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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阳丽日，紫荆花开，南

国的初冬尚没有多少寒意，这

片奋斗的热土永远充满活力

魅力，一如南方改革开放的号

角催人奋进。在这冬日如春

的时节，我收到了陈树龙陈树

茂兄弟联手创作的小小说新

著《北门街94号》，喜悦之情在

心间弥漫。高工兄弟工余双

双拿起手中之笔，把小小说创

作作为艺术追求，并颇有建

树，堪称广东小小说文坛的一

道亮丽风景，他们更是粤东文

坛崛起的双子星路标。

我与陈树茂结识缘于十

几年前广东小小说联谊会举

办的首次活动。这位身材挺

拔戴着眼镜帅气清秀的年轻

人一介绍就引起了众人的关

注。陈树茂2005年开始在华

南理工大学攻读土木和建筑

专业工程硕士并获得硕士学

位。毕业后在广州市市政工

程机械施工公司工作，后来调

到广州地铁工作，参加了广州

地铁五号线建设，目前负责广

州地铁工程建设管理，是公司

的正高级工程师。地铁高工

的身份自然带着这一行业的

神秘感，但陈树茂说话和和气

气，待人彬彬有礼，显现出很

好的涵养。经过细谈，我进一

步了解到，陈树茂来自粤东的

陆丰市，与我家乡梅州是一路

之隔，算得上是半个老乡。那

次见面的两年之后，我应惠州

市小小说学会会长申平、副会

长雪弟的邀请，到惠州参加中

国小小说之乡的挂牌仪式，见

到了陈树龙。圆脸身材略现

富态之外，作为高级工程师的

陈树龙一样说话慢条斯理，待

人谦逊有加。与其兄弟交往

如沐春风。只有获得过良好

家风村风乡风熏陶的人才能

拥有这样良好的品性。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晏

殊晏几道父子，苏洵、苏辙、苏

轼苏氏三杰，陆游唐婉伉俪这

样家族式写作的人物偶有出

现就会引起文坛的关注，留下

一段段佳话，成了文学发展进

程中不可或缺的励志力量。

在当代中国小小说创作的版

图上，就出现西北有陈毓、陈

敏姐妹，南粤有陈树龙陈树茂

兄弟的喜人景象。在某种意

义上可以说，陈氏兄弟以高工

的职业身份进行小小说创作，

为广东文坛特是小小说文坛

注入了鲜活的力量，成为一种

示范。

据记载，“小说”一词最早

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

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干

是追求的意思；县令，就是求

得美好的名声。“琐屑之言、浅

识小道”，正是小说之为小说

的本来含义。从春秋时期写

到今天，在以文载道的国度

里，一代又一代的小说大家都

在求新求变中谋求文学的席

位。贾平凹在《白夜·后记》中

写道：“小说是什么？小说是

一种说话，说一段故事，我们

作过许许多多的努力——世

上已经有那么多的作家和作

品，怎样从他们身边走过，依

然再走——其实都是在企图

着新的说法。”

