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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彭愫英散文集《怒江记》的地方主义叙事

周 杰 张羽华

一、引 言

彭愫英作为怒江的白族作家，其散文创作体现出了独特的地方性特

色。品读她的散文能让读者看到无数怒江乡民的淳朴脸庞，感受到他们独

有的风土人情风貌。正如她所说：在行走和书写里，我不断成长，灵魂蜕

变，不再沉溺小家碧玉似的怨怼。我没有逃避文字的挑战，心灵皈依文

学，让文字感染更多心灵。她的长篇小说《枣红》、中短篇小说集《古道

碎花》、游记散文集《盐马古道》、散文集《兰馨一瓣为你开》《追风逐

梦》等作品，为我们描绘她最熟悉的怒江所处的滇西文化，讲述在滇西北

发生的故事，用怒江人的方式展示怒江人风貌，使其作品具有了“滇西味

儿”。从内容层面来说，就是讲述怒江多民族和谐共居地的故事，即围绕

盐茶古道穿插真实人物经历（包括自己的采访经历），展现丰富多彩的怒

江文化社会生活，触摸怒江灵魂，揭示如大山般屹立、如怒江般长流不息

的民族精神。从话语层面来分析，用滇西北方言话语来建构“怒江生活，

怒江记忆”。

彭愫英始终游离于怒江边上，穿越高山，跨越沟壑，寻找地方记忆

中的风景和人文历史，以此为未来地方的考证提供有效的注脚。她关注那

些山高水远的地方人们的脉搏是怎样跳动怎样焕发出力量，感受那些偏远

贫困地区的奇异生活习俗的色彩是多么的斑斓，由此了解到地方人、事与



文学评论

·289·

文学评论

·289·

景物的美妙之处，也知道了“火塘夜话”“观音会”“东方情人节”“抢

亲”“新米节”种种风俗习惯和生存哲理。因为“边远地区”人们的生活

样式尽管带有奇异色彩，尽管边缘化，但它还是深深地扎根在祖国大陆这

块肥沃的文化土壤里面并且生生不息。地域与中心繁华相比较尽管差别再

大，也只不过是在一个大的文化圈子里的差别而已。有的时候，我们往往

会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不平衡性作为切入点找准关键，由此才更能深入地

观察、了解熟悉一个更大的事物或更奇异系列的事物。把握和体会地缘结

构呈现出的人文情怀，相反却更能折射出中心的特质。《怒江记》体现出

作家对地方的叙述与阐释，重振民族历史文化的记忆，绘制了当代西南边

疆美好地图，具有强烈的地方性抒情和记事色彩。因此，我们从地方性叙

事视角解读彭愫英的散文集《怒江记》，就显得合理而有必要。

二、历史知识与地方性叙事

在彭愫英散文集《怒江记》中同样为我们展现了滇西北怒江州人们

的生活风貌，描绘出了独特的西南边陲多民族聚居之地以及怒江地区的历

史与现实，彭愫英通过素朴而坚韧的个人书写，打开了一个怒江大峡谷的

通道，当我们在领略雪山与大河的同时获得阅读的审美愉悦，也获得了难

得的地方性知识，同时还扩宽了我们的阅读视野。彭愫英把地方性历史知

识巧妙绝伦地融入了散文集《怒江记》中，上篇涉及的篇目有“盐工的故

事”“杨玉科家祠”“兔峨土司府”，下篇中的“六库土司衙门”“片马

的烽火岁月”等这些篇目或多或少为我们介绍了怒江州在过去远古时代中

的种种经历，以关照现实般而又不加修饰地笔触描写，把那一时期的人民

生活状态栩栩如生地描绘，丝毫都没有保留。

当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的时候，过去的历史也就不断积淀而被遮蔽。

而作家对历史知识的叙述也就自然地成了历史知识传播的媒介和力量。或

许单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记忆历史，能够获取历史的知识。但是如果从

文学的角度去记忆历史，就显得更加有艺术内涵，从而增添了历史的审美

特色。如《杨玉科家祠》之中描写了一位英勇爱国的将军杨玉科。他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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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838年，出生地在兰坪县营盘镇西营村，18岁那年加入了清军，由于忠

