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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段林文学创作论

柏 桦

曾获省委宣传部授予的“德艺双馨”文艺家荣誉称号，历任云南省文

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云南文艺评论》杂志主编、云南省侨联副主席

的正厅级巡视员段林为人低调不事张扬，文坛圈内人大多不知他得过“骏

马奖”，以为他只是偶尔写些小散文，殊不知他20出头小说就在地区级文

学刊物发头条，也写文学评论，是一位文字功底扎实、文学悟性很高的写

作多面手。

一、段林散文：家国情怀与大美傣乡

段林在神奇美丽的“秘境”临沧生活四十余载，历史悠久的先人遗

迹、古老神秘的原始部落、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

奇异独特的境外风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源泉。孟定坝子的旖旎风光与

父老乡亲的深情厚谊更如甘醇乳汁、美酒滋养了他的肉体和灵魂。这份丰

厚珍贵的哺育贯穿了一个本土作家的童年、少年、青年和中年时代，熔铸

成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段林散文选材大多来自傣乡的风光风物及故乡的父老乡亲：

“故乡和父老乡亲的回忆，构成了段林散文最动人的吟唱。这是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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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水的血液在燃烧、在歌唱。对傣乡自然风光、生态及人文环境以及傣家

人高尚品格的赞美和歌颂，成为段林散文创作的主旋律。神奇美丽的孟定

坝，淳朴善良的傣家人，成为段林寄放灵魂的圣殿，成为他心中永远的情

感绿地……”a

一名作家的身世和童年经历，往往对其创作题材的选择、审美价值的

取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段林的家族命运与共和国紧密相连，颇富传奇

色彩。

《情感的绿地》（原载《边疆文学》杂志1992年第11期）讲述了作者

的外公金光明曲折坎坷、可歌可泣的人生故事。外公是一位深受当地人敬

重、爱戴的傣族头人，掌管着大半个孟定坝子七七四十九个傣族寨子，

他宅心仁厚，很少向村寨摊夫派款。“傣家人心柔似水，性格却硬如钢

铁”，抗战时期他宁可带着乡亲们东躲西藏也绝不向日本侵略者投降。

1950年底，解放军打败国民党残部，突破孟永防线，耿马土司让外公与他

一起出逃，外公不从，留在傣乡，让解放大军驻扎家中，土匪传信让他里

应外合消灭解放军，他却协助我军伏击土匪，为此遭到土匪报复，苦心经

营几代人的家园被烧毁，亲人两死一伤……这样一位正直刚烈深明大义，

曾被周总理接见，担任耿马县政协副主席的老人，却在“文革”期间备受

磨难，海外亲戚纷纷劝外公出国暂避祸殃，国境线近在咫尺，外公却不忍

抛别生他养他的傣乡和多灾多难的祖国。被遣送到深山“劳动改造”之

前，外公仿佛知道这一去就回不来了，他深情地把孟定坝的一抔泥土用土

布包好藏入衣襟，谆谆告诫孩子们：“不叛国，绝不能背叛祖国！”

“山野的风清凉凉的，羊肠般盘绕的陡峭山道上，每天都会留下外公

拄着拐棍戳下的痕迹。苦荞花开了一季又一季，苍老的外公时时眷念着那

块养育了傣家人几百年的孟定坝子，眷念着家乡那一条条清悠悠的小河。

他相信当年的大军不会忘记他，阳光总有一天会照亮他的坟头。1975年冬

a　柏桦：《美丽傣乡的动人吟唱——傣族作家段林的散文创作》，《民族文学》2007

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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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野的风撕扯着外公居住的茅屋，一夜冷雨给外公生命的历程画上了

句号。外公死了，死在天上的乌云就要散去的时候。”

