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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作家对一个民族成长的接力书写
——评《独龙花开》《怒放》《独龙江上的小学》

冉隆中

深藏于碧罗雪山和担当力卡山之间的独龙江是一条独具魅力的江，生

活在独龙江两岸的独龙族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太古之族。在社会发展史上，

独龙族被标注为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较少民族。

这样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直过民族”的成长进步史，必然成为全社会的

关注点，也必然成为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深入生活、着力书写的焦

点——在云南，就有老中青三代作家对独龙民族“情有独钟”，并以各自

个性化的表达，创作出一批可喜成果。她们分别是：吴然的长篇纪实儿童

文学《独龙花开》，徐剑的长篇报告文学《怒放》，马瑞翎的儿童文学长

篇小说《独龙江上的小学》。

一、《独龙花开》：吴然超越自我的重要收获

吴然长篇纪实儿童文学《独龙花开》，以文明的觉醒和教育的深入为

主线，紧扣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神形兼备地书写出一个民族成长的重大

主题和动人故事。《独龙花开》是中国第一部独龙族纪实儿童文学，实现

了作家在文学上的自我超越，也是当下纪实类儿童文学长卷创作独特而重

要的新收获。

老作家吴然，关注独龙族生活长达40余年，先后多次进入独龙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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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并在年近古稀的2015年，再进独龙江，深入生活，深入学校，做了

大量的实地采访和案头工作。又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思考、写作，完

成了描写独龙族儿童生活与现状、成长与梦想的长篇纪实儿童文学《独龙

花开》。这也是吴然近半个世纪创作生涯中，写作出版的第一部纪实题材

的儿童文学长卷作品。

独龙族的进步史，仅仅联系着这个民族的教育史。直到1956年在巴坡

兴建了第一所小学，才结束了这个民族“刻木结绳记事”、目不识丁的历

史。《独龙花开》以独具特色的边疆民族小学的发展巨变为主线，用儿童

视角和敦厚温柔的笔触，写出了独龙人对新生活的热情与渴求，塑造了独

龙族老县长高德荣、小学校长梅西子，以及和大姐等一批感人形象，刻画

出木琼花、阿普芬、阿木支、龙金、龙雨飞、丙菊等一群呼之欲出的独龙

族少年儿童典型，谱写出一曲动人心魄的追梦之歌。

《独龙花开》紧扣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以民族教育为背景，记写

一个民族今天的成长故事，在当下众多书写脱贫主题的文学作品中，《独

龙花开》可以说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之作。《独

龙花开》表达的脱贫，不仅是物质意义的，更是思想观念和智力脱贫层面

的。作品深刻表达了只有丰富知识，增进智力，开阔眼界，转变观念，少

数民族地区才可能实现真正彻底的脱贫的重大主题。在作者看来，教育，

正是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脱贫最有力的杠杆，最可靠的抓手。吴然在《独龙

花开》中，着眼于独龙江地区民族教育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和可歌可泣的

人物故事，让读者看到了许多既辛酸、更感动的故事。比如书中写到一个

细节：某年大雪封山前夕，来自独龙江、就读于贡山学校的几十个独龙族

孩子，一夜之间突然失踪了。如果不能及时找回这些孩子，就意味着至少

半年时间，这些孩子将处于失学状态——而且将可能永远远离现代学校教

育，回归到祖祖辈辈一样的自然人，去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这个

细节的意味特别丰富，它折射出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冲突和较量，也表

现出独龙孩子特有的机智——他们事先算定了大雪封山的时间，踩着这个

节点企图“胜利大逃亡”，但他们却漏算了以老县长高德荣为代表的独龙

人坚定走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勇气和决心。最后，从绵延上百公里的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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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谷散居村落里，孩子们被一一找到，送回，文明战胜了蒙昧，前进战胜

