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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中国文坛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中原作家群体———河

南作家，他们始终对历史题材情有独钟，并且取得了非凡成就。
自 2016 年 7 月起，作家出版社陆续推出周口作家柳岸的“春秋
名姝”系列小说。 所谓“春秋名姝”，即《公子桃花》《夏姬传》《文
姜传》和《西施传》四部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的统称。众所周知，春
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遭到严重削弱，进
而各诸侯国纷争不断，战乱四起，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变幻莫
测。 在这样的社会里，以公子桃花、夏姬、文姜和西施四大名姝
为代表的女性，因为容颜貌美、性情善良，而不得不成为各国统
治者筹谋政治的棋子。 从个体的视角看，她们几乎都经历过常
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情感历史，但是从诸侯国的视角看，她们
却常常能以聪慧的气质， 为其诸侯国政权的稳定作出积极贡
献。 “姝”，源于《诗经》中的“静女其姝”。 “名姝”，就是著名的美
女，“春秋名姝”就是春秋时期的著名美女。 “春秋名姝”系列小
说，就是春秋时期四大美女公子桃花、夏姬、文姜和西施的个体
传奇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春秋争霸史。

一、作为个体的历史叙述

历史传记小说大多以男性为主，多为帝王、诸侯、名臣等，
如《康熙大帝》和《曾国藩》。“春秋名姝”系列小说则将叙述重心
放在了几位女性身上，从而起到了不一样的叙述效果。

“春秋名姝”系列小说分别书写公子桃花、夏姬、文姜和西
施四位女性的传奇一生，如果仅从题目上看，毋宁说小说写的
就是四位女性的传奇史。 仔细考察这几位女性，我们不难发现
她们都有着绝美的容颜，这也就注定了她们生命历程的不平凡
性。 从公子桃花到夏姬再到文姜，三位女子因美貌辗转于多位
男性之间。公子桃花最先是息侯的夫人，后因楚文王挂念，又成
了楚文王后。 夏姬更是如此，她曾有三任丈夫，并侍一君二臣。
文姜的感情有些尴尬，她在成为鲁桓公夫人后，又与其兄长齐
襄公私通。 如果不是容颜惊人，她们的人生可能不会如此跌宕
起伏。再看西施，她本身就是越王勾践“美人计”中的关键人物。
如果西施的外貌不够出众， 她怎么能担当起如此重要的任务？
在绝美的容颜之外，她们还有特殊的身份。在这四位名姝里，有
三位是诸侯国国君的女儿（公子桃花、夏姬、文姜），有三位是国
君夫人(公子桃花、文姜、西施)，还有三位是国君之母（公子桃
花、夏姬、文姜）。而最为关键的，她们无一例外与当时的政治局
势发生了关联。 文姜出生于齐国，她不仅经历了春秋三小霸的
争斗过程，还深深地陷入各诸侯国的纷争之中。 公子桃花出生
于陈国，却辗转于陈、息、楚三国，不仅见证了息国的灭亡，而且
见证了楚国由盛到衰，以及晋国称霸的历史。夏姬出生于郑国，
此时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她的一生经历了郑乱、陈灭、吴兴、
楚衰，以及晋霸等政治事件。西施出生于越国，是越王勾践和吴
王夫差争霸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当然，在四位“春秋名姝”之外，作者也涉及春秋各诸侯国
的君主和臣子。 譬如，在《公子桃花》中，出现的诸侯国有十一
个，诸侯国国君多达二十七位。 由此也带来了关于诸侯国之间
的斗争史，如《公子桃花》里的重耳流亡、城濮之战，《夏姬传》里
的楚庄王灭陈、称霸中原，《西施传》里近四十章节的吴越争霸，
等等。甚至各国的臣子如越国的范蠡、陈国的孔宁和仪行父，作
者也给予了较多的笔墨。 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出场在更多的意
义上还是居于衬托的作用。