“文革”结束前夕，寂寞荒凉的大山深处，外公走完了最后的生命历

程，临终前只有一个心愿：把尸骨送回傣乡，埋葬在解放军当年饮马的河

边，在墓碑上铭刻“傣族金光明拥护共产党”。

《情感的绿地》承载的历史足印及思想意义远比一般亲情散文厚重，

这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散文，值得读者为它的主人公热泪长流……

另一个对段林人生和文学创作影响较大的人是母亲。《我的母亲》a

描画了一个独立自主、有胆有识且又柔情似水、情深似海的母亲形象。

父亲被下放到距城几百公里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期间，母亲在举

目无亲的临沧城把三个儿子拉扯成人，他们不负众望都上了大学。1976年

中秋，母亲牵挂着在双江县沙河乡当知青的段林，她把两个小儿子托付给

邻居，省吃俭用给段林买了一小盒月饼，翻山越岭风尘仆仆到知青点与段

林共度中秋……

“在那个乌云遮着月亮的中秋，低矮的茅草房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接过带着母亲体温的月饼，我摸了又摸，看了又看，这哪是一盒普通的月

饼，它渗透着母爱，倾注着比大海还深的情！”

《北方，雪很美》b讲述了一个让人从心酸到欣慰的故事。

傣家人从未见过雪，舅舅从一批来自雪乡的退伍军人那里听说了雪

的美丽，但他始终无法理解、不能想象雪：“雪为什么是白的，天上咋能

飘下白色花朵？”舅舅把赶集天卖鸡蛋、卖土特产的钱一角角一分分攒进

瓦罐，“他要去北方，去数千里外看看心中的雪”。但是，“傣乡没有下

雪，小河却在呻吟。”“文革”时，舅舅辛辛苦苦攒下的一土罐钱被造反

派当作“浮财”没收了，舅舅又急又气病倒了，他知道自己再也去不了远

a　段林：《我的母亲》，《女性大世界》2001年第8期。

b　段林：《北方，雪很美》，《民族文学》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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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看雪了，临终前还在念叨着“雪，雪，冷，冷，要多带筒裙……”雪是

舅舅一生的憾恨，也是全家人心中永远的伤痛。

“傣乡的河是搅不浑的，恶雨过后河水又会变成清澈明亮的镜子。”

多年后的冬天，表妹从北京看雪回来了，她不是去旅游，是作为一名科学

种田能手受邀去首都参加国庆观礼。

舅舅和表妹的故事，一悲一喜，暗喻了新中国前进道路的曲折，以及

中国人民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望和奋斗精神。

《大哥与赌石》a讲述了一个趣味横生的传奇故事，具有很强的可读

性。

大哥侨居曼德勒，与玉石打交道几十年，在缅甸玉石界小有名气。

他14岁就到了人地生疏的帕敢山，在草棚里一住就是18年。俗话说：神仙

难识寸玉，因赌石发家致富或家破人亡的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1991年

春，一块三万元买到手重约三公斤的缅甸老帕敢水石，大哥卖了八百万，

那天晚上——

“大哥走出茅草棚，爬上巍峨的帕敢山顶，在皎洁的月光下面向北方

遥远的中国，大哥久久地跪在地上，他想起被关押在大牢中的父亲，想起

逃难到台湾的亲人，饱尝的人间酸甜苦辣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大哥第一次

流泪了……”

段林的亲情散文，立意很高，格局很大，文中蕴藏着共和国沧桑的历

史变迁，字里行间激荡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作为傣乡之美的忠实膜拜者及心灵受益人，段林虔诚记录心中的圣

地——傣乡“桃花源”的真、善、美。“仿佛我是在神话传说和欢笑的海

洋中领略着生活的美”，傣乡在他笔下美得宛若童话世界，让读者流连忘

返乐不思归……

段林出生在美丽富饶的孟定坝，孟定坝给予他太多的生命滋养和美好

回忆，他乐此不疲地为她歌唱。

a　段林：《大哥与赌石》，《边疆文学》杂志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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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岁月》a写道：

“我出生的时候正是傣乡临沧孟定鱼肥稻香、坝子一片金黄的季节。

童年时我常到宽阔的南汀河边看穿梭于东西两岸的黄瓜船，看天上的云，

看水中的天，看竹楼旁大青树上‘咕咕、咕咕’叫着打架的斑鸠和成群结

队落在田野、牛背上的白鹭……”