了倒退。而这个故事本身，却又是那么的丰富多义，耐人寻味，而且还充

满着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意味。

《独龙花开》不仅充斥着对现代文明的深情礼赞，还饱含着作者对

民族传统文化的甄别思辨。走向现代是必然趋势，地处偏僻的独龙族也不

能例外。然而附着在日常之中那些古歌、手艺和习俗，是不可能轻易就被

抛弃的。借着自然与人力、历史与今天的对碰，那些属于独龙族的记忆，

在吴然笔下得到一一复活，有的经受新的反思，有的则被重新渲染。吴然

对待这些传统的态度，体现了一位作家最朴素的人文情怀。他凭一个人文

者敏锐的诗性本能，分辨着“传统”的美与丑，善与恶。这样的分辨对于

今天认识、理解一切有传统的文化，都有着简朴而深刻的意义，也体现出

《独龙花开》抵达的思想深度和内容的独特魅力。

《独龙花开》在艺术结构上也有突出的艺术特点。纪实文学的特殊魅力

在于记写要准、情感要真、细节要实，要将鲜活的生活内容与典型化的文学

场景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赋予文本丰富多义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意义。

《独龙花开》在艺术结构上，通过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人，以及他们

各自的生活，串联起整部作品，从不同人物的视角来展现不同的主题。作

品的串联方式，如同书中人物梅西子校长说的，就像找羊肚菌（一种野山

菌）那样去发现、去认识。作者从采访记录中不断回到现场，回到水声喧

哗的独龙江畔……又紧抓住民族教育这个“牛鼻子”，从独龙族第一个识

文认字的孔志清写起，从点燃独龙江文明火种的第一个小学——巴坡小学

写起，一直写到中心学校的“小小梦之队”到西安参加“2015‘姚基金’

希望小学篮球季”比赛夺得奖牌……民族教育的红线，串联起了故事和人

物这一颗颗珍珠。作品中，我们还看到，作者找到了很好的切入点，那就

是独龙江小学（也许是边远山区许多小学）的一个特点：放月假。这是因

为独龙江小学都是全日制寄宿学校，又因为学生离学校一般都比较远，实

行的是月假，也就是一个月放三次假，10天一次，假期三天。月假十分自

然地连接起了学校、村寨和社会，老师、学生和家庭，一幅守望祖国民族

教育的纪实长卷就轻盈地舒展开来，不仅拓展了人们对纪实儿童文学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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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的既定想象，又丰富了原创儿童文学各文体类型的创作。