一切原创的文学文本都

具有应有的价值。

陈树龙陈树茂兄弟新著

小小说《北门街 94 号》，以粤

东家乡甲子镇为地标，以祖

屋北门街 94 号为书名，以第

一人称述事为切入口，以时

代变迁为背景，以成长路上

所遇所行所思所感为主题，

构筑起了具有潮客特色的文

学新图像。《北门街94 号》开

篇以兄弟同题作文拉开作品

的帷幕。陈树龙以在苦难物

质条件卑微求学的困苦下，

长辈用心良苦进行启智明

志，最终后辈六人考上大学

作为故事核进行谋篇，好学

家风是那样的真切，慈祥坚

强明理有远见的长辈是那样

的可敬，勤勉好学的后辈是

那样的上进争气。所有的这

些构成了令我、和我们一起

感动的持续力量。陈树茂的

《北门街94号》则以爷爷讲故

事开篇，风雨交加破茅屋被

风雨催跨，爷爷奶奶带着四

个孩子夜宿神庙。后来爷爷

努力一番在茅屋的废墟上建

起了楼房。这就是祖屋北门

街 94 号的历史。几十年后，

祖屋变得破旧不堪。叔叔、

父亲为了修建祖屋打工卖

地，费尽了心血，父亲为此瘦

了20斤。期间经历了哥哥上

大学凑学费、他利用假日回

乡下清理整理祖屋等插曲。

祖辈三代携手守望祖屋。居

家自有天伦乐，处世惟存地

步宽。作品中展现出浓浓的

乡情亲情，还有把根留住的

美好愿望。

中国的文学写作从原始

社会，从《诗经》开始，已演绎

了数千年，留下了无数巨著。

所有的写作我归纳起来就是

六个字:写景、写事、写人。小

小说跟所有小说创作的特点

一样：就是写人。在行文中有

很多篇幅是在写事，但写事的

最终目的还是为写人服务

的。要把人物写好，关键要练

就两种本领：一是写准写深写

透人物所在的社会活动区域

的特别场景并能突出其代表

性和典型性；二是要写出人物

的时代精神特质。写作者要

饱含深情，对所写的人物要充

满无比的兴趣和热情。陈树

龙陈树茂兄弟都喜欢用第一

人称为视角，以“我”作为主人

公进行，在行文上不以故事取

胜，而以情感意识流作为脉

络，以散文化的风格进行小小

说创作，凸显并逐渐形成了他

们的创作风格，其作品也带着

特殊时代的烙印，具有典型

性，为广东乃至全国的小小说

写作进行了他们独有的尝试

探索，这是应充分肯定的。当

然，从追求可读性出发，也期

望陈氏兄弟提升讲故事的本

领。

故土河山，乡情乡愁，是

每一位作家的成长与创作中

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我来

自有世界客都之称的粤东梅

州。这个培养出了嘉应州名

诗人丘逢甲、黄遵宪，共和国

开国元勋叶剑英、当代著名作

家陈国凯、程贤章等大批英杰

才俊的地方，耕读传家，文风

鼎盛。陈树龙陈树茂的家乡

粤东陆丰市秦时建制，兴起于

汉朝南越王时期。这是一片

英雄的土地，大革命时期，被

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

中国农民运动领袖的彭湃，就

是在陆丰地区领导了武装起

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

维埃政权海丰、陆丰县苏维埃

政府。红色血脉，革命传奇，

这样的村史、乡史、县史、市史

必然会对后来的写作者产生

深刻的影响。陈树龙陈树茂

兄弟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出现

甲子镇的擎天石，出现甲秀书

院，出现一辈又一辈人在耕读

传家的指引下克己复礼、兄弟

和睦，家庭融暖、战胜困苦、真

诚为人，热诚谋事，勤勉好学、

孜孜追求、好学上进的精神内

核，为新时代乡村文学创作注

入了全新的内涵。

脚踏人间正道，何惧世

事沧桑。我们正行走在新时

代的大路上，满怀豪情朝着

太阳的方向前进。我们每一

位作家的成长与我们的祖国

不断走向繁荣富强一样，需

要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我

们各行各业的楷模在创造精

神模式(如雷锋精神、铁人精

神、女排精神)的同时，文艺

文学作品也是创造和传播精

神的最重要载体之一。中国

进入新时代，在奔跑追梦的

征途上，我们需要更多的正

能量、主旋律作品来鼓舞人

心。著书不为稻粱谋，在这

片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陈氏

兄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

持文学创作，就是在创造和

传播精神力量。他们堪称粤

东文坛双子星路标，对陆丰

和广东、在当下和未来都会

起到榜样的作用。

社会瞬息万变，作品常写