“晨雾里我听惯了雨打芭蕉的韵律，听熟了缅寺里传来的悠悠钟声及

小和尚们朗朗的念经声。清澈小河边，带着七色光环的太阳雨，常把我和

小伙伴们淋得如痴如醉……”

雨打芭蕉的韵律、斑鸠的“咕咕”叫声，暮鼓晨钟声、诵经声，南

汀河、太阳雨、黄瓜船，小溪、竹楼、大青树，牛儿、白鹭，缅寺、小

和尚、小伙伴……构成奇妙和谐的傣乡音画，着墨不多却为读者提供了视

觉、听觉、触觉的全方位盛宴。

《傣乡，门上没有锁……》这样写孟定坝子景色之美：

“南汀河把好大一个孟定坝子劈开，两岸稻田像一片海，密密的竹楼

像是绿海上漂着的小船，青翠的龙竹就是它的帆。外婆家就在一只船上，

细柔清凉的雨丝中，白鹭站在牛背上翻着毛，斑鸠在大青树上咕咕、咕咕

练着嗓……”

一个“劈”字，动词活用，写出了南汀河的气势，可以想见河水的充

沛丰盈。竹楼是“漂”着的，令人联想到万亩稻田绿浪翻滚，一幢幢竹楼

掩映于稻海和凤尾竹之间……“翻着毛”“练着嗓”则逼真传神地写出了

白鹭和斑鸠悠闲自在的神态，暗喻美丽富饶的傣家坝子既适合人居，也是

人类的朋友——各种动植物的天堂与乐园。

《傣乡，连风也多情》b写出了多情的傣乡风在不同情境里的不同形

a　段林：《逝去的岁月》，《云南作家传略》，黄河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

b　段林：《傣乡，连风也多情》，《深圳特区文学》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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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风儿本是无形物，却在这篇散文里拥有了婀娜多姿的鲜活生命：

“傍晚的风撩动着竹林，吹拂着一颗颗灼热的心。远方的山和近处的

水交融着，几只彩蝶从绿色草地上那朵朵黄色的小花上翻飞着把我们带入

一片竹林。多情的热风撩开了竹叶，一条清亮的小河缓缓地流淌着。”

《冬到孟定》a写的不仅是傣乡之冬暖人的热风热浪，更有意气风发

的建设者：

“虽是初冬，气温却不低，四处可见额上渗出汗珠挑着小箩的傣家

少女及操着不同口音为建设孟定而来回奔走，被太阳晒得满面通红的外乡

人……他们有说有笑，仿佛全身都滚动着希望，滚动着热浪。”

开篇的“热风”，中间的“热浪”，结尾“灼人的热”交织在一起，

层层递进，寓意深刻。

段林的一些散文看似平常，细细品味就会发现作者缜密的用心。贯穿

《冬到孟定》全篇的暖流、热浪，既有伏笔也有照应，若是一览而过，自

然看不出其中妙处。

写完了孟定坝子的暖冬，还要写她的金秋。在《界碑，界河》中b，

没有冬天、春秋不分的孟定坝子，界河及周边环境是那么迷人：

“河水清澈，一群群小鱼在五光十色的石头缝里钻出钻进，那如青丝

线般漂浮的鲜苔在水底让我看得真真切切。高大的棕榈、菩提、橡胶树掩

映着小河，几十只顽皮的小鸟在树上嬉闹着。”

作者的“醉翁之意”不在于对自然美景的泛泛而谈，而在于对界碑、

界河这边祖国山河的赞美。

a　段林：《冬到孟定》，《民族文学》1991年第10期。

b　段林：《界碑，界河》，《边疆文学》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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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是水的民族，段林在《逝去的岁月》中感叹：

“人生就像一条河，自强不息就如河中的水。有了水就会有激流或

漩涡，有了水就会有生命的歌唱，有了水就一定能感受到大海那宽阔的胸

怀。”