《独龙花开》在艺术上的另一突出特点，体现在吴然写法的独特方

面。他选取了一种“找脚印儿”的写作方法，在独龙江边仔细打量和寻找

一个又一个脚印儿，寻找那些可能被历史尘埃遮蔽了的、被江水浪花打湿

了的、被族群记忆稀释淡忘了的一个个脚印。在吴然看来，恰恰是这些

脚印窝儿里，保留了一个民族的古歌长调，农耕狩猎，婚丧娶嫁，日常起

居，保留了那些最鲜活的、毛茸茸的生活细节。吴然以他独到的观察，书

写了从孔志清到高德荣，从梅西子到和大姐等一批真切关心民族教育、亲

身参与民族教育的开拓者形象，其中所写到的老县长高德荣，近年来是全

国学习的榜样人物，他的事迹，几乎所有人都耳熟能详。吴然没有去写老

县长身上那些人所共知的亮点，而是独辟蹊径，写了自己与之交往中、采

访中，观察收集到的一些细节——比如，老县长面对作家客人，发出的对

巴坡小学校舍破旧的由衷自责；又比如，当安顿好客人后，老县长不声不

响，独自去江中抓鱼来表达对客人的尊敬（当时还可以抓鱼）；再比如，

当新来的年轻女校长梅西子被蜗牛搅了开学典礼而伤心痛哭时，又是老县

长恰到好处地出现，不多几句独龙族特有的幽默话语的安慰，让梅西子破

涕为笑，迅速燃起办好教育的激情……着墨不多，却因为细节生动鲜活，

语言简洁准确，凸显出人物性格的典型特征，老县长高德荣的形象因此得

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延展，变得更加真实可信、可亲、可学。这样的写作，

显示出吴然在纪实长卷中写人叙事的深厚功力——而这些，在他以往抒情

短章的散文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

吴然对于独龙族人物故事和细节所包含的题旨的辨析，也显出吴然

深厚的思想艺术功力。因为它其中既包含着独龙族勤劳的美德，善良的

秉性，坚强的隐忍，倔强的抗争，也隐藏着因循守旧、愚顽狭隘的某些积

习。有一些传统，需要在扬弃中继承；有一些文化，需要在辨析中赋予

新的审美含义。心细如发又独具慧眼的吴然，不仅找到了那些脚印，富有

质感地审视描摹了那些脚印，还用他特有的珍珠般灵动光泽的文字，将这

些脚印儿连缀起来，它正好完整清晰地记载了一个“直过民族”从化外之

地，从蒙昧之境，通过数代人坚持不懈地呵护文明火种、发展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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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融入现代文明历史进程的全过程。

吴然过去的创作，基本是短章为主。据2015年5月出版的五卷本200万

字《吴然文集》统计，吴然儿童文学创作主要涉及幼儿文学和少年文学两

个部分，包括散文、散文诗、诗歌、随笔、札记、游记和传记等文体，

此外还有数量较多的儿童文学评论。收入文集前三卷中的近300篇原创作

品，除了一部游记和两部传记外，都是篇幅短小之作，并且以散文或散文

诗为主。为何到了70高龄，在体力和精力明显有所下降的时候，吴然会去

创作篇幅和体量都相对庞大的纪实文学《独龙花开》呢？

我认为，这首先与他要反映的作品主题有关。《独龙花开》是记写

一个民族成长的故事，民族成长又是伴随着教育的深入人心和文化的逐渐

自觉而形成的。独龙族的成长，虽然它是跨越式的，是“直接过度”的，

但是它仍然不可能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样简单，它

注定是漫长的，复杂的，有时候还可能是曲折的。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开启民智消除民瘼，注定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书写这种复杂

长期过程，要承载民族成长的重大主题，就需要相应的篇幅体量。正因为

如此，吴然放弃了驾轻就熟的短章写作，而从这一个民族的第一所学校的

建立、第一个认识汉字的人的故事、第一个走出大山的人的传奇，一一梳

理，最后将一朵朵浪花，连缀成奔腾不息的独龙江河。从翻开书本：“奔

跑的独龙江不睡觉，夜里照样流着，波浪追赶着波浪，又唱又跳。清晨，

白而蓝的雾气在江面上飘飞着，在给独龙江洗脸呢。”到合上书页：“啊

哟哟啦哟……我们是独龙兰卡的孩子，我们是独龙木利的儿女，有梦想就

有希望哎，有梦想就有希望哎……”整部作品，以文明的觉醒和教育的深

入为主线，一气呵成，神形兼备地书写出一个民族成长的重大主题和动人

故事。

《独龙花开》是吴然的第一部纪实长篇作品，是他实现在文学上超越

自我的重要之作，也是中国第一部独龙族纪实儿童文学。《独龙花开》既

是对一个“直过民族”走向现代文明进步过程的深情礼赞，也是当下纪实

类儿童文学长卷创作独特而重要的新收获。业界普遍认为，这部云南作家

所写的云南故事，是独龙江孩子的追梦之歌，是“书写‘直过民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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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的美文华章”“是童稚之花，笑靥如花，也可以说，是教育之花、文

明之花、进步之花，是一个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

口较少民族，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找到自己走向幸福未来的光明之花、

希望之花、追梦之花！”