心报效朝廷一路官运亨畅。到了1884年，中法战争全面爆发，杨玉科率领

的广武军三营火速奔赴前线，英勇抵御外敌。他身先士卒，不惧艰险打了

多场胜仗。在镇南关文渊一战中，广武军将士们与数倍之敌厮杀，毫不畏

惧和退缩，杨玉科不幸中炮阵亡，壮烈殉国。百姓们听闻了这个消息后难

掩悲痛的情绪，心情久久无法平复。众所周知，中法战争爆发时期正是我

国清朝末年回光返照之时，在当时面对着强大的法国侵略者从越南边境入

侵，正是由像杨玉科这样的爱国英雄人士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挺

身而出用自己年轻的血肉之躯抵御了侵略者，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

杨玉科的壮举展现出了怒江州人们英勇战斗的民族气概和不惧压迫敢于斗

争的民族气节。同样在《盐工的故事》中还写到了民国六年（1917年）农

历正月初六，拿着大刀弩弓的傈僳族和沛三抗暴政的起义队伍从长涧出

发，把拉井四周的关卡通道占领了，打败缉私队的顽抗，占领场署。在兰

坪没有正式设县以前，拉井场署是一个集行政、司法、盐政管理于一身的

封建官僚统治机构。起义队伍没收场署财产，处决作恶多端的盐场场长，

打开盐仓，给穷苦百姓分送盐巴，焚毁了场署。后来起义部队遭到了残酷

镇压。“1948年5月，中共滇西工委成立。在中共滇西工委的领导下，兰

坪县的通兰暴动取得胜利；不几天，拉井盐场护井队和平交枪，拉井解

放。”场署的罪恶史，终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兰坪的解放而结

束，但盐马古道上的悲歌和凄惨故事，留在了老盐工的记忆里难以抹去。

作者由远到近地描写了与兰坪县有关的历史知识，好似一位温婉和蔼

的老人在轻轻呢喃，从她的笔下我们知道了杨玉科——一个在作者小时候

就已经耳熟能详的名字，让兰坪县人自豪的不仅仅是因为杨玉科将军抗击

法军的英雄事迹，他参军发迹后不忘记报效桑梓，修路、整顿拉井盐矿，

使得拉井经济得到空前繁荣。同时，他又招引和鼓励外地商人来到营盘经

商，显而易见，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杨玉科的地位是崇高的。杨玉科所处的

时代正是清朝到民国过渡时期，当政腐败，各种矛盾冲突日益加剧，税多

且重、盐贵如珠玉，这种大的社会形势下就有了《盐工的故事》当中的反

暴政的起义发生。彭愫英以一种哲学性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感慨，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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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之中体识一种更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蕴，她在描写面对侵略压迫时，从怒

江州人们身上看到一种人格的不屈与坚贞，同时又给予我们反省性的批

判，如《六库土司衙门》中她写道：

清朝末期爆发片马抗英事件，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而片马的傈僳族头人勒墨夺扒，率领各族人民英勇顽强地抗击英国侵略