《水，清明的水》a用简洁生动的语言描绘出傣族泼水节的狂欢场景

和热烈氛围。

作者的故乡耿马“满街花伞，撑不住一个夏天，水淋透了一个个四季

穿筒裙的寨子”，泼水欢歌在一个个沸腾的大舞台上演：

“大青树站了起来，把天撑高，让河水缓缓地淌过坝子。寨子边，风

很瘦，很瘦。摇曳着的漫无边际的龙竹，用绿把高远的天染得一碰就能淌

下绿色的汁水……系着五颜六色筒裙、耳环上闪着金光的小卜哨们在这大

舞台上晃动着，变幻着，让我感到山还在走，地还在动。”

这是一段绝妙的文字，作者在这里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如

“站”“撑”“淌”“摇”“染”“闪”“晃”“走”“动”。出神入

化的描绘，让傣乡风光之美与傣家少女之美水乳交融，交相辉映，美不胜

收。而且这美就像闪着波光的水一样，在晃动，在变幻，在流淌……

不知当时的作者是为傣家的米酒还是为山水之美、少女之美所醉，写

出了这么一段令人陶醉的文字？

段林的散文既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辞藻的堆砌，也没有故弄玄

虚的“陌生化”生词僻句的炫技，他的文字如同国画的泼墨写意，简洁洗

练，生动传神，往往是寥寥数笔就让一处傣乡风光或一个傣家人物跃然纸

上，在字里行间灵动起来。

勐波箩河之美如梦似幻，具有神奇魔力：“凡是喝过勐波箩河水的

人都会被醉倒，凡是在勐波箩河畔躺过的人整个心灵都会被那条神奇的河

a　段林：《水，清明的水》，《山西文学》199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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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住。”a那里有优美的渔歌，“梦一样美丽的景色”，还有鲜美的巴东

鱼。六月，勐波箩河畔，作者听到了清脆婉转的渔歌和竹笛声，吃到了巴

东鱼。

这样写勐波箩河已很醉人，但作者的思绪却随着安宁祥和的河风飞向

烽烟滚滚的岁月：

“当年，中国远征军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就驻守在江边，望着

明月，我似乎感悟到了唐人张若虚‘人生代代无穷尽，江月年年只相似’

佳句的真谛。当年，江边明月下，远征军将士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点明了勐波箩河之所以迷人还在于它是一条有过光辉岁月、有着难忘

回忆的河流，是一条翻卷着历史浪花的河流。

段林散文大多是献给傣乡人物、风光的赞美诗，但也有一些篇章直面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的尴尬与困惑，对现实提出了拷问与思索。

《傣乡，门上没有锁》b写道：

“记忆中，故乡的房门没有锁。要出远门只须用一根麻绳在外门结个

扣，表示主人外出就行。无锁，冲淡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无锁，冲破了

寨与寨之间的圈子。那时家里没锁，地里也没锁，西瓜、菠萝熟了，任你

吃；甘蔗甜了，任你啃。主人不会出来说不让你尝，吃的人也不会随便带

走。那时，天有多宽，人们的心就有多宽。”

“在傣乡，信任是何等珍贵，经历了多少个年代的培育，在寨与寨、

人与人之间架起了心心相连的桥。”

感谢段林让锁在门内的我们在读着《傣乡，门上没有锁》这样纯净、

温情的文字时心灵得到很大慰藉，因为就在距离我们不久的年代、不远的

a　段林：《遥远的勐波箩河》，《边疆文学》1999年第4期。

b　段林：《傣乡，门上没有锁》，《羊城晚报》199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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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乡曾经有过不用上锁的家园。

周板桥对段林的散文给予高度评价（《段林的散文艺术》，原载《文

学界》杂志2004年第4期）：

“段林的散文，短小精干，别具风格，富于抒情，有引人入胜的魅

力。一、寓情理于自然景物之中。他的散文语言自然朴实，富于诗意，很

少丽词、迭句，所写都是举目可见，平凡得再也不能平凡的事物；二、联

想、跳跃与跨越。围绕主题，运用联想、跳跃、跨越的手法是其散文又一

特点。段林通过写景状物，表达某种感情意境，把文章背后的内涵留给读

者去思索，去遐想。三、近物映衬，伏笔寓意。主要特点是围绕主题，

就近取材，尽可能用与主题相关的事或物来形容，互为照应，既可节约篇

幅，又能充实、丰富主题内容，把一些更为深层的内涵留给读者去思考。

四、写实与浪漫相结合。写实是基础，浪漫是艺术的升华，光有写实无异

于写调查报告，只有把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上升为文学艺术，作品才富有感

染力，生命力。”

