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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修辞四体演进视野下的
“大巴山作家群”
———以田雁宁为例

任伟

　 　 摘　 要：本文以符号修辞四体演进理论研究“大巴山作家群”代表作家田雁宁文学创作的发展演变
历程。参照这一理论，田雁宁迄今为止的创作可以划分为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四个时期。通过各个

时期的梳理分析，客观反映田雁宁三十多年的创作演变，总结其中的经验与遗憾，希望对后来者有所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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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巴山作家群

“大巴山作家群”这一称谓的酝酿始于 １９８５ 年。当时，
评论家张炯在《文学评论》编辑部举办的昌平进修班上指

出，四川达县地区已经形成了集团冲锋态势的作家群，这种

作家群在全国屈指可数。①同年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３１ 日，四川省
作家协会邀请京津沪作家、编辑、评论家，组织了“达县地区

青年作者小说创作座谈会”，着重对谭力、田雁宁等四位青

年作者的作品展开讨论。与会者认为，达县地区的青年作

者群是较为引人瞩目的一个“方面军”。②这次会议事实上

再度肯定了“大巴山作家群”这一现象和实体的存在。评

论文章中首先正式使用“大巴山作家群”的，目前可以查证

的是李明泉和庞清明。两位学者在 １９９０ 年对其进行过较
为系统的梳理，简要回顾了 １９８０ 年代“大巴山作家群”取得
的文学实绩，并对主要作家作品进行了点评。由此可见，最

初“大巴山作家群”是指 １９８０ 年代初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
头角的特定文学创作人群。以田雁宁、谭力、张建华等为代

表的这批作家有文坛公认的优秀作品，在当时构成了新时

期文学史上的一道奇特景观。

时移势易，随着岁月的变迁，“大巴山作家群”的部分

作家走出了大巴山，或驰骋文坛，或跻身仕途，或泛舟商海。

由此形成了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的“大巴山作家群”：狭义

的“大巴山作家群”指主要活跃在大巴山地区的以宋小武、

贺享雍等为代表的本土作家；而广义的“大巴山作家群”除

了上述作家，还包括在大巴山地区成名继而走出大巴山、在

全国范围赢得声誉的作家们，主要以田雁宁、谭力等为代

表。狭义的“大巴山作家群”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实体存在，

主要是达州市创作办公室、达州市作协联系的活跃在该地

区的作家。尽管在莫言、王蒙、贾平凹们的光芒下，这些新

星稍显黯淡，但邹亮慧眼识珠，秦川（多届中国戏剧奖小戏

小品奖得主）、罗伟章（２００６ 年《人民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
获得者）相继在这里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贺享雍笔耕不

辍、著述颇丰；宋小武不仅自己宝刀未老，还提携后辈，培养

出了贾飞这样颇具潜质的新秀。对他们来说，大巴山是正

在开掘的文学宝藏。当然，他们同时要面对的，可能多少还

有清贫寂寞。广义的“大巴山作家群”，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力量、一条联系纽带。以田雁宁、谭力为首，代表着一段辉

煌的历史和挥之不去的情结。他们在大巴山生活和工作

过，为了追寻各自的梦想，他们从这里起航，奔赴成都、北京

……田雁宁佳作频出，通俗文学、严肃文学、影视文学都有

斩获；谭力将国内所有电视剧专业大奖收入囊中；③张建华

豪情满怀，开启自己的文化之旅，书写着金手指的盛世华

章。④大巴山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于他们而言，大巴山是

一段抹不去的回忆和精神上的家园。

狭义的“大巴山作家群”已有学者进行过专题研究。⑤

本文拟选取在大巴山成名、走出大巴山的作家作为研究对

象，试图通过分析其各时期创作的变化，窥视其中的规律。

但作家间存在较大差异，兼顾所有作家恐失于庞杂，难见其

中规律，故以选取代表性作家为宜。早期在大巴山地区成

名而又走出大巴山的作家主要有田雁宁、谭力、张建华等，

而本文将重点放在田雁宁，兼及谭力，略谈张建华。原因有

二：其一，田雁宁、谭力长期合作，且以小说创作和影视剧本

为主，而张建华以抒情诗著称。进一步讨论可能涉及题材，

而题材在小说文学和影视文学中差别更为明显；其二，１９９０
年代开始，张建华就涉足商业，之后更将重心放在文化产业

上。因为其改弦易张、偏离文学创作，不能充分体现“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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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作家群”的特点，故不做详述。⑥分析方法上，本文拟采用