“作为孩子们的精神引路人，吴然用浑厚而清澈的歌声与孩子们一

起高唱。把藏在云南最深处的独龙江的故事告诉更多的孩子们，让我们在

《独龙花开》的自在魅力中，一起守望祖国的民族教育，这是吴然这部纪

实文学作品最特殊的价值。”

吴然《独龙花开》的精彩讲述，以他描摹的丰饶动人的文学风景，让

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一方奇妙的土地上，孩子

在成长，大人也在成长，正是这成长让沧桑的独龙江沿岸焕发出了年轻的

光彩。独龙花一年年谢了又开，就像生活永远有它新鲜的容颜。这新鲜的

生机与活力，也是《独龙花开》带给我的最动人的滋味。”

二、《怒放》：扶贫文学的一个精致样本

刚刚划下“分号”的消除贫困中国行动，无疑是世界减贫史册上的一

个空前壮举。

地处祖国西部的云南，作为中国消除贫困的主战场之一，历时数年，

绵延千里，兴师动众，同心协力，上演了一出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告别贫

困的雄壮大戏，至2020年末，大获全胜，成绩喜人，事迹感人，可谓一部

长歌，至今让人壮怀激烈，感叹不已。

地处云南西部的怒江州，是“直过”少数民族最多、边境连线最长、

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区域，因之，脱贫之战在这里上演得更加峰回路转、

惊心动魄，记录和书写该区域跌宕起伏的脱贫过程，其书写难度就更具有

挑战性，文本意义就非同小可。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怒江扶贫最具华彩的一段秘史——独龙江扶贫

史，选择了国内最具实力的纪实文学作家徐剑及弟子秉笔书写，徐剑和弟

子也不负众望，在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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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出了中国扶贫文学的一个精致样本——《怒放》。

我是在病痛住院的年末时间里一气呵成读完《怒放》的。“一梭织千

年，一条鱼儿活千年，一个民族彩虹千年，一个弱小民族走向小康生活，

感动中国的故事，浩歌一曲花《怒放》，独龙江怒放，怒江惊涛……大美

斯地，大美斯景，大美斯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我

读到全书这个结尾，也忍不住与作者同歌共吟：“渔歌一曲独龙舟，杜鹃

花王水自流。日暮经声伊人远，漫天风雪下茅楼……”富于抒情也让人同

情共振的《怒放》，让我一时忘了病痛，沉浸在作者逸兴遄飞、文思泉涌

所激情描绘的独龙族历史和现实画图中，心绪联翩，思接千里，掩卷遐

思，不由点赞。

《怒放》具有举重若轻、以微知著的艺术魅力。往细里写，往深处

写，是《怒放》的一个显著特点。细到哪里？可以细到鸡毛蒜皮的生活

细节。在独龙江畔，草果、重楼、花椒这些经济作物是如何生根开花结果

的？农家乐、民宿、便利店这些草根经济形态是如何发育成长起来的？

在大山之外可谓见惯不惊的商业形态，在21世纪的今天、在独龙江峡谷地

区，却是以新事物的面目出现的，而且出现的过程还是拉锯式反复的，有

时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因为长期习惯于在封闭中年复一年安贫乐道的大山

子民，对商业有着天生的抗拒和不适。要唤醒他们走出惰性、告别贫困，

帮扶者往往要从生活细节的小处入手，对他们固化的“常识”进行一番置

换，才可能在观念和精神上实现可持续性的脱贫。徐剑往细处着墨，写

“老县长”高德荣是如何办种植园、手把手教同胞种草果、重楼，从而让

大山子民告别传统的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贫瘠生活的；写“要想富先修

路”，独龙族是如何在国家全方位帮扶政策倾斜下，打通高黎贡山隧道，

迅速实现整族脱贫的。深到何处？《怒放》洋洋洒洒的行文，写静水流

深，写深山峡谷的沧海桑田，从独龙族命名的得来、大雪封山断交大半年

的过往，抚今追昔，酣畅淋漓地书写出太古民族的蛮荒史、直过史、脱贫

史，让人深深震撼于70年间独龙族的两度跨越，当下巨变。

《怒放》具有平中见奇，精于编织的结构布局。错落地写，往宽处

写，是《怒放》的另一个特点。作者敏锐地捕捉到独龙族特有的独龙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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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赤橙黄绿青蓝紫”编织而成的。《怒放》以此巧妙结构，为各章节命