当然，段林的散文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一小部分散文还停留在对傣乡

自然风光及人物的浅层描画上；此外，对傣乡封闭落后的一面和曾经的苦

难沧桑，涉及甚少或不够深入。

二、段林小说与报告文学：文字简洁生动，人物血肉丰满，内

涵耐人寻味，格调正气满满

段林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憨局长》a时年仅21岁，可谓年少有为。

《憨局长》塑造了一位清正廉洁的党的好干部、典型人物俞斌。白发

苍苍的俞斌平反昭雪恢复地区卫生局长职务时已快退休，就读卫生学校的

女儿俞萍毕业在即成绩很好，按理说择优录用、分配到地区医院工作无可

厚非。张校长来电征求俞斌意见，俞斌却一口回绝，推掉送上门来的大好

a　段林：《憨局长》，《临沧文艺》1981年第2期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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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把女儿送去可能一辈子也调不回来的穷乡僻壤工作，这个局长，实

在太“憨”。

《昨天的惆怅》a是一篇思想性、艺术性都很有分量的短篇小说。

在某高等院校团委组织的“爱祖国主题音乐会”上，一位名叫罕叶兰

的傣族少女甜美的歌声勾起了音乐教师刘玉琴惆怅的回忆：

刘玉琴曾在傣寨芒果村插队落户，结识了淳朴善良的罕叶兰一家，全

家人尤其是刀艾大妈对刘玉琴比亲人还亲，小刘无以为报，就教喜爱音乐

的叶兰拉小提琴。两年后的一天，小刘送得了疟疾的知青赵莉进城看病，

住院费要十元钱，小刘回村，匆忙抓了大白母鸡卖了交住院费，之后发现

自家的大白母鸡还在，她错抓的是队长家的母鸡……这件事搞不好会成为

落后知青的反面典型，招工、回城都没有她的份……思前想后，她选择了

沉默。结果，刀艾大妈被当作偷鸡贼捆在树上遭受藤条抽打，比身体的痛

更让她难以承受的是心里的伤。其实大妈通过小刘近日表现已猜到事情真

相，但为了保护小刘，她宁可当众挨打受辱也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刘玉琴备受良心折磨，大病一场，但为招工回城还是选择退却，导致

叶兰痛失到县宣传队当文工团员的机会。当玉琴下定决心准备去有关部门

说明情况，却是刀艾大妈将她阻拦……不久，玉琴考取大学，心怀愧疚离

开了生活五年的芒果寨。临走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她把心爱的小

提琴挂在叶兰家门上，含泪离去……

今天，玉琴不再犹豫：

“南汀河水早已洗去历史的污垢，傣家人的心像水一样的明净，用得

着我去说点什么吗？不！还是要去的，一定要去！”

一只鸡引发的故事，一波五折耐人寻味。玉琴三番五次欲说还休的复

杂思想斗争、心理活动及情绪变化，作者刻画得细致入微，丝丝入扣。相

形之下，傣族大妈刀艾坚定不移保护知青刘玉琴不受伤害，其形象更显得

高大、伟大。傣家人的心胸，比天空更宽阔，比海洋更深厚！

a　段林：《昨天的惆怅》，《金沙江文艺》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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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血色黄昏》a故事不复杂，但人物塑造、环境渲染、心理

