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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边地与白桦的文学出场
——以《山间铃响马帮来》为中心

危明星

学界一般认为云南文学自五四以来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抗战

爆发后，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代表的现代作家所带来的“城市与现代”经验

与云南固有的“边地与民族”传统交融，形成云南文学的第一次浪潮；第

二次浪潮是1950年代初，随着解放军入滇，延安革命文艺思想带入云南，

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当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第三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现代”为重要创作元素的新世纪云南文学，这一文学浪

潮延续至今。a白桦正是在云南文学第二次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作家。1950

年代初，白桦先后创作、发表《竹哨》《在炊烟四起的早晨》《边疆的声

音》《山间铃响马帮来》等一系列以云南边地为书写对象的边地战争题材

小说。而在这一系列小说中，《山间铃响马帮来》最为重要。该小说不仅

发表在当时全国性的权威杂志《人民文学》上，而且于1954年被改编为电

影，在全国上映，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

（小说部分）中，《山间铃响马帮来》成为白桦唯一入选的小说。由此可

见白桦的这篇小说在其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也正是这一篇小说，

让白桦真正走进了文坛，进入了文学史。将50年代初期的文艺环境、白桦

的文学实践、文学文本进行综合考察，会发现云南边地及其书写与白桦的

文学出场具有紧密联系。

a　宋家宏：《云南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 《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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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桦的文学出场：作为云南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

白桦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开始文学创作，1946年创作第一首诗

《织工》，并发表于《中州日报》上；1947年，白桦又编辑出版刊物《人

民》，同时主编《豫南晚报》副刊《学生笔》，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a

不过，这些早期的文学活动只能算作白桦的“文学前史”。白桦正式跨入

文坛的身份其实是云南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

1947年，17岁的白桦为躲避特务追捕而开始了军旅生涯，参加中国人

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陈赓兵团13旅，并任宣传员。b 1949年12月中旬，陈

赓四兵团刚刚完成广西作战，便接到刘、邓急电，驰援昆明。c白桦正是

在此背景下随大军进入云南的，在进军大西南诸战役的途中，白桦以宣传

员的身份写了一些诗传单和通讯报道。d在八十年代，白桦曾回忆起这次

行军，并创作诗歌《心中的行军路线——写给我的步兵师》e，抒写了行

军途中残酷的战争场面。参军的经历一是为白桦早期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

素材，二是奠定了他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基础。此外，白桦少数民

族文艺工作者身份的取得与确认还得益于冯牧的精心栽培。在向西南行军

的过程中，冯牧是13军报道科长，白桦则是他手下的记者，进驻滇南后，

冯牧改任军文化科长，并在军区所办的杂志《文艺生活》上发表指导青年

创作者写作的文章，随后又创立军区创作组，扶植青年作家读书写作，编

办“部队文艺丛书”，专门发表青年作家的作品；在白桦修改《山间铃响

马帮来》的剧本时，冯牧也一度给出修改建议，将剧本推荐给中央文化部

电影局，在拍摄时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持。f白桦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

a　陶广学：《白桦先生主要文学创作活动系年》，《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2年第5期。

b　陶广学：《白桦先生主要文学创作活动系年》，《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2年第5期。

c　张军赋、晋夫：《第二野战军 二野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d　陶广学：《白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页。

e　杨国宇，等：《第二野战军老战士诗抄》，湖南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112页。

f　彭鸽子：《冯牧对云南的文学情结》，选自《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

（昆明市文史资料委员会，1997年），第4351-4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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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牧当时对青年作家主要以“发现、鼓励和推荐”为主，强调冯牧是自己

文学道路上的“领路人”。a

正是在自己早年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在参军的生活实践以及冯牧的扶植

之下，白桦正式以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开始文学创作。1951年，他先后创

作出《竹哨》《在炊烟四起的早晨》和《边疆的声音》等几篇小说，这几篇

小说都以反映云南边地和当地少数民族的解放为主要内容。其中，《竹哨》

发表于《人民文学》1952年第6期，白桦因此一炮而响。而白桦于1952年完

成的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也发表于《人民文学》1953年第3期。与

前面几篇小说相比，《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影响更大，小说于1954年被导演

王为一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这部电影是五六十年代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

