脸无情？最后怎么又突
然身败名裂？影片交代有些简单、过渡显
得生硬；其次，人物性格不突出。刘德华作
为两大主角之一，其性格特征难以总结，他
究竟是八面玲珑的“老油条”，还是只顾赚
钱不顾其他的贪财鬼？笔者看完之后也不
知道，此为该片败笔所在；最后，打斗戏太
多。如今的观众，早已对“纯斗殴、没看点”
的打戏感到腻烦，电影中大量的此类打戏，
看得人哭笑不得……

电影盆盆说

□ 刘 飞

元月12日，冬日放晴，《红草鞋》首演
两场，一票难求！笔者坐在剧场，恍兮惚
兮，江西，居然出现了首部原创舞蹈剧
场！剧场外，寒风袭耳，剧场内，观众屏息
凝神，有激昂，亦有唏嘘，热烈而温暖。谢
幕时，笔者裹挟在粉丝中涌在台口，激动
地想与朱晗、花鸣、张娅姝、陈丽、钟林、徐
水亮、刘诗豪、熊伟等演职人员握手。他
们大部分是江西“土著”，走出去后，在全
国已然响当当，而在此地仍旧寂寞无声。
他们都是同世俗保持大距离的人，在舞蹈
领域坚守着自我放逐。他们的内心敏感
着，也渴望得到此地的欣赏和认同，于是
便学帝企鹅抱团取暖，如兰亭雅集竹林七
贤扬州八怪。人才出现带有集群品性，这
在艺术史上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不计
报酬回乡打造《红草鞋》，数月来切磋碰
撞，又丝毫不妨碍个体的孤独面对，好比
黄山松产自贫瘠而逆向生长，都有一股浑
元之气，它既是物质的，又因不可复制而
带上了宿命印记，成熟、练达，执拗、清明
的指引，做出了感天动地的一场大戏！

作为江西人，这片红土地上那曾经
云波诡谲的革命历程，热血偾张的英烈
往事，萦绕在心，植入血液。描写它，记
载它，是永远感恩的赤诚、须臾不忘的本
能。这部剧，承载了 84年的厚重历史，
我们缅怀、追忆、纪念、呼唤、继承、歌颂，
既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更是对当代某
些错位的价值观的审视。《红草鞋》给大
家观看了1934年的于都“第一渡”，再现
了惨烈的湘江战役、苏区反“清剿”，塑造
了华志坚、危小红、杨英、陈树生等形
象。观众随着腥风血雨大时代下的国家
命运与人物命运而动，感受信仰决绝、爱
情纠葛、极端的生死、极端的惨烈、极端
的追寻。《红草鞋》在人性、人情的传唱中
将走向永远，崇高如斯，美丽如斯，是强
烈的时代呼唤，是构建人类精神家园的
永恒理想。

舞剧的编创，不是写电影剧本，更不
是编电视剧大纲。如何选择适合舞蹈这
一身体艺术合理有效表现的内容，并在
有限的情境内加以整凑提炼，形成一个
精炼的有机体，这远非一般意义的编剧
能够完成。不熟悉舞蹈的表达可能，自
然不容易将“主脑”立到实处。最终决定
作品高下的是题旨。题旨和主题思想之
间，有时叠合，更多差异。主题思想更侧
重于道德评价，题旨则基于审美的、情感
的判断。《红草鞋》的背景是1934年深秋，
红军夜渡于都河，开始长征。华志坚与危
小红于出征当晚在渡口完婚，妻子送给丈
夫一双红绣球草鞋为信物。危小红在苏
区反“清剿”战斗中壮烈牺牲。华志坚九
死一生，一双红草鞋长伴身边，矢志不
渝，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乡才
得知噩耗，痛不欲生。迟暮之年，纪念馆
里陈列的那双红草鞋，时时唤起那段峥
嵘岁月稠。剧本初成之时，我和编剧聊
主题，他说是表现信仰。我愣怔了一下：
信仰是什么？有人说，信仰，是与敌斗争
的坚韧，是忠于爱妻的支撑。这是主题
思想，可这未必是最高价值。舞剧看下
来，最打动人的，不是斗争之惨烈，不是

思念之长情，而是个体生命因信仰而蕴
含的力量，并因之绽放的光辉。当人类
怀抱某种决意，竟能那样百转千回勇毅
坚韧，这才是《红草鞋》最值得欣赏的题
旨所在。于是，我自问自答：“信仰是通
向明天的桥，信仰是人性抚摸的温度”。

也许是编创者早有的自觉，华志坚
是信念坚定的革命者，能够外化的戏剧
冲突比较简单明显，那么在此基础上，深
入人物，寻找内在的心理与情感冲突，形
成诗性特征较强烈的戏剧形态，或许是
上佳选择。他与敌人的斗争自然是矛
盾，他与妻子、女护士杨英，在坚定的理
想信念面前的情感关系、内心叩问，其实
是更具戏剧张力的矛盾冲突。《红草鞋》
以婚礼开篇，渡江在即，新郎新娘的双人
舞柔情无限，却总被排空而来的船板无
情分隔，婚场与战场的交叠，战事之紧
迫，犹如巨石横亘，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湘江一役，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华志坚，
病房中痛苦地梦呓，爱妻恍惚出现，仿佛
伤痛也缓解，两人隔着砖墙对舞，那是与
爱妻阴阳相隔的意味，只有那双红草鞋，
成就他生命挺立的坚强；此刻女护士杨
英对他默默的深爱，也敷上了深沉高远
的温存。作品展现了娶妻之窘、丧妻之
痛、怀妻之悲，这剧烈的情感撞击是对敌
人的控诉，草鞋寓意是对信仰的坚守，而
并不明示、不直指，编导把题旨隐藏得很
深，把强烈的情感诉求，渗透和升华到人
性的开掘。将题旨移向质朴深挚的爱
情，移向人性深处的痛楚。历史背景