名，用以书写独龙族脱贫的现实生活；又以“经线：刀耕火种”“木梭：

三江并流”“纬线：彩练当空”穿插其间，将笔力往历史的经纬线深处探

寻，书写独龙族的来历、往昔贫困的日常等历史纵深画面，交织的错落

的书写方式，“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使全书产生移步生

景、切换自如的阅读体验，呈现出近景生动突出，远景浑朴厚重，民族地

域文化色彩浓郁，时代特色气息鲜明强烈的整体特征。独龙江流表面的波

澜不惊，却暗伏着时代变化的静水深流；《怒放》写一条独龙毯的七彩花

色，却写出了新时代下七彩云南的瑰丽多姿和历史进步。

《怒放》具有唯真求是、抱朴守拙的底线坚守。搜尽奇峰打草稿、

脚步丈量寻素材，是《怒放》的又一个特点。从云南走出去的军旅作家徐

剑，对故乡故土可谓原本熟悉。但是为写《怒放》，他和弟子浸淫独龙山

水旷日持久，从江之头到江之尾，从孔当、献九当、雄当、迪政当到马

库，徐剑和他的弟子都坚持用脚步丈量，对每一个扶贫安置新村都实地踏

访，其中的艰辛难以为外人道。《怒放》需要一个一个故事讲述出来，一

个一个人物刻画出来，要讲好这些故事，写活这些人物，没有捷径可走，

必须到生活现场去，到扶贫一线去，去聆听、去搜寻、去发现。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的：“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

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我

知道徐剑近年来写这类纪实文学文字，几乎成了业内一个传奇。人们往往

只看到传奇的高产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为了写作这些很有难度的作品的巨

大付出——比如《怒放》那些毛茸茸的细节、那些藏在大山险谷中故事，

非亲历亲至者，是不具备讲述资格的。

徐剑是纪实文坛的行家里手，他深谙文学“真”“善”“美”的辩

证关系，其文本总是置“真”于显著位置并以此统领“善”和“美”。因

为就词性而言，“真”接近于一个名词，是中性的，而“善”“美”带有

强烈的形容词性和赞颂调子。纪实文学强调其纪实性，它更强调于文本穷

尽事实、指认真相，因此也要求书写者创作态度更甚于真诚，“修辞立其

诚”。一个“真”字，包含了“真善美”的全部写作伦理，理应最受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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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书写者重视。即便是主题写作类别的“遵命文学”，也必须在真的旗