影中最早脱颖而出者，电影公映后“几乎成为解放后云南文艺界的一件盛

事”b。小说也从此奠定了白桦在西南军旅作家群，乃至当代文学史上的重

要地位。不过，如果仅仅把白桦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名文艺工作者，则

会抹杀其特殊性。其实，白桦不仅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更是一名云南少数民

族文艺工作者。从白桦创作的这几篇小说，尤其是《山间铃响马帮来》来可

以看出，反映云南边地少数民族的解放过程，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才是这篇小

说的主题。这就要考虑到50年代初期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

1949年9月，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

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

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

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c1952 年 8 月 8 日，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d，对我

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和地位、自治区和各级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与

a　白桦：《白桦文集·卷3 诗歌散文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98页。

b　梁昭：《云南电影的黄金时代》，《电影新作》1999年第3期。

c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

d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

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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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自治区内各民族的关系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对自治区的领导原则等都

作了明确的规定，标志着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式确立。具体到党

的民族文艺政策，1951年，费孝通发表在《新建设》上的《发展为少数民

族服务的文艺工作》，就很好地诠释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文艺方

针——即如何在党的民族政策的统帅之下发展少数民族文艺，在文章中费

孝通指出，“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首先是通过文艺工作来

宣传我们的民族政策。主要是团结各民族，尤其是消除少数民族在过去历

史中所遗留下来的对汉族的仇恨。其次是要启发少数民族的觉悟，在自觉

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的社会改革”a。

考察白桦早期的文学创作历程，他先是作为部队的宣传员，而宣传

员的主要工作就是“需要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工作，鼓舞部队奋勇前进消

灭敌人，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掀起立功运动的热潮；同时在政治工作上又

需要紧张地集中一切力量，对部队进行教育，解决运动战思想，攻击战

思想，勇敢与智慧结合的思想，大进军解放全中国的思想”b。之后，作

为军区作家的白桦，自然也需要配合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进行创作。可以

说，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是白桦早期文学创作的重要身份。这一种身份

意识，具体通过《山间铃响马帮来》中的云南边地书体现出来。

二、白桦的文学实践：配合民族政策的云南边地书写

总体上看，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并没有跳出当代文学的“战争

思维”和“统合需要”c。为了配合民族政策，小说中的某些部分意识形

态色彩非常浓烈，最明显的是在边地少数民族的刻画上。小说中的苗人大

爹老本杆，他的功能其实是充当政治意识形态传声筒——“旧社会把人逼

得像野物，人见人就拼，就杀，那真正的野物——披着人皮的野物，在一

a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七卷（1950-1956）》，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53页。

b　侯金镜：《部队文艺新的里程》，中华书局1952年版，第58页。

c　程光炜：《当代文学六十年》，《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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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喝人血”，a“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意识形态逻辑体现得非常明显。

再如，战争胜利后，老木杆的演讲：

“乡亲们！同志们！”老本杆的声音也竟从大“铁嘴巴”里发出来。

他说“我们来看看，这些货从哪儿来，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是打毛

主席那儿来的，工作同志千山万水运来的。我们今天有靠山，永远不会倒

的靠山，就是我们团结和睦的大家庭——我们各族人民的国家。”……b

这些话根本不像一个久居苗寨，从未出过深山的老人的话语，在民

族统战工作善未完成，少数民族依然对解放军怀有种种疑虑、顾忌的情况

下，这段话只能解读为叙述者的声音，他要传达的，正是党的民族政策。

除了这种时时干扰叙事节奏的叙述者的声音，小说的某些对话、细

节、心理活动也经不起推敲。比如，红花被捕之后的心理活动，红花先是

想到货物，接着考虑英勇就义，最后才想到向大黑求救，这看起来怎么也

不符合情理。而红花的逻辑，其实也就是叙述者的逻辑，在党的新的民族

政策之下，少数民族已然被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

1953年9月，茅盾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的

现实和新的任务》中，就肯定了反映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产生了约

七十种描写少数民族生活和斗争的文艺作品。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国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以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先