符号修辞四体演进视角，对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小说与影视

文学不做优劣评判，旨在客观反映田雁宁们三十多年的创

作演变概貌，总结其中的经验与遗憾，希望对后来者有所

启发。

二　 符号修辞四体演进

四体演进观念，古已有之，且东西方皆然。东方有中国

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以四季比中国史分期之皇、帝、王、霸

四期。西方有意大利启蒙时代思想家维柯在《新科学》中，

将人类发展史分为 “神祗”“英雄”“人”“颓废”四期。⑦邵雍

的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作奇谈怪论，维柯的观点也

没有引起更多的思考。１９４０ 年代，接近新批评派的肯尼思
·伯克用四种修辞格对四体重新阐释，谓之四大修辞格

（ｆｏｕ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ｒｏｐｅｓ）。伯克进一步指出：隐喻提供视角（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转喻与推理（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相关，提喻体现为再现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而反讽中体现辩证法（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⑧伯克的
看法尽管颇有见地，但适逢乱世，和者寥寥。直到 ２０ 世纪
中叶，加拿大批评家弗莱的《批评解剖》一书以四种修辞格

来阐释西方叙述艺术的发展历史，复活了维柯的模式，才给

文学界带来极大的震动。而伯克的理论也在海登·怀特那

里引起了共鸣，怀特发展了伯克的理论，认为 “在这一过程

中起作用的似乎有一个原型模式，它用比喻的方式去解释

那些需要解释的经验领域，并遵循着以上所列的主转义的

先后顺序。”⑨

无论是维柯、弗莱，还是伯克、怀特，事实上都注意到了

四阶段论或修辞四体说对人类的表意活动的普遍解释力。

但是在符号学领域系统阐释修辞四体、明确提出符号修辞

四体演进概念的是赵毅衡。他在《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

新生》中层层递推，从语言反讽到符号反讽到大局面反讽，

进而在这种背景之下讨论了四体演进规律。⑩符号修辞中

的隐喻、转喻、提喻、反讽，构成了一种四体演进的发展路

向。赵毅衡认为，任何教条、任何概念、甚至任何事业，本质

上都是一种符号表意模式，只要是一种表意方式，就很难逃

脱这个演变规律。瑏瑡

三　 符号修辞四体演变视野中的“大巴山作家群”创作

如前所述，符号修辞四体演进遵循隐喻、转喻、提喻、反

讽的规律，对应事物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从修辞四体演

进的规律返观“大巴山作家群”的领军人物田雁宁的创作，

我们也可以大致将其发展分为四个时期：隐喻时期 纯

文学；转喻时期 通俗文学为主；提喻时期 通俗文学

与纯文学兼顾；反讽时期 影视剧本。

（一）隐喻时期 严肃文学（１９７０ 年代末到 １９８０ 年
代中期）

这一时期对应的主要修辞格是隐喻。隐喻是我们认识

世界的主要途径，代表了我们认识的第一阶段。通过隐喻，

新事物与我们的固有知识之间实现有效链接。历史背景让

人们意识到认识某种事物的必要性，而隐喻提供了了解该

事物的可能性。隐喻带来的理解或许并不完善，但却提供

了通向更高阶段的必要途径和手段。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逐渐摆脱了“文革”的种种束缚，

