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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修智

不久前一个同学来京，大学同学聚了一次。同
学供职黑龙江一个边陲小城的大学，与俄罗斯隔
江相望。

两个多小时下来，餐桌话题基本让远道而来
的同学给包了。从家里早餐的丰盛(同学的原话是
“复杂”)、放心，市容的干净、洋气，到妻子、儿子阳
光的照片，学校里的国际化机会，同学滔滔不绝，
听长了虽然不免乏味，但毕竟知根知底，也就容忍
了这种餐桌霸气。

整个聚会，除了北京的同学中间见缝插针，交
流了一下戴口罩的心得之外，基本可以说就是一
场小城魅力的推介会，也是同学的翻身宣言———
过去，在伟大首都面前，同学可不这么“嚣张”。

同学的表现，我认为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广阔
的社会变迁背景。那就是，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
放，中国的社会地理学格局已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一些小城市、乃至农村开始焕发吸引力，而因为空
气恶化、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的爆发，大城市正在人
们眼中丧失魅力。2016 年中科院发布的《中国宜
居城市研究报告》中，北京与广州分别位居倒数第
一与第二，这一事实，可佐证日常的经验判断。

在这一背景下，说一场自发的新上山下乡运
动正在潮涌中，或许不算过于夸张。尽管还不能说
这是一个多么引人注目的潮流，也无从找到大数
据来支撑这一判断，但从媒体的报道、人际交往中
听到此类故事的频率来看，到“小地方”去，到那里
去生活去创业，在今日中国，已然不是多么令人惊
艳的人生选择。都市人昔日带着优越感俯视的“小
地方”，如今开始成为自己的救赎之地。

原北京市民王宝珍，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毕业后，远赴深圳，先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后到媒
体供职，近几年，她辞职创业，开办“我们书房”，以
讲座、沙龙方式，吸引一批“铁粉”，维系书房的运
转。去年，她把“我们书房”搬到蛇口一处乡下，因
为那里有更好的空气，更廉价的房租。书房的新
址，是一座二层小楼，一年四季被葱翠的树木包
围，萦绕着田野的气息。周末，会员们驾车来这里，
分享读书心得之余，乡间清新的空气是更具吸引
力的福利。

也是在一次聚餐上，我听到南开大学李冬君
教授讲述儿子创业的故事。她的儿子在比利时鲁
汶大学留学多年，学的经济学专业，近年回到国

内，到江西深山中开办了一座茶厂。李教授绘声绘
色地描述儿子的故事，包括管理的细节、产品的特
点以及市场营销，过程艰辛但妙趣横生。她带给大
家品尝的儿子生产的红茶，包装古雅，味道纯酽，

而重要的是，作为朋友，她保证茶叶的安全———
对于对食品安全如惊弓之鸟的都市人而言，还
有比这更贴心的承诺吗？

上述两例，人在乡间，但目标服务对象还是
都市中人。另有一些人，则从“小地方”在公共服
务、就餐环境、教育水准方面与都市的落差中，
发现了创业的良机。他们在服务小地方人的过
程中，收获创业果实，实现了人生价值。

去年年底，我回东北老家——— 一个小地方
探亲。在同学张罗的饭局中，往昔熟悉的聚会者
中多了两张陌生而年轻的面孔。他们戴着眼镜，
面孔白皙，带着与小地方人不太一样的气质，游
刃有余地周旋于本地政商圈中。聊起来后知道，
两人中，谢姓青年毕业于国内医科名校，并在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进修过，本来在北京一家医
院工作，后来决定回老家，自己开办皮肤诊所。
如今，诊所生意很红火，看病要预约，其中不乏
邻县慕名而来的患者。在邻近的省直辖市，他已
经开办了一家连锁诊所。

另一位，是长春人，也在北京读的大学。他
在一家民营风电企业工作，代表这家企业常驻
我的老家，负责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工作。