作者从女性个体而不是君臣的视角重写历史，就表明了她
对于历史的崭新理解。考虑到四位女性分别出生在春秋时代前
中后时期，又因为她们与当时的君主、大臣都有交集，而生活在
春秋政治的漩涡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四位传奇女，一部
春秋史”，并不为过。

二、“春秋名姝”的别样叙述

关于“春秋名姝”，柳岸曾这样说：“我只想以史料为骨骼，以文学为血肉，丰满复活
这个人物而已。 ”柳岸对于公子桃花等女性进行了重新理解，如果说在以前的历史叙述
中，这些人物已被打上某种固化的印记，那么，在这个系列的小说里，她们的形象则因
为作者对于历史的崭新理解而发生了变化。

《夏姬传》中的夏姬就是这样例子。 在既有的历史叙述中，夏姬被描述为妖姬，被骂
作是淫荡不堪的女子，更是被批判为“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的罪人。 柳
岸并非不知道既有的夏姬叙事，但是她没有按照既有的模型叙述夏姬，而是在历史文
献的基础上，赋予夏姬以新的认知。 在小说中，夏姬是一个率真聪慧、向往爱情，却又无
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女子。 少女时期的夏姬曾与兄长偷偷跑出王宫，去体验郑国的春浴
节风俗，从河边溪水的玩闹，以及她被救时的羞涩，足以看出其天真烂漫的少女性格。
由于郑、陈两国意图政治联姻以敌强楚，夏姬便被作为一颗棋子嫁于陈国司马夏御叔，
但是她没有想到，她的公爹子夏会认为自己的美貌是不祥之兆。 夏姬不仅没有心怀恨
意，反而越发恭敬，不仅努力学习陈国礼仪，还劝说夏御叔纳妾，最后取得了子夏的认
可。 可以看到，出身尊贵的夏姬并没有刁蛮的性子，她在陈国识大体、顾大局，是其聪慧
的表现。

《文姜传》中的文姜同样如此。 据文献记载，文姜因与兄长乱伦而备受后人批判，刘
向曾将其列入《列女传》中的《孽嬖传》。 柳岸走访临淄和曲阜的文化研究人员时，他们
也不太愿意提起文姜这个人物。 然而，在《文姜传》中，作者却将其看作是春秋时代的传
奇女子，她不仅经历传奇，还有着出色的政治才能。 在大臣们为纪、夷两国事件争执不
下时，文姜提出了巧妙的策略，齐僖公以此不仅保全了齐国，而且巧妙地处理了齐国与
夷国之间的尴尬之境。 虽然齐国最终没有完成对纪国的复仇，但将国家安全置于仇恨
之上，无疑是文姜雄才大略式的才能展现。

胡平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又需要不断回溯历史，以现世的目光反省人类
自身的文明与演进。 ”同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观念里，作者摈弃了既有成见，带着“每
个时代的人们，遵从着不同价值观的制约，对两性关系做出不尽相同的评价”的希望，
重新书写了作为历史女性的“春秋名姝”。

三、“春秋名姝”的选择叙述

春秋社会包罗万象，不仅有很多传奇故事，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大发展的聚集地。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如果不对历史材料进行有效的选择，那么小说就会成为塞
满史料的文献记载，而无法成为具有故事情节的小说。 在创作“春秋名姝”系列小说之
前，柳岸不仅竭尽全力去了解其历史背景，而且在网上查阅大量资料，尤其是在创作
《公子桃花》时，柳岸曾经花费三年时间去研读春秋历史，可见柳岸对史料的重视程度。
可贵的是，柳岸在创作小说时，并没有将全部史料纳入其中，而是对其进行了有效的辨
认和挑选。 譬如，关于夏姬，西汉刘向《列女传》载：“三为王后，七为夫人”。 柳岸对此提
出质疑。 又如，春秋时期，除了楚国和后期的吴国、越国的国君称王之外，其他诸侯国的
国君均没有称王，等等。 柳岸没有沿用此类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柳岸不只是对历史文
献进行选择，而且有意识地将文献进行了嫁接。 如《西施传》里“西子宫”的建造。 现今，
在诸暨市区南侧浣纱江畔有一座西施殿，据历史考察，在唐代时，诸暨苎萝山上就出现
了浣纱庙。浣纱庙是纪念西施的寺庙，其最早记载的文字见于唐代诗人的诗句中。而在
小说里，作者以“西子宫”代之，指出这是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为纪念西施而为之建造
的。 作者如此处理材料的做法显然是为了凸显西施之于越国的贡献。