进人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我国少数民族的团结、和睦、幸福的新生

活，越来越多地在文学上反映出来了。”c白桦的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新

中国成立初期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重要作品，并且他的描写基本上符合党

的少数民族的文艺政策的要求，可以看作是对党的民族政策的一种自觉的

配合，为了反映少数民族的幸福生活，他有意识地淡化了矛盾冲突，即他

a　白桦：《边疆的声音》，作家出版社1953年版，第99页。

b　白桦：《边疆的声音》，作家出版社1953年版，第150页。

c　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中国当代文学史参考资料集·1》，陕西师

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1978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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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谓的“掩盖了生活的消极面”。

对于自己50年代自觉配合政策的写作方式，在晚年接受访谈时，白桦

曾有所反思：“我最初的文学生活也自动从属于那个时代的要求。早年的

散文、诗歌都比较表面化，没有认真地把笔触转向人们的内心、人性的本

来面目。回顾起来过去的作品很幼稚，接触生活很浅。例如我在1951年创

作的《山间铃响马帮来》，1954年拍成了电影。我当时写的和生活比较起

来是失真的。把消极面掩盖了起来。作为边防军人体验得更为复杂些，在

执行重大任务时也有偏差，但我写时不敢触及，否则人性可表现得淋漓尽

致。如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把国内战争写得很复杂，

敢揭示人性阴暗的一面，但我写得很平面，生活是多维的，不是平面的。

生活本来就是深刻的，不需要拔高，那时我观察生活没有站在很高的历史

角度，而是进行了平面化的处理，没有把生活的复杂性、深刻性写出来，

我感到遗憾。”a作为一种事后回忆与反思，其实并不能用以评价这部小

说。作者在创作《山间铃响马帮来》时的真实心境已不可考，但从这段话

却可以看出作为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的白桦为了配合民族政策而掩盖生活

消极面的意图。

其实，为了掩盖消极面，作者还在叙述上进行了巧妙的处理。一是

在取材上，巧妙地避开了解放军初到边疆的第一阶段，直接截取第二阶

段——边区政府运送货物来写，第一阶段只在队长张长水的回忆里作为背

景提及。因为有了第一阶段的背景，民族贸易问题的描写就相对轻松。

二是反面人物的设置。小说中大力刻画的反面人物其实是李三，在小说

中，李三的身份非常有意思，相对哈戛寨的当地人来说，他是典型的“闯

入者”“李三在这一带做过二十多年的买卖，他和这里的人混得烂熟，他

能说出瑶人、苗人、彝人的历史，但瑶人、苗人、彝人谁也不知道他的过

去，就连他现在人皮裹的是什么心还不很清楚”b，不过，在少数民族地

区，解放军与李三一样，都是闯入者，都是外来者。作者的高明之处在

于，除了“闯入者”的身份，李三还是一个间谍，他勾结境外帝国主义势

a　陶广学：《白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

b　白桦：《边疆的声音》，作家出版社1953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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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盗取情报，同时给当地少数民族贩卖高价的物资，成为一个压榨者。