类似海底捞的连锁自助火锅店，也出现在
老家中，这种都市中寻常的就餐方式与环境，在
小地方人眼里却很新颖，观其生意之盛况，有点
儿像当年肯德基麦当劳刚进中国时的样子，老
板大概要高兴得睡不着觉吧。

事实上，在中国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面前，
小地方逆袭的故事早就有了，只不过，那是在江
浙与东南沿海。十多年前，我所在的杂志组织员
工从上海到张家港一个乡镇，参观社会主义新
农村，到了之后，大家惊呆了：但见独栋小楼林
立，满街名牌汽车，而酒店之气派、就餐环境之
好、菜品之优，不输都市中那些上档次的餐馆。
震撼之余，我们自嘲：这哪里是参观社会主义新
农村啊，分明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来参观社会
主义新城市。

当然，客观地说，这样的例子还不普遍，城
乡差距仍然是今日中国一个坚硬的现实。然而，
变化已经悄然发生，也是一个事实。对于在大
都市中辛苦打拼、呼吸雾霾的都市人而言，
“小地方”正日益具有召唤的力量。在这一进
程中，都市人昔日优越感的丧失，几乎是必然
的事情。

致终将逝去的对“小地方”的优越感

本报记者田朝晖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正因在
“无穷已”的变化中还有着很多恒定不变的“年年
相似”，在一个速变、充满太多不确定性的世界上，
仍有一些“确定”的东西让我们得以安身立命。所
谓安身立命，大而言之，就是今晚的月亮明晚确定
还在天空，今天的基本规则明天确定还会被我们
的同类遵循。

对中国人来说，过年是一种“确定性”规则；对
众多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过年回乡，是一种“确
定”的集体行动，而故乡，本身就是一种“确定”的
存在。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正因为“确定性”是蛰伏在心灵深处的追寻，古往
今来，乡愁，总会引起共鸣。

近几年春节，回乡过年抒发“乡愁”，“返乡体”
盛极一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这其中，那
些真情抒发乡愁的文字，被人们默默地分享，而一
些故意剑走偏锋，或戴着有色眼镜“愁乡”式“返乡
体”，却让“返乡话题”本身就成了话题。

村庄凋敝，民风颓废，道德沦丧，孝心缺
失……数说故乡沦陷的“愁乡”式“返乡体”连续几
年呈刷屏之势，读来触目惊心。这些大部分被证伪
甚至被发现带有商业营销目的“愁乡”文字，快速传
播，迅猛发酵，成为一种带有“异味”的文化现象。

“愁乡”式“返乡体”，有着明显的套路化痕迹：
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描写农村凋敝，以偏
概全，以局部描写代替整体；二是碎片化呈现，对
个别极端案例不惜笔墨，罗列道听途说的故事，不
管逻辑，不交待背景；三是在人性最脆弱的地方发
力，夸大其辞，哗众取宠。

乡愁是真情，“愁乡”则是矫饰。“愁乡”式“返
乡体”，是如何“矫”成的？

毋庸讳言，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农村尤
其是中西部农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裂变。与此
同时，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很多人
离开了农村，但他们的根仍然在农村。当他们带着
某种个人情感来重新认知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
地，势必会加入强烈的主观色彩，渗透进个人情
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返乡日记出现片面和失
真。

“愁乡”式“返乡体”之所以失真，失就失在无
视乡村的进步。不管你怎样“愁乡”，总不能无视这

样的事实：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乡村的进步
是巨大的。农村贫困人口在迅速减少，2011 年至
2016 年，每年脱贫人口都超过 1000 万；农村基础
设施和居住条件在大幅改善，不少农村生活条件
不比城市差多少，仅 2015 年，全国新建改建农村
公路就达到 20 万公里，小汽车进村越来越便利越
来越普遍，甚至于村里也塞车。

当然，中国乡村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地
区差异和不均衡问题，部分地区是真“凋敝”，青壮年
流失造成人口空心化，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环境污
染。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应当真诚地“愁
一愁”。