当然，小说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文献的选择上，还体现在作者的创作上。 譬如，《西
施传》揉碎了《庄子·天运》中东施效仿西施的历史故事，进行了二次创作。 原本故意模
仿西施心口疼而使人生恶的东施，在这里，成了一个善良、令人欢喜的小姑娘。 东施虽
然外表丑陋、身材臃肿，但依然有着小女孩般的天真，并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她如所
有的女子那样，有一颗爱美的心。 柳岸作为一位女性作者，在女性视角下，通过独特的
想象力和细腻的文笔，塑造了一位外表不完美却有一颗追求美的心的少女，并使其美
学追求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

“春秋名姝”系列小说为读者呈现了历史上四位女性的传奇经历，她们的生活内容
各不相同，结局也各有所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的经历都可称得上是一种“传奇”。
当然， 由于她们均居于春秋时期的关键时期， 并深深地介入到了缠绕的历史之中，所
以，她们的生命史也就是另一种春秋的历史。 作者并非无意于春秋历史的既有书写，但
是，当她将所有的视野都专注于历史中女性的命运历程时，其实是想透过女性个体去
寻求“合理地解释这些事件何以发生”的一种可能。 从这一点而言，柳岸事实上是在做
着一种严谨的工作，那就是开放我们的历史观念，其时代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她
再现历史，严谨周全”“仅此一点，已使这部书具有重要价值”。

———浅议郭志刚的乡情散文

张恩岭

时代的记忆 纯真的散文

在当今文坛和大众阅读中，散文
是颇受欢迎的一种文体，因为散文创
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

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偏重于对
客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
又主要以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

实感打动读者。
在郭志刚近年来发表的多篇乡

情散文中就体现了散文的这一本质

特征。乡情散文是基于作者在故乡的
一段记忆，乡情是一个人生命中在故
乡的经历， 它不是印在故乡的大地
上，它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郭志
刚的散文，就在不断的写作中，在散
文的文学美质上达到了一个令人耳

目一新、令人倍感亲切的可喜境界。

时代的记忆

散文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强调

真实，追求避虚就实的真境界，不允
许夸张和虚构， 常给人一种如闻其
声、如临其境的美感。 郭志刚的散文
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真实。他所记
叙的人物和场景大都是改革开放前

几十年间豫东农村生活的真实场景。
这诸多场景， 随着现代化的飞速发
展，已经成了时代的记忆。 他所叙述
的故事，无论对于我们的历史记忆或
情感记忆，都是有巨大价值的。 因为
他所记述的生活和情感，可以说是我
们上几代人的生活之根、 生命之根、
情感之根。 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在
那个根上生长、发展而来的。因此，我
们不能忘了我们的根，也就是说不能
忘本。

郭志刚的乡情散文，主要有《乡
村的老井》《过年》《麦收》《清明时节》
《走亲戚 》《一副银镯子 》《推不完的
磨》《最忆是春天》等。在这些文章中，
当年农村的景象清晰可见：“那时一
个村子中只有一眼井，全村人都靠这
眼井去生活。 一到晌午，各家各户都
去打水，身强力壮的汉子用扁担挑着
两个大水桶。 那时的水桶是用木做
的，中间用铁圈箍着……后来，村里
出现了压井，老井一天天受到人们的
冷落，大学毕业后竟发现老井不知什
么时候被人们填平了。 ”（《乡村的老
井》）