高考制度的恢复让一群在农村经历过种种磨难的年轻人看

到了新的希望，找到了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特殊历史背

景中，深处达县地区的一群年轻人表现出了极大的文学创

作热情。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可能算不上成熟，但当时无

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

这一时期具体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星光文学社阶

段”。这是当时达县师专中文系学生组织的文学社团，成员

包括田雁宁、谭力、李明泉、张建华等。他们以极大的热情

投入诗歌、散文和小说创作。十来人的社团，不到三年时

间，在《人民日报》《青年作家》等报刊上发表作品 ２００ 余
篇，知名杂志社举办的青年笔会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这

一阶段为这群文学青年走向四川乃至全国文坛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第二阶段在达县地区的专业文学创作单位。工作

伊始，田雁宁和谭力、张建华就成了专业作家。当时，达县

地区文学创作颇为活跃，王敦贤的散文诗和陈官煊的诗歌

本已在省内外小有名气。新生力量加入后，这一地区更是

新作频出，形成了四川文坛的“川北崛起”现象。田雁宁、谭

力还在 １９８６ 年冬天代表四川青年作家出席了新时期首届
全国文学青年代表会议。瑏瑢

还在大学期间，田雁宁就初露头角，他的短篇小说《小

镇人物素描》发表后获首届四川省优秀作品奖。而大学毕

业后的第一年就发表了十二篇小说，还写了两个剧本，足见

其“爆发力”。发表在《青年文学》１９８３ 年第三期上的中篇
小说《唢呐，在金风里吹响》，更是引起读者广泛关注，获北

京“青年文学奖”。瑏瑣其创作才华得到评论家的肯定，被认为

是有望掌握“最后成功的金钥匙”的青年作家。瑏瑤在这一时

期，以田雁宁、谭力、张建华为代表的“大巴山作家群”表现

抢眼，初登文坛便得到文学界的肯定。谭力的《更娇艳的黄

角兰》获 １９８１ 年度上海《萌芽》文学奖，张建华的诗歌《她
放飞神奇的鸽群》获 １９８１ 年—１９８２ 年《诗刊》优秀作品
奖。瑏瑥鉴于他们的卓越表现，包括《上海文学》《青年文学》在

内的很多杂志把他们列为全国文学奖的有力争夺者。瑏瑦而

田雁宁也不负众望，终于以一篇《牛贩子山道》，不仅获《人

民文学》优秀作品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而且拿下了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举打破了“近年来
全国性的小说评奖中我省作家榜上无名的沉寂局面”。瑏瑧

在很多人看来，这批极具潜力的青年作家，只要再努把

力，就可能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瑏瑨但就在此时，田雁宁们却

转向了通俗小说创作，在中国文坛刮起了“雪米莉旋风”，

让不少文学前辈唏嘘不已，由此进入第二个时期 转喻

时期。

（二）转喻时期 通俗小说为主（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至
１９９０ 年代初）

转喻反映的是邻接性关系，是一类事物相对于另一类

５７



　 　 　

文学川军专论·当代文坛·２ ０ １ ６ ． ４

事物占据了绝对优势。通俗文学本是和纯文学并列的文学

样式，但在 １９８０ 年代初风光无限的是纯文学，通俗文学由
于历史原因被压抑，旧作束之高阁，新书难觅踪迹。而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随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推行，港台的金庸、

琼瑶等通俗读物开始流行，而纯文学作品销量直线下降。

失落中，一直以文学为荣的年轻作家们需要重新找到方向、

得到认可。一些作家认为，只有拥有更多的读者，才能感受

到更大的成就。而且当图书成为商品时，更多读者意味着

更大的收益。这在物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当时，无疑是

一种强烈的诱惑。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１９８７ 年春，《青年作家》杂志张思
勇老师的一次引介，让田雁宁和书商有了直接接触。高稿

酬的诱惑再加上挑战新写法的想法，让他选择了通俗文学，

他意识到，借此机会出书，也可能是一种机遇。瑏瑩事实上，这

确实是一次机遇。二十天左右，近二十万字的第一本雪米

莉作品《女带家》就这样诞生了，并且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前后总计出版了上百万册。市场反应热烈，订单应接不暇，