帜下，坚持赞美而不虚美，遵命而不违心。徐剑曾经为自己设定过纪实文

学的创作底线：不写流水账，不做表扬稿，不当传声筒。《怒放》可以看

作是作者对自己设定底线的又一次卓有成效的坚守和践行。

在审定扶贫文本的云南某个场合，我曾经听到省级扶贫办工作人员

以《怒放》为例，盛赞此书；《怒放》所写的怒江和独龙地域及其中部分

人事，我也比较熟悉。如今细致读过，我愿意以自己的阅读体验，为《怒

放》背书、点赞。

三、《独龙江上的小学》：秘境的神迹和乡愁

马瑞翎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独龙江上的小学》，是我读过的众多

取材于秘境独龙江的既有作品中最好玩最有趣的一部。这部作品，故事有

趣，人物有趣，语言有趣，就连我跟这本书的结缘也很有趣——

那天取书后走出快递站，我进了隔壁理发店，边看边理发。没想到小

说第一章居然是“阿鼎剃头”——主人公阿鼎找独龙峡谷里的骨科医生剃

头，医生只会剃光头，而且是用镰刀。以前还有人用砍刀，远处的猎人以

为那是要行凶，果断开枪，从此结束了独龙族砍刀剃头的历史……我把刚

看完的故事开头讲给了剃头师傅听，结果围上来一堆人，说要买这本书。

师傅说，书留下，理发钱不收了。

出门留下二十元。拍了一张照，发给作者马瑞翎。她说，你得让师傅

用镰刀啊！

以上，是我发在朋友圈里引起“微友”围观、打探作者与书的一段文

字。

我就这样，在国内疫情向好的四月之末，从一本书，走进了“最后的

秘境”独龙江，走进了“独龙江上的小学”，走进了独龙族少年阿鼎的斑

斓世界。

小说讲述了独龙少年阿鼎的成长故事：从他不愿上学，到迷恋上学，

并且发愿要“使劲学、狠狠地学”；从他跟着爸爸过溜索，到独自踏上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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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求学路，再到即将踩着“彩虹桥”上学；从他进入担当力卡山上的“一

师一校”上学，到即将融入独龙江乡“好大”的中心学校去集中上学……

上学，是小说主线；学校，是故事舞台；主角，当然就是阿鼎和他的同

学、老师以及阿爸阿妈。

几乎所有青少年的成长史都是围绕着上学展开的。阿鼎的上学史却

与众不同。因为阿鼎生活在神秘的独龙江峡谷，这个世界最深峡谷之一屏

蔽了山外的精彩，山外人以为它是桃花源，置身其中的独龙族群才会深深

感受到它的偏僻闭塞、贫穷落后。穷则思变。改变贫穷是所有民族与生俱

来的奋斗目标，它既需要强大外力的援助牵引，更需要内生动力的发愤图

强。阿鼎为代表的独龙学子，他们单个人的成长进步史，正是独龙族整个

族群的成长进步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记录一个民族成长、社会进步

的史传小说。

独龙族，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民族。在时间深

处，在大山深处，在江峡深处，她“藏在深山人未识”。在新时代感召

之下，在“一个也不能少”的中华全民族告别贫困的历史主潮中，曾经隐

忍卑微的独龙族，从幕后走到台前，走到了新时代聚光灯下，闪耀出质

朴而动人的光芒，为世所瞩目。如果说以上是《独龙江上的小学》的写作

背景，那么，阿鼎们的命运，正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切片”。作者谙熟于

以小见大以微知著尺幅兴波的小说艺术规律，调动了大量的对比和隐喻，

来渲染和放大“切片”效应。一方面是围绕“必须要上学”展开的：为了

“诱惑”阿鼎上学，阿爸陪他剃头、守苞谷地、教他过溜索，以及教他懂

得当“人物”的道理……另一方面是围绕“为什么要上学”展开的：父辈

结绳记事的尴尬、大江溜索断裂的惨剧、村子摆棍讲理的趣事……正是这

些承载了历史记忆的生动细节，无声地述说并反证了一个民族走向苏醒走

向强盛的必由之路。

这是一部返璞归真又结构奇巧的小说。小说以少年视觉打量世界，

那个世界保持着原初本真的模样儿：植物是神仙的“汗毛”，动物“懂”

得人的心理，人要是过一次溜索，就会长出一对飞翔的翅膀——这样另类

的世界，同样值得都市少年去认知、体悟并产生共鸣。作为一部不以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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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取胜的小说，作者在叙事结构上下了很大功夫，她采取了一种非常巧