描写都颇见文学功力。

薛南是一位离休干部、原县人大副主任，离休后总觉得党和国家亏待

了他，满腹怨气驾着公车带着狼犬私自到阿佤山上打猎：“老子辛辛苦苦

干了四十年，到头来四千块钱就打发了，屁的建房费，盖间佤族竹楼都不

够！”自恃劳苦功高的他一路上骂骂咧咧来到四十年前战斗过三个多月的

佤族山区，无意间撞见一个长满乱草的坟包，这才回忆起当年他和班长在

此剿匪，班长为掩护他不幸中弹身亡，临终前把怀中血染的一元钱托薛南

转交母亲，请薛南不要告诉母亲他已离世，因为他是家中独苗……薛南流

着泪就地掩埋了班长，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他双目紧闭，嘴唇咬出了

血，不一会，狂野的山雨便将河里的月亮搅得粉碎……”

时隔多年，薛南竟然忘了这个坟包，忘了那些用野果、树叶充饥，不

怕苦不怕累也不怕死的日子，忘了那个还在年年倚门望儿归的老妈妈……

一时间他羞愧无比：

“他浑身冰凉，心比刀割还疼，双膝跪在坟前，就像四十年前一样

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双目紧闭，似一尊泥塑。这时，枪声、冲锋号声仿佛

又在耳边响起，他立起身，爆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叫：‘班——长！班——

长！’举枪朝天放了一枪。大地和星空摇晃起来，远处的山谷久久地回响

着一个声音，这声音使他心里明亮起来……”

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离休老干部薛南这一人物形象，而且把故事发

生的场景描摹的十分生动逼真。阿佤山的黄昏、夜晚，薛南的狼犬，山上

的野鸡、山雀、松鼠、麂子、野兔，无一不是活灵活现。

《血色黄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虽没有任何说教，却有着直击人心的

力量，它用文学手法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常常提到的不

忘初心。

a　段林：《血色黄昏》，《珠江源》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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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温文尔雅的段林心中有着很深的军人情结，他从小就做将军梦，

熟记古今中外数百名将帅的生平以及他们指挥过的战役，对中国及世界军

事史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年轻时只因是头人后代，未能如愿穿上绿军装，

其军人情怀在《血色黄昏》等篇急迫紧凑的语言节奏和高昂激烈的情感浓

度中可见一斑。

《过去的永远过去了》a是一个爱情故事，但不是一个简单的由误会

导致失恋的爱情小说，结尾写道：

“夜幕降临了，天空中跳出了一颗颗晶亮的小星，月亮悄悄钻出云层，

把银色的波光轻轻地洒到大地上，我的心很不平静，刘芹终于离我而去了，

难道我还要再像过去一样，做一个只图享乐的庸汉？不，我要赎回过去的无

知，寻回那失去了的友谊，去走那条艰难曲折的刘芹走过的路。”

这又是一个开放式结尾，钟林也许能够通过努力考取大学，找回失去

的“友谊”，也有可能永远失去这份恋情。失恋使他重新审视了自己原有

的人生定位，矫正了人生的方向。这是一篇催人奋进的励志小说。

段林也写报告文学，《峡谷里的壮歌——临沧地区水利施工队纪

实》b并非枯燥乏味的先进集体、先进人物通讯，文章很有文学性及可读

性，作者用深情的笔墨、感人的细节记述了施工队几代人为建成小竹箐、

南伞、允楞、回东河、马鹿塘等水库付出的艰辛努力，他们是滇西大地上

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建设者。

“有人说水利施工队只有城里人的户口本没有城里人的生活，是的，

他们常年住在山里，缺少大山外面的生活，但他们懂得山高并不可怕，山

有多高太阳就有多高；理想也并不遥远，只要心诚，一步一个脚印，走到

哪里哪里就会留下一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明珠。”

a　段林：《过去的永远过去了》，《金沙江文艺》1984年第4期。

b　段林：《峡谷里的壮哥——临沧地区水利施工队纪实》，《民族文学》1993年第2

期，收入报告文学集《东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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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林文学评论：行云流水，真知灼见