“活”在三个人的爱情中，每一个日常显
出人性的绞杀与挣扎，让观众自我考量、
自我推断、自我寻觅、自我教育，用最切
近人心的情感冲击，体现政治启迪，实现
历史反思。我们始终未见到残忍丑恶的
敌人形象出现，可又时时感到这些恐怖
的存在。编导坚持隐藏一切凶恶的表象
和空洞的教条，始终以温情消解丑陋，以
昂扬对抗悲惨，所有的戏剧场面，都给了
正面人物，给了不屈的红军战士，调度之
间波澜生处，涌动着郁勃之气，更多地表
达了对人间至情和美好未来的殷切。

或曰，该剧的情节相对简单。且不
说舞剧，时空相对自由的电视、电影亦往
往故事贫瘠。笔者以为，只要有独到的
文化见解、理性的舞台哲学支撑，舞剧甚
至可以与文学无关。舞剧本来就是“长
于抒情，拙于叙事”，它的本体是诗性、抒
情性及肢体表演艺术。一个半小时的时
间，演员理当有充分的表演空间，若故事
太过复杂，演员势必被情节推搡着向前，
连安静舞一段都成了奢侈。情节应是助
力而不是羁绊，简单情节甚至“停顿”的
情节往往能出好戏、妙戏。好的作品，都
应是“块性”与“线状”精心交织，“线性”
用来推进，“块状”用来欣赏，用情节挤压
情感性，是舞剧的大忌。舞蹈要用节奏
和力度来体现无法外化的内在情感。《红
草鞋》对此运用自如，在“走”“死”“生”

“归”线性事件中，“婚礼”中的双人舞缠
绵悱恻，因船板交叠而万般无奈的离别；

“渡江”中的持桨群舞铿锵激越，视死如
归的排山倒海，撼人心魄；“病房”中的三

人舞，爱情的错位令人悲从中来；“思念”
中的独舞，生之眷恋瞬间崩塌，丈夫对爱
妻在天之灵悲怆诉说，漫天花瓣散落，那
撕心裂肺的痛之迸发，观者无不悲戚莫
名，每演至此，掌声便如惊雷、如潮水。
这些疏密有致、节奏恰当的“块状”叙事，
信仰浸润在情感中迂回跃进，荡漾出万
千诗情，题旨随之升华。

民族舞剧的巅峰早已过去，民族舞
样式的主流地位逐渐被多元化样式打
破。有追求的编导都在竭力回避陷入民
族舞剧的惯性思维，立志找到符合剧情
特质的独特样式。《红草鞋》为观众津津
乐道的，是其舞蹈样式的多元。在第一、
第二幕中，几个贴切并动人心魄的主题
舞段之后，第三、第四幕转而融入现代舞
元素，大量的奔跑绞转放浪形骸，肆意宣
泄着战争情势下，个体生命的焦灼和内
在情感的绞杀。就每一幕的每一关目看
来，非但不突兀，甚至有意想不到的亮
眼。现在的观众，需要贴近性情的幻觉
化空间来寻找真实的依托，获得具有现
代舞台质感振荡出情致意趣的多重审美
愉悦，有生机的东西是心灵感应和想象
力的联体，可以无形地扩展舞台象征的
魅力。我想，这就是他们在红色舞剧中
大胆引入现代舞的“冲动”所在吧。虽
然，由此生发的形式感，并不如第一、第
二幕中那样扎实圆满，还需在后续的打
磨论证中找到更精准的表述。但其意义
非凡——这是现代舞在江西原创舞剧中
的“破冰”！

欣喜之余，创作者如果对时代生活
和劳动实践能更加精准提取典型动作，
化用戏曲、民间歌舞等表演程式，进行
舞蹈特有的韵律化表达，也许受众面会
更加广泛。前半部与后半部的编舞风
格予以交融，构建起畅快无碍的舞蹈语
汇，将更加气韵流畅。“结婚”“病房”等
情景的音乐如果不那么满，打薄些，增
加音乐表达的对比度，起伏迴转，会更
加动人。将动作造型、调度轨迹淬炼得
再灵动些，剪除与题旨、剧情无关或多
余的场景、叙述、旁白，可臻疏朗从容。
这仰赖一个极难寻得的核心要素——

“精气神”，反映在舞台上就是自然、浑
然、天真、恳切！

思绪又拉回眼前，台上诸君，不断地
谢幕，首演真的要结束了，笔者情绪复杂
却又近乎平常的没有伤感。人生聚散，
哪一种诀别与离异，都比与一出戏的告
别壮烈。匆匆，这是另外一种感受。笔
者坚信《红草鞋》能一直演下去！两年
来，其横空出世之艰难，其团队合作之精
诚、其创作理念之先锋、其运作机制之先
进，已广为人知。这帮年轻人，没有随波
逐流，空发牢骚，而是携着金刚之勇，顶
住重重困难——“做”。他们内心的使命
感、责任感，我感同身受。《红草鞋》纯情
至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看一次激动一
次呢？演出前后，文艺界风传这一传奇，

《红草鞋》已成为一个文化现象，而不仅
是舞蹈界的一桩美谈，意义大于剧目本
身，必如海上巨浪，波及深远。致敬，青
年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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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剧场《红草鞋》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