读了这段话，不禁令人唏嘘。 是
啊，水是人们的生命之源。 但现在人
们喝的已大都是自来水、 纯净水了。
恐怕四十岁以下的人就很少看到过

这种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多少代人

的生命之井了。 郭志刚的这篇散文，
给我们留了时代的记忆，也留下了永

存心底的、亲切的感恩情怀。
在《麦收》一文中，作者写道：“天

还没亮，麦田里的人影绰绰，人们弯
着腰， 一个撵着一个地挥舞着镰刀，
谁也顾不上说话。当太阳在东方地平
线上露出晚起的红脸，老人和孩子们
提篮端罐地往田间地头送来早饭时，
麦地里一捆捆的麦个子已顺着麦垄

排成长长的队伍了。 ”
作者在文章中还写了“造场”“打

场”“垛垛”的情况，都很原始，也是现
在的人们再也见不到的场景了。我们
现在看到的是那庞大的收割机，瞬间
把活泼的金色的原野化成光秃秃的

土地，把那金灿灿的麦穗瞬间变成没
有活力的麦粒。 但是，那些留给我们
无限温馨的真实记忆，已经被作者留
在了纸上。

散文就是这样，没有多少复杂的
技巧需要掌握。 散文常常强调真实，
虚假是散文的大敌。散文的特征就是
做艺术真实更接近生活的真实。郭志
刚的散文，正是直率地没有修饰地流
露出这种自由的、真实而又真挚的美
感。

深沉的真情

散文天生就是抒情的，在文学艺
术“抒情”的赛场上，情之最真、最痴、
最自然者莫过于散文之情。 但，散文
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

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它对于客
观的社会生活或自然图景的再现，也
往往反射或融合于对主观情感的表

现上，它主要是以内心深处迸发出来
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的。 这一点，在
郭志刚的乡情散文中，也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

作者在《一副银镯子》中写道：在
改革开放前的贫穷岁月里， 一副银镯
子是女人最心爱最珍贵的饰物。“过去
娶媳妇时，男方家即使再贫穷，也要想
方设法打上一副银镯子作为聘礼送给

女方。”可本文作者的父亲在迎娶他母
亲时，家里就偏偏打不起这副银镯子。
正在他爷爷为此事发愁的时候， 他的
已过门几年的伯母却取下自己的银镯

子，送给父亲，作了父亲送给母亲的聘
礼。于是，这副镯子就成了母亲一生中
最值钱最珍贵的首饰。 但作者长大以
后， 却亲眼看到母亲把这一副镯子郑
重地送还已经病重的伯母时的场景，
因为母亲早已知道了这副镯子的来

历，也早已记下了伯母的深情。作者写
道：“母亲说， 大嫂， 我把镯子还给您
吧！说着就去摘手腕上的镯子。这时十

分虚弱的大娘不知哪来的劲， 一把抓
住我母亲的手，声音很小，但却坚决地
说，他三嫂你戴好。 戴好，别摘……两
个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眼睛里
盈满了泪花。 ”

当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时， 竟然
流下了热泪。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
情景，更是那个时代的人间真情。 今
天，当人们在下聘礼时议论着“三金”
需要多少克才显得体面时，我们才真
切感到清贫时代，那种纯朴真挚的人
间真情多么可贵！

如此纯朴、自然的，却满含深情
的文字， 在郭志刚的散文中随处皆
是。 他在《过年》一文中，有这样一段
描写， 似乎只是一幅热闹的场面而
已，过年时，“孩子们最盼望的还是熬
肉，平时人们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回
肉，这个时候就可以大快朵颐，你看
孩子们啃骨头的那个样子，那真就叫
馋叫香，这是人们童年记忆中最激动
人心的时刻。 ”作者的抒情就在这朴
实的叙述中，对童年时代那种单纯而
又满足的幸福感、快乐感，深深地感
染着我们。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还有这
种体会和感受吗？ 没有了。 当然，“没
有了”也是一种社会的发展。 但这种
过往年代那种童年虽然心酸却也单