军。六库土司段浩出面号召泸水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组织了400多人的

弩弓队，亲自率队前往片马抗英，与勒墨夺扒的蓑衣军并肩作战，保卫祖

国领土完整。段浩的爱国情怀受到李根源的赞赏，题匾表彰。年轻时参加

过片马抗英的老土司段浩，耄耋之年又率先投入到抗日前线。

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下，云南怒江州人民不惧战争的残酷与险恶团结

一心共同抵御外敌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概， 让我们深深地敬佩这些既可

爱又勇敢的人。彭愫英说：“品读茶盐古道，等于品读怒江近百年历史，

不仅品读古代近代的走夷方历史，还品读现代的新农村建设、整村推进建

设、数字化建设等。” 怒江州这一片西南边陲的土地，多灾多难并没有让

它倒下，相反地却造就了人们英勇无畏、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

三、民族风景的审视与叙述

彭愫英的散文集《怒江记》以自己的游行为线索，把沿途所见所闻

穿插于一体，这本书由上篇、下篇、后记三部分组成，其中上篇有19篇散

文，下篇16篇散文。文章中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是特色之一，山峦、田野、

树林、河流，不同的时空，景致不同。作者迷恋于旅途中的自然风光，运

用诗画结合的艺术手法，致力于构图，且注重着色的层次性、情感性，向

读者呈现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自然风景画。“与现代性在中国新时期文化语

境中的发生相关，边地作家对自然风景的书写，基本经历了一个从‘人

化自然’到‘异化自然’再到‘生命自然’的嬗变过程。”在这部游行散

文集中风景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自然环境通常有烘托气氛、渲染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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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作用，抒发作者的情感，而在彭愫英笔下更多的是体现了诗意的批

判和人道主义的关怀，但对于文本之外的读者而言，却是一个难得的有意

义、有价值的富饶世界。因此，笔者试从风景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在细读

《碧罗雪山鸟道》《盐工的故事》《富和山行》《相约情人坝》《古道密

码》《升起在怒江上的彩虹城》《听命湖，凝结于红尘的一滴泪》《山野

的表情》等作品的基础上，探析《怒江记》中以批判和关怀为指向的自然

风景描写所呈现的艺术世界和思想内蕴。

《碧罗雪山鸟道》一文中，对首站一台坡和第二站二台坡的描述里，

写道：

早晨7点，我在猴子岩村组长雀山保的带路下向着碧罗雪山出发，一

路鸟鸣啁啾，杜鹃含苞待放……

高大的冷杉耸立眼前，一蓬蓬箭竹顶着枯黄的盖子站立在路两边，山

黛青，雪洁白，野花零零星星开放，或黄或红或紫或白，在一地枯黄里显

得格外耀眼……路倾斜向前，山峦一层接着一层，颜色由深到浅，波涌向

天边。山与天相接处，雾霭重重。云如潮水般一波接着一波向碧罗雪山涌

来，云絮白中泛着点点碎红、碎蓝。也有的云像撞向礁岩上的浪花，大团

大团地四散开来。

作者的情与心完全融入大自然情景中去了。这段景物的描写，不仅从

景物的细节着手观察，而且还以传统诗画的技巧向读者呈现一幅碧罗雪山

美丽风景画。随着作者一路向前，越往前走，冷杉就越发矮小，竹子也越

来越细，初夏的碧罗雪山峰巅风景跃然纸上。在彭愫英笔下，碧罗雪山的

冬天记忆多了几分肃杀与沉重，给人一种压抑的冷色调。枯黄色的草、一

片一片厚重的云雾，让人感到沉闷、苦涩，使人不由得紧绷了心弦。散文

中的背盐人就是长期在这种恶劣自然条件下，冒着重重艰险换来生活所需

品，在碧罗雪山鸟道上来来回回无数次，为家里人带回生活的希望。

面对着恶劣的自然条件给人们所带来的苦难记忆，彭愫英用一种冷

静、同情的笔调记录了下来，给人一种新的启迪。她在《碧罗雪山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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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写道：“雀山保描述道，碧罗雪山上最美的季节是端午节，雪山上开

满了杜鹃花和不知名的花，红的、白的、黄的、紫的、蓝的、青的、橙

的，各色花儿就像彩虹般艳丽，碧罗雪山成了花的海洋，美景可持续一个

多月。可惜我是在端午节前翻越碧罗雪山，与雪山峰巅的花仙子们错过

了。”这句话内在的意义在于以客观化的景物转换来建构诗意的地方空

间，回避了个体主观情感的泛滥和简单的空乏议论，使得思想、情感与

景象有机的融合于一体，深刻地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思维视野和叙事眼光，

折射出作者对地方性景物的深厚情怀，以及与雪山上的花仙子无缘的遗憾

心理。有的学者指出：“最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将‘风景’和主题表达结

合得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佳构，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成为最好的审美选