常新。期待陈树龙陈树茂兄

弟创作更多好作品，期待陈氏

兄弟创造文坛新传奇。

趁周末休息，我动手给家里来了个大扫除，清理了不

少已不适合用度的家什物件，其中，衣裤鞋帽就有三大编织

袋，把楼下单元旁的两个垃圾桶装得冒了尖。

晚饭后出门散步，回小区时天色已暗，拐过假山，借着

路灯，见同住一个单元偶有照面的一中年妇女，正把我扔弃

的衣服鞋子选出一些，往地上另一编织袋内装。听见有脚

步声，那妇女迅速将编织袋提起来往垃圾桶里一扔，扭头顺

绿化带往另一边去了。

平常看穿着打扮，能猜到那妇女家境并不宽裕，我那些

甩弃的衣服鞋子其实有部分还可以穿用。或许，她拣拾一

些回去，是给自己的丈夫和子女穿的吧？又或许，是带给乡

下贫困的亲友的吧？我知道，她不愿意让别人发现她的行

为，否则怎么不在白天而要在夜晚拣拾呢！我不经意间打

扰到了她的自尊心。带着一丝愧疚，我退了回去，躲在一树

荫下默默地候着。其间，有小区住户从外面回来，我委婉地

拦下告知缘由，让他们稍后回家，大家都会心地表示理解。

不一会，那妇女见四下无人，便折了回来，快速从垃圾桶里

拽出编织袋小跑进了单元楼梯口……

前不久与几位念高中时的同学去看望当年的班主任

老师，闲聊中老师透露了一个“秘密”：当年有一女生给一男

生写情书，阴差阳错这情书落到了老师手里，如果不是老师

安抚几个知情的同学别声张，又找那女生晓之以理，让她把

心思用在学习上，兴许她的人生会因此而改变轨迹。有同

学说，事情都过去数十年了，现在可以说出那女生是谁了

么？老师含笑说，没必要嘛，现在她生活得不错，事业也比

较成功，而且始终感恩老师和知情的同学替她保守了这个

秘密，没让她成为笑柄而失了自尊自信。

又想起多年前我在新闻单位工作时，一朋友给我提供

了一条线索，说他乡下老家一邻家女孩考上了大学，却因家

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准备放弃就读，希望我能呼吁社会帮

助这女孩圆了大学梦。为此，我向有关方面作了反映。情

况核实后，有关单位负责人亲自上门送去了助学金，我也派

出记者随行采访。可结果却是女孩家长满心感激，而女孩

本人则坚决不接受捐助，原因是媒体会把她窘迫的家境也

附带暴露给社会，她自尊心受不了，觉得丟人。最终，捐助

方主动和我沟通，撤回记者，不作报道，女孩才接受了捐助。

年少时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个下蹬动作，“吱”的一声，裤

裆处绷裂开一条大口子，白屁股露了出来（没穿内裤），跳起来

用双手前后捂住裆部。正无措间，一平常并不要好的同学从

背后在我的腰间系上了他的外套，然后若无其事地拉着我离

开操场回宿舍换了裤子。从此，我和这位同学成了老铁。

心存善念，不去触碰弱者的无奈，在乎别人的感受，帮

助掩饰偶然或无意的尴尬，懂得照顾别人的自尊，自会温暖

人心，收获友谊、感恩和尊重。

轻轻的你来了

滴落在钟表的指针上

转动着变色的季节

透过窗看你

淋湿了天

淋湿了路

淋湿了树下铺满的黄叶

在季节的桥头上

踟躇着告别的秋

打开窗去见你

你飘到我的脸上

恍惚中我穿起冬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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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心种在这土地

就算在最寒冷的冬夜

我也深沉的亲吻着她，就像

野火亲吻这全部的草地

草地是温暖的

她准备着孕育一个新生的春天

就像这片土地在准备孕育每一个最好的我们

我把心种在这土地

等待温润的黑土融化我的生命，那时候

春光会溶进我的血液

进而成了奔流的河

流过高山，流过草地

流过可爱的家乡

家乡的天空跃动着澄明的蔚蓝

家乡的早晨透出红润的温光

把心种在这土地

把心跳交托给七彩的时光

若群星的珠串不愿在夜空的天际流连

就用我的心跳代替他们暗暗地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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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稿/珠江时报记者谢轲

（作者为广东省小小说学会副会长、佛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佛山市小小说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