而解放军则不仅帮助少数民族群众重建家园，还通过马帮，给他们运来物

资。因此，通过李三这个反面人物的设置，解放军（代表新的政权）和当

地少数民族就成为利益共同体，少数民族自动地纳入了新政权的意识形态

属性之中，横亘在新政权和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之间的隔阂也就迎刃而解。

三是在小说的高潮的设置上，也可以说是在叙事节奏的控制上。小说将高

潮设置在抗击匪徒、营救苗族姑娘红花上，高潮过后，就是一派祥和，

民族贸易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并取得成功。而即使在小说的高潮部分，

即战争的描写上，作者也对现实作了美化处理。对于1950年参与的那场战

斗，白桦曾经回忆：“我是1950年1月进入云南的，那时我是一个二十岁

的兵。随着四兵团的一个前卫团在元江河谷，参加了在中国内地最后一场

最激烈的战斗。那场战斗结束后，我们的前卫团只有一小半活了下来，我

是一个幸存者。”a从小说来看，作者正面描写战争场面的不过寥寥几段

文字，战争的惨烈更是远远没有表现出来，对于这一点，白桦的解释与前

文所引类似，他说：“应该说：我的战火纷飞的日子结束在神奇而多彩的

云南，在这里学步，开始了我的文学征途！回想起来，遗憾、歉疚多于自

得。因为我早期关于云南的作品距离云南的神奇太远了！也没有表现出云

南瑰丽的色彩，当然，客观的历史局限和我自己的幼稚和浮躁，使那些习

作显得十分苍白。文学从属于政治是当年的时尚，缺乏对生活深入的观察

与剖析，把复杂与多层次的生活概念化、简单化了。但五十多年来的坎坷

生活迫使我进行了必要的思考。”b

三、“有情的叙述”：云南边地作为白桦的精神原乡

不过，如果仅仅从配合民族政策、文艺政策来解读白桦的边地书写，

则似乎把这篇小说简单化了，也无法解释这部小说不仅在50年代引起反

响，直至2011年还通过电视剧的形式又一次进入观众的视野。其实，通过

a　白桦：《白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81页。

b　白桦：《白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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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引的一系列回忆文字，可以看出云南边地对于白桦具有非同寻常的

意义，它不仅是作者文学创作的“根据地”，还是他精神上依恋的“原

乡”。在晚年的另一次采访中，白桦回忆起反右的经历，“1957年秋天，

我从北京来昆明接受批判，大会接着小会，看来非要打成右派不可了。精

神十分萎靡、情绪临近绝望的我，在离开昆明的那天清晨，悄悄带走了一

盆殷红的茶花。这举动被人发现，使得很多人大惑不解，到了这般田地还

惦记着风花雪月，真的是不可改造了！可他们哪里知道，我想的是一个让

我最为痛苦的问题，那就是，以后再也不能回到云南来了。”a白桦的这

份对云南深厚的感情，其实在《山间铃响马帮来》这部小说中已经流露出

来。通读小说可以发现，小说整体透露出昂扬向上的基调，真挚的情感表

达。

白桦的这种真挚的情感表达，首先体现在风景描写之中。小说的开

篇两端，就以小猕猴的视角，写出了云南边地的独特风貌。第一段中的

“小猕猴儿”“转动着它那双溜圆的贼眼珠，神秘地瞅着对面山岭上的

坡田……”b，小猕猴儿的打量的视角，其实也就是叙述者的视角， “打

量”的正是下一段的苗人和瑶人的收割景象，这些神秘的景色、生机勃勃

的景象，为小说奠定了愉悦的基调。再如小说中战争胜利后的景物描写同

样如此：

早晨的天空明朗朗的，藤条江上的独木筏像出弦的箭，它们载着一群

群花朵似的人，远远望去，又像落满花蝴蝶的树枝在浅浪上漂浮，各族人

民穿着节日的盛装行走在碧茸茸的山岭上。河坝上来的普耳族姑娘，打扮

得那么动人，她们头上像一个精巧的花篮，而花丛中埋藏着一束小巧的银

铃，走过来香喷喷，响叮叮。c

正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白桦的这种叙述，是一种

a　白桦：《白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79页。

b　白桦：《边疆的声音》，作家出版社1953年版，第86页。

c　白桦：《边疆的声音》，作家出版社1953年版，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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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的叙述”，有着强烈的主体性，而且并非外在于景物，外在于云南