择。”这是不无道理的。在远古时代人们对世界存在的不能解释的现象，

会认为是上天的旨意并对此深信不疑，这条被喻为死亡之道的盐马古道在

历史的长河中见证了人们的苦难、欢欣，碧罗雪山鸟道历久而弥新。

在彭愫英笔下，另一种风景的描写却有一种浑然天成，清新凝练之

感。作者以“游览者”的眼光去观察自然，亲近自然，描写自然。尤其是

以采访者视角展开的《富和山行》中，“山风从另一个垭口溜走了，平静

的雾湖没有漾起波纹，湖面没有一丝雾，山如鲤鱼般横卧湖畔，倒映在水

面，垫状杜鹃犹如淡墨点点，随意点缀湖畔。熟悉的气息从湖面涌来，心

暖暖”。当作者与友人到达雾湖垭口时，太阳刚刚初升，一束束太阳光撒

向富和山。“阳光透过冷杉树，抚慰走在原始森林里的身影。”“过往中

的枯叶化作泥，表面的荒凉孕育生命又一轮亮丽。”作者以采访者的身份

视角来到富和山倾听了年大哥一家人的遭遇，了解了彝族婚俗随时代的改

变，听闻了年轻哨长与背盐女的前世孽缘，这时的自然风景为烦恼苦难中

的人们带来安慰，送去心灵上的温暖。作者将自己的情感同自然风景巧妙

地融为一体，正如她所说：“我没有俗尘欲望，只有醉品大自然的知足和

感恩。”

彭愫英散文集《怒江记》下篇部分以更加娴熟的文笔，书写作者记

忆中与眼前的乡土，一个地处滇西北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小地方，在这

里的人们生活单调或愚昧或善良，却丝毫不减对生活的希望。散文《独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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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独龙江》《听命湖，凝结于红尘的一滴泪》中对自然风景的描写自

然流畅，让读者兴趣盎然。听命湖位于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内，处在万山

丛中一个海拔近3400多米的台地上。竹子在这里生长的异常繁盛而郁郁葱

葱，绕山饶水，从片马湾草坪顺着峰峦走势，曲曲折折向着听命湖而来。

满山遍野的竹子，随着海拔升高，由粗到细，与冷杉为伍，与大树杜鹃

为伴，不因季节而枯黄，蓬勃生机令人忘却大山的冷峻，听命湖就像一个

舞台，云霞是布景，静候我们观众的到来。“湖左面的山峰上涌起一团红

云，就像神灵放响烟花爆竹，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需要提及的是，《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在论述作家的散文

时，认为彭愫英的“《怒江记》有着修辞立其诚的品质，它通过素朴而结

实的个人书写，打开了一个怒江大峡谷的通道，让陌生人可以循着这条道

路走向莽苍瑰丽的雪山与大河，在阅读的审美愉悦同时，也获得了难得的

地方性知识。”的确如此，散文《独龙江，独龙江》中作者对雪山的描绘

让我难以忘却，深深地被这美景所折服：“雪线蜿蜒，高黎贡山上的雪在

阳光下熠熠发光，五彩云在原始森林上空飘逸。大树杜鹃盛开红艳花朵，

不断向行人招手。樱桃花开热闹，或白，或黄，或红，点缀森林。”“雪

山”这一滇西北独有的自然风景，作者用清澈鲜活的语言，一种明朗快意

的情调，这些质朴清晰、舒活自然的文字，令人浮想联翩，三月里的小城

里人事风情、民俗风物，该是多么幸福、多么有情趣，让人向往，欣喜不

已，一种强烈的阅读期待油然而生。

在彭愫英散文集《怒江记》作品中，她对自然风景的创新、开掘以及

新的书写，让我们见到的是真正富有活力、诗意温暖的自然世界。《碧罗

雪山鸟道》《听雪》《独龙江，独龙江》等作品对充满灵性和诗意自然的

展现，成为其作品艺术魅力和审美情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写自然，

描风景，其笔触是精致的，文本中贯穿着一股生生之美。以“万物都有灵

气”的观念写花草树木，写牲畜飞虫等自然景象，反映大时代背景下人们

的生存状态，对神灵的虔诚之心，更是一个荡漾着诗意与温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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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生活的体验与感悟