谭力等作家也应邀加入雪米莉系列的创作。由此，他们从

纯文学转向通俗文学，打造出了“雪米莉”品牌，成为当时

可以和金庸、琼瑶一较高下的第三种力量。

对于田雁宁、谭力刮起的雪米莉旋风，不少文学前辈感

到“悲哀”，认为其误入歧途。即使是作为同窗好友的评论

家李明泉，对此也不甚认同。在与庞清明合作的《大巴山作

家群扫描》一文中，李明泉对《牛贩子山道》大加褒奖，而对

雪米莉系列只字不提（当然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已经风靡

全国的雪米莉现象）。瑐瑠１９９４ 年，他终于对这种偏离纯文学
的创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雪米莉等作品脱离大巴山

本土，作品处于一种“无根”状态，“停留在故事框架的编

织、情节结构的跌宕上，只能愉悦、紧张读者的目光，而难以

震撼、改造人们的精神”。瑐瑡

张建华也在这一时期创造了一项销售奇迹。其诗集

《初吻 ４９ 封私信》初版一万多册销售一空，并引来《中
国青年报》《星星》诗刊等十多家报刊陆续发表评介文章。

国内的两家音像出版社将诗集灌制成盒带……其成功被认

为是一种颇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瑐瑢评论家在欣喜的同时

也不免有些担忧，关心他还能在诗路上走多久、多远。因为

“不少曾热心诗歌创作并不乏才华的青年诗人，为拓展人

生弃诗而去。”瑐瑣

相对于严肃文学的低迷，通俗文学一骑绝尘的势头让

很多人担忧，被认为“误入歧途”的田雁宁们还会迷失多

久，也是很多评论家关心的话题。２０ 世纪的最后十年，严
肃文学逐渐恢复了活力，改变了通俗文学在市场上近乎垄

断的地位，陈忠实的《白鹿原》（１９９３ 年）反响热烈、贾平凹
的《废都》（１９９３ 年）颇具争议。田雁宁显然也敏感地意识
到了这种变化，在创作通俗文学的同时，他把很大一部分精

力转向严肃文学长篇小说的创作，由此进入了提喻时期。

（三）提喻时期 通俗小说与严肃文学兼顾（１９９０ 年
代初到 ２１ 世纪初）

这一时期对应的主要修辞格是提喻，提喻强调部分与

整体的关系。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对田雁宁个人而

言，这一时期除了雪米莉系列的通俗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多

部长篇小说出版，这在很多人眼里是让人欣喜的回归。另

一方面，对“大巴山作家群”来说，在雪米莉危机得以解决

后，田雁宁实际上带动了更多人参与文学创作，除了谭力这

个最稳定的合作者，何世进、武礼建、邹亮、陈舸帆等都曾与

田雁宁合著出版，而且并不仅限于雪米莉系列。这在客观

上促进了“大巴山作家群”的整体发展。从部分回归整体，

通过部分引领促进整体，这正是提喻时期的典型特征。

这一时期田雁宁的活动中心在成都。主要成果包括长

篇小说《无法悲伤》（１９９４ 年）《都市放牛》（１９９５ 年）《情空
灿烂》（１９９７ 年），纪实文学《文革流浪》（１９９９ 年）。前三部
均收入六卷本《田雁宁文集》（１９９７ 年）。而雪米莉系列的
精华版《雪米莉自选集真品集》（１９９６ 年），也在稍早前
面世。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雪米莉”遭到质疑，媒体的
负面报道让其出版陷入危机。为了证明自己，田雁宁化名

青莲子出版了 ６０ 多万字的武侠小说《威龙邪凤记》（１９９１
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同样是应对“雪米莉危机”，谭力

用笔名沙利文出版了“赌”字系列，《赌神》《赌霸》等风行一

时，成为雪米莉之后的又一畅销品牌，总共出版了大概十二

三部。据谭力回忆，田雁宁也曾用沙利文的笔名创作了一

部分作品。１９９６ 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了四卷八部《雪米
莉精选本》，为雪米莉系列划上句号。到了 １９９７ 年，随着书
刊市场的大滑落，沙利文系列也停了下来。瑐瑤