段林文学评论，文字与内涵并不逊色于圈内人。

《—路行程一路诗——读〈荒原诗草〉有感》a对刘仕皋诗集《荒原

诗草》的思想境界及艺术特色，评析得很到位：

“先生的诗充满着浓厚的爱党、爱国、爱乡情怀。先生一路行程一路

诗，用诗赞美祖国的山河，用诗抒发博大的胸怀，用诗吟唱出一首首荡气

回肠、感人肺腑的绝句，诗中蕴蓄着一股正气和崇高的爱国爱乡情怀。”

“先生的诗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娓娓道来，诗的题材来源于生活，经加

工提炼后高于生活，升华为艺术。先生诗集中既蕴含着自然、清新、淡雅

的柔情，又充满着热情奔放、气势恢宏的豁达。先生的诗节奏起伏，婉转

流畅，用意深远，积极豁达，境界开阔，构思用词皆可圈可点，留给后人

一种美的享受。”

《边地深情的歌——读周庆荣先生〈热土地之恋〉》b高处放眼、细

处点墨：

“四十三年里，先生笔耕不辍，用饱含深情的笔，用心中的爱，塑造

了一个个栩栩如生，让读者难忘的形象，再现了傣乡和阿佤山半个多世纪

的历史风云和发展变化。先生用火一般的热情，用手中的笔，为耿马大地

增添了耀眼的光彩。”

“周庆荣先生既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作家，又是一个勇于开拓进取的作

家，更是一个描绘少数民族风情的高手。他为我们塑造出了一批富有新的

时代精神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他的作品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歌颂或鞭

a　段林：《一路行程一路诗——读〈荒原诗草〉有感》，《边疆文学·文艺评论》

2014年第5期。

b　段林：《边地深情的歌——读周庆荣先生〈热土地之恋〉》，《边疆文学·文艺评

论》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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笞，都是从他的心灵深处奔涌出的情感的浪花。他的作品都是在改革大潮

的时代背景下去展现人们的喜怒哀乐，去塑造人物性格，让人思索，引人

品味，给人启迪。”

《心底的歌》a流畅而生动，文采飞扬：

“罗明河先生的《罗哥记》饱含深情，散发着浓浓的泥土香味，朴实

中洋溢着作者对故乡的赤子之情和对人生的感悟，让人回味无穷。真人、

真事、真情，构成了一种真情实意的境界，催人泪下，与人共鸣，使人奋

进。他对故乡深厚的情感，使文章得到了升华，更增加了艺术感染力。”

“文中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用得炉火纯青，让文章像一幅画，更加

引人入胜。”

段林饱读诗书，对作品内涵的把握以及评论语言的组织，信手拈来，

水到渠成。

在散文《逝去的岁月》中，段林回顾了自己的三十载人生经历：5岁

会说汉话，16岁至20岁当知青，17岁担任生产队长（村长），21岁发表处

女作，33岁获“骏马奖”……他一直踏踏实实向前走，一个脚印，一分收

获。

“我没想过要当作家，进了大学校园后，那些被风吹走的日子却常

常浮现在眼前，那些我翻过的山、涉过的水、遇见过的人间喜怒哀乐悲恐

惊，都让我激动。于是我便用笔去勾画那些熟悉的山水、田野、阳光，去

描绘那些熟悉的友谊、爱情、人生……”

如若段林没有走上处级、厅级领导干部的位置，以其文字功底和文学

修养，应该会成为一名著述甚丰的知名作家，但命运女神却让他在最好的

创作年华远离文学，渐行渐远。

a　段林：《心底的歌》，《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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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段林作品，佳作不少，究其成功的原因，首先在于他对故土乡亲

真挚深切的爱；其次，他对傣族生活方式、民风民情、宗教文化的熟悉、

了解，对傣民族性格心理特征的准确把握，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

性和地域性；再次，饱读诗词、博览群书，带来厚重的文化积淀，作品的

语言美、意境美、寓意美，展现了他的文学功力及思想高度；最后，也是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使命意识。 

文如其人，笔者有幸与段林相识、共事多年，段林作品追求的唯美境

界，字里行间流淌的真、善、美，与他日常生活中所秉持的光明磊落、宽

以待人的为人处世风度是一脉相承的。

这正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