不同的民族体现出不同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价值理念和精神心

理。这在作家的创作中尤为强调这一点。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处滇西北，

因边境线长、偏僻交通不便等诸多原因，贯穿境内的条条古道，有的至今

还走着马帮和行人。云南怒江地区沿江生活着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少

数民族，其中傈僳族占大多数，以傈僳语为主要通行语言。傈僳族是我国

西南地区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作者笔下

盘缠交错在怒江大地上的条条古道，连接滇藏茶马古道和滇缅茶马古道，

盐茶古道记载着怒江人走夷方的艰辛、记载怒江古今变迁及人文变化，展

示多民族和谐共居地风貌。

在《盐工的故事》《速写西营村》这两篇散文中，彭愫英孤身一人

走村串寨，在大山深处与村民交谈，用质朴之笔记录生活，融入当地人

文风情里。在《盐工的故事》中，作家以独特的生命感悟写出了背盐人生

活的艰辛，就如文中所写“赶马三年不歇店，处处留下冷火塘。伤心不

过赶马人，赶了一程又一程”。盐马古道是由背盐人的汗渍和马匹的白骨

铺就而成，作者与当年白发苍苍的耄耋之年的背盐人交谈时，总是湿了眼

眶。家住拉井镇期井村的李贤慧老人用“苦够了”三个字总结了自己的盐

工生涯。从她的讲述中了解到，民国时期，怒江州既偏远经济又落后，人

们生活异常艰辛。她15岁时还没有裤子穿，用来遮羞的却是一件布满了补

丁的母亲的长衣，在寒冷的天气里背盐卤水煮盐巴。她的阿爸到拉井安家

另过，撇下阿妈、弟弟和她，日子过得简直比盐卤水和黄连还要苦，那个

时期与李贤慧老人有着相似遭遇的人还有许多。“现代游记作家礼赞自

然，宣扬自然生命观。自然孕育了生命，自然本真的生命状态，让游记作

家悠然神往。”彭愫英用原原本本的真实笔触向我们展现了怒江的一段艰

难岁月，曾走在盐马古道上的背夫及马锅头不敢奢想会有现今安宁富足的

生活，令读者深深地共鸣在作者的心声里，“盐马古道是一本书，只有理

解透了，才能体会到从苦难里过来的一辈人内心奔涌的情怀，理解‘苦够

了’这句话浸透辛酸泪水，理解他们为何发出‘现在过着这样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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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愿多活几年’的心语。”现实给了人们力量和信念，促成了滇西北地区

发展和多民族融合交流的新起点。人们朴实地认为，无论在任何年代，只

有勤于劳动日子才好过，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百姓坚韧如山的

性格和乐观如溪流般的生活态度。 

现如今，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人们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已