纯快乐的情感就这样记录在作者的

散文中， 也留在了历史的时光中，更
留在了我们情感的深处，慰藉着我们
的心灵。

朴实优美的语言

散文的写作也讲技巧，没有技巧
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 但在散文
中，所有艺术技巧运用的成败，无不
决定于运用语言的优劣。散文是人的
灵魂同语言的完美合作。而对散文语
言的要求， 就是如何运用自然流畅、
形象生动而又优美的语言来完成散

文的创作。
首先，散文的语言讲究华丽而不

做作、朴实而不贫乏。 尤其是一些记
人叙事的散文语言，一般都采用朴质
无华、通俗易懂而不失优美的语言表
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这种语言必须具
有洁净、流畅并且蕴藏着感情浓度和
思想力度的美质。 对于这一要求，在
郭志刚的 《清明时节》《最忆是春天》
等文章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农村还很
贫穷，不像现在到处都是花。 只是谁
家院里种了桃树、梨树或杏树，才能
看到少许的花，正因为少，才显得弥
足珍贵，惹得全村人都来观看。 我小

时候印象最深，感觉最美的是我大爷
家的大榕树。 春天来了，榕树开出粉
红色毛茸茸的花，形状像梳子，十分
漂亮。记得我们村东头泥河岸边有一
个桃园。 满园的花儿最是好看，但看
园的人不让我们靠近， 只能远远地
望，好在油菜花开了，我们可以在油
菜花地里尽情地游玩。那金黄的油菜
花香气扑鼻。 还有蜜蜂，蝴蝶飞来飞
去，真是美不胜收。当然，对于孩子们
来说，最喜欢的还是桐树花，不光因
为喇叭状的桐树花好看，最主要的是
桐树花可以做成有趣的玩具。 ”（《最
忆是春天》）

这一段文字读来让人眼前一亮，
可真是一个朴实鲜明、五彩缤纷的世
界， 它的活力和新鲜让你心旷神怡，
似乎一股花香沁人心脾。如果没有这
样一段童真的叙述和色彩明确的语

言描绘，那么，这篇散文可能就失去
了清纯而又活泼的神采。

同时，散文的语言还要求节律优
美，这对于散文是非常重要的，有人
说，散文的语言应如“珠落玉盘”，流
转自如，富有韵律节奏、和谐优美，读
起来朗朗上口。诗一样的语言如小桥
流水，起伏跳荡，有一种无形的节奏
韵律，给读者以行云流水般的美妙感
受。

郭志刚在《清明时节》一文中写
道：“清明时节，气温转暖，阳光明媚，
草木萌动，百花盛开，气清景明，万物
欣欣向荣，自然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
景象，是人间最美好的时候。‘人间最
美四月天，春城无处不飞花。 ’‘几处
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
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春意
盎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是这个时
节最好的写照。 ”

我非常喜欢这一段优美的文字，
有着一种诗词的节奏美，同时，作者
又巧妙自然地引用了一些描写春天

的古诗词，恰到好处，给文章增色不
少。

辞章之美是散文审美的重要因

素。郭志刚的散文以纯朴、真挚见长，
同时，优美精彩的语言和段落时而散
落其间，闪烁出令人动情的魅力。

总之，散文是我们阅读和写作中
常见的一种文体。 她具有鼓舞、教育
和审美作用，可以慰藉我们的民族精
神，陶冶民族情感，是我们自我保存、
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精神动力与

源泉。我真诚地希望类似郭志刚乡情
散文的作品能更多地出现，这是一种
对历史记忆的抢救，也能更好地发挥
其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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