妙的“连环扣”叙事，每个章节的结尾，正好“顶”出下一章节故事的开

头。这种链条状的连环，一环“拉出”一环，环环相扣，扣人心弦。全书

没有紧张曲折的完整故事情节，却能让一个个碎片般的小故事引人入胜，

这些小故事，正好丝丝入扣地对应了独龙江峡谷的现存秩序和生活法则。

这部小说写尽了独龙秘境的神迹奇事，诸如独龙文面女的来历、为

什么有的面部要纹成蝴蝶，有的却纹成了猫须？“砍火山”为什么要唱那

些古歌？穿花衣服的猴子为什么会撵走偷庄稼的群猴？这些有趣的故事就

像森林恣意疯长的藤蔓一样纠缠住你，让你欲罢不能地往下读。更有意

思的是书中那些毛茸茸的细节，既抓人，又催泪。比如阿鼎的许多“第一

次”：他第一次在大森林里“守庄稼”的恐惧以及人神对话，第一次离家

到学校简陋屋子里过夜的惶恐和兴奋，第一次过溜索的紧张和激动……须

知，这才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如果在城里，同样年龄的孩子肯定还

在父母羽翼呵护之下娇生惯养，而在独龙江，却要肩抗沉重的担子，担起

许多超负荷的责任。深度贫困地区独龙族孩子的故事，在书中讲述得特别

走心，它既触发读者的同理和悲悯，更给人暖心和温情。

“一师一校”的故事基本已经“过时”，即便在偏远的独龙峡谷，

它也只存在于过往的记忆中。阿鼎所经历的“一师一校”，也不过是他开

篇发蒙稍纵即逝的小学一二年级往事。但这段时光不仅有艰难困苦，更有

坚韧和机智、希望和力量。小说将苦难和希望、柔弱和力量调和到恰到好

处，带给人的审美愉悦、启迪和昭示是多方面的。

我还特别赞赏这部小说通篇那富于乡土气质的诗性语言。它不是诗，

甚至也不是散文诗，但是整部小说叙事里充盈着无处不在的诗意。它的诗

意如独龙江般澄澈，如担当力卡山雪峰般高洁，而且它是山泉般流淌出来

的，古歌般低吟浅唱出来的，它是符合独龙族群特别是独龙族少年儿童的

思维、心理、视觉、审美、言说习惯的。其语言基调比较准确地把握着追

求传统民族民间语言与现代汉语言的契合，善于运用神话思维和诗性唯美

相杂糅的、民族方言和规范汉语叙述相交织的、节奏时而短促时而舒缓的

诗性句子，形成一种古老而又现代、唯美而又质朴、繁复而又简洁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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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现出时代沧桑和当地少数民族起伏的历史感，从而使作品对语言基

调的选择和把握进入到比较自由成熟的境界。

关于秘境独龙江，我目前去过两次。一次是那条举世瞩目的独龙隧

道通车的第二天，我随一个摄制组进山拍摄独龙族“卡雀哇”节全过程；

更早的一次则是随中国作家团走进峡谷“采风”——那次独龙行，我认识

了本书作者马瑞翎。马瑞翎后来是怎么走出峡谷的我不知道，但是她走出

峡谷后的一些作品我陆续读到过，特别是她以怒江和独龙江为底色的那些

作品。从《怒江往事》到《独龙江上的小学》，可以感知，这是一个怀揣

乡愁走天涯的女人。她有着不自知的悲天悯人又乐观向上的情怀，有着对

自己曾经朝夕相处过的秘境边缘人群的天生的共情。她在完成《独龙江上

的小学》后说：“任何人的童年都有欢乐的一面。作品中赤贫孩子身上所

散发出的人性的光辉，尤能触动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使人感到安慰。”

大山大江曾经屏蔽了一个民族，这个族群被驱隔、抛甩在现代文明世界之

外。这个“化外之地”，既有“桃花源”的乡愁特质，更多的却是封闭中

的匮乏、落后和无奈。从“独龙江上使人愁”到“乡愁写罢让人喜”，作

者把独龙族孩子心灵中无言的痛苦和希冀，转化为活泼而热烈的文字，在

忽而低徊伤感惆怅、忽而高亢喜悦激昂的语调中，叙写了一个孩子也是一

个民族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巨大进步。

我欣赏这样的作品。

（作者单位：昆明市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