不再是当初爷爷那辈西营村人往返碧罗雪山鸟道，还要随身揣着六七双草

鞋出门，回家时草鞋没了的情形，新农村建设令西营村旧貌换新颜，村里

的房子都是两层楼民居，青瓦白墙，水泥抹墙角，水泥铺的村路通向每家

每户门口，记忆里的茅草房和木板房荡然无存。西营村旧貌，作者描写了

另一番景象：

最糟糕的是春节前用水，村里整天响着舂碓声，舂饵块、糍粑用水

量多，水塘里的水往往被舀得现底。这时节，村里出现一大奇观，妇女们

背着脏衣服以及拆洗的被套，手里拿着盆子和捣衣锤，女孩子们背着洗衣

粉、香皂之类，紧跟着母亲，穿过村子，经过魁星阁往澜沧江而去。洗衣

服的队伍到江边后散开在江畔，各自为政，捣衣声此起彼落。山歌就像捣

衣棒撩起的江水，撒落山谷里，引得赶马汉子不时“哦回回”地打招呼，

用山歌挑逗洗衣服的女人们。女人们大大方方用山歌回敬，赶马汉子趁热

打铁，一时间，山歌唱响澜沧江峡谷。云朵经不住诱惑，从高远的蓝天跌

落到峰峦上，挥着长袖伴舞。更有那多情的风，不时摇动芦苇，晾晒在芦

苇上五彩缤纷的衣物，优哉游哉地为山歌敲打拍子。

另外，彭愫英以独特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悟描绘出了自己最熟悉不

过的滇西北民族生活图景。在《怒江记》的写作过程中，作家彭愫英不仅

仅是目击者，更是生命和生活的感悟者与感受者。在不断地行走中，把隐

秘悠远的历史找寻，在对坚韧顽强的群体描摹中，作家叙事客观，同时又

抒发内心的个人情感，将盐马古道作为与外界沟通联系的文化纽带，开启

了怒江的神秘之门，带给读者情感和认识。作家先是感受到了怒江的独特

自然风光，《宿命》中极具地域性的描写，展现出了人们对于自然的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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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自然所赋予的一切纯净美丽都不可侵犯。其次西南地区作为大部分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融汇着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作家本人也是白族，因

此对于信仰和神灵也格外的感激和尊重。《金鸡寺游记》《祈福山神庙》

《轩辕故里观音会》，作家把自身的体验感悟书写其中，带给人精神上的

洗涤和升华，将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神灵和信仰所能寄托的万般情

谊，仍旧引起人们的思索。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富强，人们的物质生

活得到改善，精神风貌也得到改观，不由得想到李贤慧老人的愿望，就是

盼着自己多活几年。现在人们建盖房子不再用木头木板，钢筋混凝土楼房

不断出现在老屋旁边。现在的生活富足了许多但却一直保留了之前的节日

风俗，村风古朴，人心向善始终是这片土地上人们永不忘记的信念主题！

今昔岁月变迁，古迹民风依旧，这是怒江的生命，怒江人民的魂。读《怒

江记》，令人共鸣于旅程中内心净化、自我成长、坚守信念而不停下脚步

的生命领悟。

五、结 语

彭愫英散文集《怒江记》所展现的滇西北人们的生活状态、心理结

构和生活方式，作家选择性的整体描写结构模式，表达了边远作家对本土

写作题材的一种探索与理想追求。这种具有地方性叙事的写作理念与地方

性叙事的表现形式，是彭愫英在文学创作中独到的生存体验和艺术感受。

它真实地再现和传达出“怒江魅力”，同时呼吁更多的作家和人们关注怒

江地方化遗产的现状。彭愫英出于对家乡怒江的热爱，行走茶马古道，徒

步崇山峻岭、山野田间，同各种各样职业的人交流，将由于历史或者社会

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人们对怒江州的忽视，以散文的方式向外界传播，有

力地表现了散文的当代功能价值。散文集《怒江记》描绘滇西北独特的地

形地势、民俗民风、人与自然以及历史和现在，经过作家理性客观描写自

然，使自然物象具有了某些人的特征或是精神气质，这种对自然的关照与

审视其实质上是在对人类自身的一种折射与反思。我们不得不强调的是，

怒江州作为一个位于祖国边疆的地方，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和



想象与叙事
——2021 年云南文艺评论汇萃

·298·

想象与叙事
——2021 年云南文艺评论汇萃

·298·

人文底蕴，作者以一种人文情怀，在全球化语境下用笔点滴地记录着、思

考着、生活着。彭愫英散文的地方性叙事，无疑为当代散文提供了一种范

式，一份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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