１９９６ 年，田雁宁用本名和武礼建合作出版了《公馆私
情》，与何世进出版了《激情山水》。瑐瑥在此之前，署名田雁宁

的作品只有《无法悲伤》和《都市放牛》。因为两部小说的

成功，田雁宁的署名具有较强的市场号召力。联合署名在

当时无疑有助于两位作家知名度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位作家之前曾用雪米莉的笔名写过作品。客观上，雪

米莉时期的练笔和与田雁宁的合作为二人之后的长篇小说

创作夯实了基础。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田雁宁在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两

方面都有所成就，而且也在客观上带动了另外一些巴山作

家，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田雁宁的成都时期看来全面发展，收获颇丰，但他本人

似乎不甚满意。究其原因，他有更大的理想。１９９０ 年代中
后期的一次访谈中，雁宁就谈到，“８０ 年代初我就想向中心
文化城市靠拢，想去成都。到今天我还有一点淡淡的后悔。

我应该把成都作为驿站，终点应该是北京”。而之所以要到

北京，是因为他想写出更好的作品，因为他相信“一个人成

功与否，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巴金如果不出

四川到法国留学，也写不出家春秋。”瑐瑦

于是，新世纪之初，田雁宁去了北京，也由此进入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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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的第四个时期 反讽。

（四）反讽时期 影视剧本为主（２１ 世纪之初至今）
这一时期对应的主要修辞格是反讽，强调看问题的辩

证视角。如果说隐喻代表了对事物本身的思考，那么反讽

就发展到了对思考进行思考的阶段。这一时期，田雁宁时

常反思自己的文学之路。现实中因为影视文学的实绩收获

赞誉，而精神上却因为对纯文学、对小说创作夙愿未尝，心

有不甘。四体演进中的反讽，可以与讽刺同义，包含着事与

愿违的心酸和无奈。这一点，田雁宁应该深有感触。

新世纪伊始，田雁宁终于得偿所愿，迁居北京。可事与

愿违，本是为写更好的小说才来到北京，最终却转向了影视

剧创作，仅有的几部小说也是由剧本改编而来。瑐瑧小说《陈

真后传 英雄再现》（２００２ 年）与黄鉴合作改编自《陈真
后传》，《首富》（２００６ 年）与晓剑合作改编自同名电视连续
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方式实现了纸媒介文学与影视

文学的有效联动，田雁宁可以说又一次扣住了时代发展的

脉搏。不幸的是，这并非田雁宁所愿。他曾坦言，“我从成

都移居北京，想的是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心以一个新的视

角去看世界，在学习和思考中提高自己文学创作的高度和

深度，写出真正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好作品和大作品来”。瑐瑨

由他担任编剧的《杀出绝地》在央视八套黄金时段播出，广

受好评，吸引了近 ４． ８ 亿人次观看，取得不俗成绩。虽然如
此，田雁宁“没有多少成就感……也少有像写成一部小说之

后那样激动。”瑐瑩２００９ 年的一次访谈中，田雁宁这样总结自
己过去的 ２７ 年：“写雪米莉十年，写影视剧十来年，搞其他
文化工作一两年，真正写自己想写的作品仅仅五年左右。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有遗憾也有懊悔。如果时间重来，我不