边地的“猎奇者”视角。

老舍在1956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关于兄

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就指出：“汉族作家去描写兄弟民族的新生活是

有很大作用的。写兄弟民族的生活，首先应该克服猎奇的心理。有这样心

理的作家是要以最少的劳力，从事物表面上找到异族情调，去满足读者

的好奇心。动机在猎奇，就不会热忱地去深入生活，而只凭东看一眼，西

问一句，就要进行‘创作’了。”a白桦的边地风情描写，并非一种“中

心—边地”模式下的猎奇写作。根据回忆资料，白桦于1950年1月12日随

第四野战兵团从文山州的剥隘进入云南，他回忆说，当晚，当地的群众给

战士们端来热水洗脚，令他感动不已；其后，他又在金平采风，据白桦回

忆：“金平有个白石崖，那是一个山顶上的边境寨子，解放初期，那里的

瑶族居民都是勇敢的联防队员，我们不少部队作家、摄影师、画家都在那

里访问过、居住过。有一次我一个人在他们的寨子里过夜。为了我的安

全，他们在五里以外都安排了哨兵，第一道哨兵是他们的狗，第二道哨兵

是他们的老婆孩子，第三道哨兵才是握着砍刀和火枪的联防队员。朋友

们！对于我，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b。事实上，小说《山间铃响马帮

来》也正是以金平为原型的，金平县现在的全称是金平苗族瑶族自治县，

与越南的莱州接壤。对于这样一个自己在此长期采风，又参加过战斗的地

方，白桦不可能不了解，写作时也不可能仅仅出于猎奇心理。白桦区别于

“猎奇”之处正在于其“有情的叙述”，每一处景物，都经过了作者“有

情”的打量。

对比同时期的其他边地风景描写，白桦的这种“有情的叙述”体现

得更为充分。比如《勐铃河边春来早》c，描写的也同样是云南边地。小

说的开篇也是一段风景描写，相比白桦，林子的这段风景描写中，叙述者

a　郑硕人、涂石：《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七九）》，上海文艺出

版社1980年版，第189-190页。

b　白桦：《白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678页。

c　林子：《勐铃河边春来早》，选自《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短篇小说》，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54-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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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站得更远，像是在远远地打量这幅边地的风景，特别是第一段，少了

嗅觉的、听觉的描写，风景成了一幅相对静止的画面。而第二段风景描写

中，因为最后一句话——“因为，今年是解放后的第一个茶季，……让

毛主席喝上傣族人亲手焙制的红茶”，优美的风景瞬间带上了政治意识形

态的色彩，叙述者的主体性更加减弱。此外，通读《勐铃河边春来早》这

部小说，我们会发现风景的描写相对《山间铃响马帮来》明显减少，张锁

柱等联防队抗击匪徒的过程才是小说描写的重点。白桦的这篇小说，则相

对弱化了这种冲突描写，一方面，如上文所述，我们可以理解为作者是在

“掩盖生活的消极面”，但小说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一种“有情的叙述”。

这就涉及一个“有情的叙述”的动力源问题。正像上文所分析的，白桦对

云南边地的这种“有情的叙述”是出于他对云南边地的深厚感情，另一方

面，也不排除作者的政治自觉。白桦作为军旅作家的觉悟、处境，包括当

时整体的时代氛围、文学创作氛围（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创作整体的昂扬

向上的基调），都会形成他的政治自觉。这样，这种“有情的叙述”主观

上的出发点可能有政治自觉的因素，但在客观上，还是使它在一定程度上

溢出了当时文学主流的框架。

其次，作者的这种“有情的叙述”，还体现在爱情描写上。小说中大

黑和红花的爱情是一条重要的线索。爱情故事的加入无疑也冲淡了小说的

消极面，为边地描写增加了浪漫色彩。事实上，小说在爱情线索之外涉及

的另一条线索——平定边疆，保护运货马帮，击退匪徒，桩桩件件，都是

沉重的话题。不过，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来描写大黑与红花的爱情，作者抓

住了边地恋爱中青年男女的忸怩、浪漫，这条线索读起来令人轻松愉快。

经过爱情故事的有情叙述，民族贸易问题的描写就相对轻松。这些宏大又

沉重的题材，就显得轻盈起来。

四、结 语

如果把白桦的边地书写放在现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下来考察，会发现

它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暗含着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转型。在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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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艾芜、沈从文、端木蕻良就描写过边地，大体来看，抗战爆发前的边

地书写大致可以归到新文学启蒙的脉络之中。而在抗战爆发之后，根据段

从学的研究，边地书写开始介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并与以上海为中

心的“口岸中国”，以京畿为中心的“中心中国”平分秋色，他认为，

四十年代的“边地中国”是打破传统“天下秩序”观，打破“想象的差

异体”幻象，对一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持续存在的历史-文明“共同

体”的确认”。a而新政权建立后，边地书写开始转型，如果说四十年代

的边地书写是在民族主义的大框架下对历史-文明“共同体”的确认，那

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边地书写则指向更明晰的目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新政权的确认。不过，在这种确认中，白桦这篇小说的特殊性也体现出

来。在从“民族国家”走向“阶级国家”（蔡翔语）的过程中，在“一体

化”的文学大势下，这篇小说却包含了某些“缠绕不清，既可视为体制

的，又含有反体制的因素”b。白桦小说中的这种缠绕，与当代文学“战

争思维”和“统合需要”之间的张力，主要体现在作者本人“主体性”的

参与，在小说中则具体体现为“有情的叙述”，而这种叙述的动力源就是

云南边地——作为白桦“精神原乡”的云南边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a　段从学：《“边地书写”与“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以抗战时期的“大西

南”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b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