会这样去做的”，他认为自己如果潜心于纯文学，“应该不

会比贾平凹、余华差。”瑑瑠这话听来有些“误落尘网中”的酸

楚与无奈。道理易懂，行动太难。但唯有如此，才有“复得

返自然”的一天。谁让他对纯文学一直割舍不下呢？

至于其他两人，谭力选择了做编剧，而且乐此不疲，因

为“写电视剧，即使在一个省级台播放都有几千万人看，这

与做纯文学的成就感不可同日而语。”瑑瑡张建华选择了从

商，执着地走在“文化乐旅”上。瑑瑢

同样从纯文学起步，同样从纯文学转向，同样在新领域

得到肯定，但田雁宁似乎不似谭力、张建华那般意气风发，

反而生出许多遗憾。究其原因，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他和别

的作家一样，以写作为生；他又和很多人不同，他为写作而

生。于他而言，写作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项人生事业。

正因为如此，他一直为自己没能完成纯文学的梦想而遗憾。

田雁宁说，“我写雪米莉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再写纯文学……

为生存与立足也写了一批颇受专业人士和热心观众好评的

影视作品，然而我却有 １０ 年没去创作自己喜爱和擅长的小
说了，这过失已严重到不可原谅的地步。我不能再这样在

北京漂下去、混下去了。”瑑瑣言语中明显可以感受到雁宁对

自己创作现状的不满。一个年近花甲的作家如此自责，怎

么能不让人动容？但是，换个角度看，反讽也可以是反思之

后的觉悟，觉悟之后的奋发，奋发之后的收获。如此理解，

反讽就是那个离春天不远的冬天。久不见田雁宁的新作，

作为巴山文学和四川文学的守望者，我们盼望着也期待着。

２０１３年 ６ 月，《田雁宁文集（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２）》纪念版印
行，煌煌十二卷，很是厚重。田雁宁在花甲之年总结自己的

文学创作自有深意。而这部文集实际以 １９９７ 年的《田雁宁
文集》为基础，补充了两部雪米莉作品《女带家》《女老板》。

之前时常被忽略的以笔名青莲子发表的武侠作品也首次收

入文集。而新世纪以来着力最多的剧本仅仅收录《大波》。

换言之，文集中大部分是 ２０ 世纪结下的累累硕果。正是这
个原因，让花甲之年的田雁宁感叹，自己“居然彻底放下了

钟爱的小说创作，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剧本写作中去

了……至今却还没回头转身是最令我惆怅和不安的

事了。”瑑瑤

现实中的无奈，让理想那般苍白。

小　 结

通过符号修辞四体演进理论检视田雁宁三十多年的创

作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从活跃在大巴山、书写大巴

山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巴山作家群”的领军人物，发展成了

“漂”在北京几乎不再有大巴山题材创作的旅外“大巴山作

家群”代表。从积极的方面看，可以说田雁宁一步步走出了

巴山、走出了四川、走向了首都，其创作突破了地域题材局

限和体裁局限，可喜可贺；从消极的意义说，田雁宁一点点

远离了自己的文学沃土，迷失了自我，丢掉了根本，可悲可

叹。其实这正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演变是客观存在的

事实，究竟是进化还是退化，只能留待后人评说。

田雁宁创作的演变历程颇具代表性，尤其是置于当今

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有研究价值。毕竟，生活的压力和利益

的诱惑，是很多以写作为生的人必须面对的。赞赏者说田

雁宁紧跟时代潮流，无论是通俗文学还是影视创作，总能敏

锐洞察趋势，把握机遇，堪称市场经济中的赢家；忧虑者认

为文人骨子里还是应该有些清高，不能“贫贱则慑于饥寒，

富贵则流于逸乐”，否则难免会“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

功”。笔者以为，作为以写作为生者，田雁宁已然颇为成功；

作为为写作而生者，田雁宁有太多遗憾。前车之鉴，后来者

不可不警醒。

时光荏苒，当初的“大巴山作家群”的作家们，留守者

有之，走出者亦有之，沉浮宦海者有之，打拼商海者亦不乏

其人。留守者坚守乡土笔耕不辍，成绩斐然，如宋小武，贺

享雍；而走出大山者眼界开阔，亦大有作为，如田雁宁、谭

力。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谭力颇有感触地说过，“痛苦的

经历是宝贵的财富。没有这种痛苦的东西，你一直在顺境

中，或一直在逆境中生活的话，可能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

路，或者根本写不出比较深刻的东西来。一直在顺境中，肯

定对生活的认识肤浅，一直在逆境中……也没什么对比，一

直麻木下去，也会失去对生活的观察。”瑑瑥由此而论，“大巴

山作家群”更应该是一座桥梁、一条纽带，沟通留守者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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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者，联系大巴山内外的创作力量。让留守者也出去看看、

拓展一下视野，请走出者故地重游、慰藉一下乡愁。故乡他

乡的反差，今日往昔的对比，谁敢说这不会是下一部佳作的

灵感呢？

以田雁宁为代表的“大巴山作家群”的辉煌是一面旗

帜，激励着后来者；而田雁宁的种种无奈，也值得后来者警

醒。选择的同时，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种可能。既已选择，

便无法悲伤了。

注释：

①瑐瑠李明泉、庞清明：《“大巴山作家群”扫描》，《文学自由谈》
１９９０ 年第 ６ 期。

②余广：《愿巴山文学之花更加绚丽芬芳 达县地区青年作者

小说创作座谈会侧记》，《当代文坛》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１ 期。

③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ｃｚｊｗ． ｃｎ ／ ｗｒｉｔｅｒｌｉｓｔ ／ ２０１１１０ ／ ２００２． ｈｔｍｌ

④⑥瑑瑢张建华：《我的文化乐旅》，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ｃｂｄｗ． ｃｎ ／ ｂｕｌｉｄ ／
ｄｊｄｆ ／ ２０１５ ／ ０８３１ ／ ４５４４． ｈｔｍｌ

⑤参见范藻：《沉默的呐喊 贺享雍小说研究》，四川文艺出版

社 ２００３ 年版。

⑦瑏瑡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１８ － ２２０
页，第 ２２０ 页。

⑧Ｋｅｎｎｅｔｈ Ｂｕｒｋｅ，＂ Ｆｏｕ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ｒｏｐｅｓ＂，Ｋｅｎｙ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Ａｕｔｕｍｎ
１９４１，ｐ ４２１

⑨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董立河译，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６ 页。

⑩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新生》，《文艺研究》２０１１ 年
第 １ 期。

瑏瑢瑐瑨瑑瑡瑑瑣雁宁：《我的文学之路与梦想》，《龙门阵》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瑏瑣李贵：《时间：最珍贵的赏赐 达县地区五位作者承包创作的

概况》，《当代文坛》１９８５ 年第 ４ 期。

瑏瑤朱启渝：《在崎岖的文学山路上攀登 略论雁宁的小说创

作》，《当代文坛》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２ 期。

瑏瑥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ｗｒｉｔｅｒ． ｃｏｍ． ｃｎ ／ ｚｘｈｙ ／ ｍｅｍｂｅｒ ／ ６７８９． ｓｈｔｍｌ

瑏瑦瑏瑨瑏瑩瑐瑤瑐瑦瑑瑥雁宁、谭力口述，陈舸帆笔录，《坦白：雪米莉真相揭
秘》，时代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９３ 页，第 ６４ 页，第 ４９ 页，第 １８２
页，第 ７８ 页，第 １５８ 页。

瑏瑧林云：《为〈白马〉、〈牛贩子山道〉获奖致贺》，《当代文坛》１９８９
年第 ６ 期。

瑐瑡李明泉：《开掘与超越──论大巴山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精
神》，《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

瑐瑢赵智：《张建华的 ４９ 封“私信”》，《文学自由谈》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

瑐瑣艾苦：《启明星诗卷·盒式磁带及其它 张建华其人其诗掠

影》，《诗刊》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

瑐瑥笔者从田雁宁处得知，《公馆私情》由武礼建完成初稿，而《激
情山水》则由何世进担任主创。

瑐瑧曾玉：《雁宁：一个写作为生的人》，《北京文学》２００２ 年第 ８ 期。

瑐瑩瑑瑠田雁宁：《不一样的文字，一样的热情》，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ｄｚｒｂｓ．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ｓｈｘｗ ／ ２００９ － ２ ／ ２６ ／ ２００９２２６１０３８５４５１． ｈｔｍｌ

瑑瑤田雁宁：《剧本（自序）》，《田雁宁文集》卷十一，北京外文印务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版。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师范
大学基础教学学院）

责任编辑　 赵雷

８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