不仅如此，有些地方，“凋敝”是因为实在不适
合生存———“十三五”期间，全国要实现 1 亿左右
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仅脱
贫异地搬迁的人口就将达 1000 万。人都搬走了，
这些村庄自然要荒废。那些要寻找“原生态”故乡
的人，完全有权利抒发一下“失乡”之愁。

不过换个角度看，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以“凋
敝”冠之——— 一方面，乡亲们搬离了“穷山恶水”，
起码能过上温饱的生活；另一方面，环境少了人类
的“打扰”，能得到休养生息。这其实都是好事。

我们之所以批评“愁乡”式“返乡体”是矫饰，
不仅是这类文字以高高在上的姿势，对乡村的进

步视而不见，极尽夸张地放大乡村的种种“不如
他意”，更由于，一些人虚幻地把记忆中的乡村
与田园牧歌划等号，选择性地遗忘昔日乡村最
大的“愁”——— 贫困，甚至把闭塞当幽静，把木讷
当淳朴，把安贫当幸福。至于去年“上海女大年
夜逃离江西”“东北乡村道德沦丧”的编造丑化，
已被揭穿，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说到底，批评“返乡体”片面、失真，并不是
抵制对农村的反思，更不是无视发展不均衡，无
视局部凋敝与困境。恰恰相反，随着城镇化演进
以及农村面貌的变迁，我们需要对农村进行更
深入更细致的观察、记录与反思，需要寻找和破

解真正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答案。但这些观察
与记录，应该建立在准确、客观、真实、全面的基
础上。

电影《过年》曾描述过东北农村过年的场
景：大年三十的晚上，母亲弄了酒菜，老两口孤
单地坐在桌前。母亲念叨起了对子女们的想念，
父亲却说“去年回来又咋了，差点儿没闹出人命
来”……果然，大年初一儿女们回家，团圆饭还
没吃完，桌子就被掀翻……次日清晨，父亲母亲
坐上爬犁，怀着伤感离开富足的家。

这部由李保国、赵丽蓉主演的电影，共设计
了 12 个角色，每个角色代表着一种性格一个群
体：父亲是个勤劳纯朴的农民，母亲是个慈爱的
农村老太太，大儿子有文化但迂腐懦弱，二儿子
考上了大学但聪明自私，三儿子好吃懒做，大女
婿有一定社会地位但道德败坏，二女婿曾经走
过弯路但爽快孝顺……这部电影情节简单，但
生动立体地呈现出东北农村的生活。

在电影里你可以看到道德沦丧、势利与自
利，也可以感受到质朴、勤劳与厚道。宽泛地讲，
这部电影可算是一部返乡电影，它为什么不让
人反感？无非两个字：真实。

每个人都有乡愁。乡愁，无非是儿时那些美
好的记忆。人们选择了远方，却把那些记忆留在
了故乡，总是希望有人守在那里，维系和保持着
记忆里的美好。似乎惟其如此，故乡才是人们想
要的故乡。然而，这只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

你不可能自己离开故乡寻找想要的机会与
生活，而让同村的伙伴们都留下，替你原汁原味
地守护故乡吧？

你不可能自己在大城市享受各种新奇的商
品、专业分工的服务带来的生活舒适，而让你的
乡亲替你留住故乡的原有生活节奏吧？

你不可能自己计算着收支账单，盘算着怎
样能挣更多的薪水、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而让故
乡的农民继续自给自足吧？

……
总之，你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故乡

的一切，无视乡村系统性的演进，只抽离自己最
钟情的记忆把玩。

总之，你不能以矫饰的“愁乡”偷换真诚的
乡愁。

别让故乡在颓废而迷茫的文字里一次次被
沦丧。

别以矫饰的“愁乡”偷换真诚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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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差距仍然是今日
中国一个坚硬的现实。然
而，变化已经悄然发生，也
是一个事实。对于在大都
市中辛苦打拼、呼吸雾霾
的都市人而言，“小地方”

正日益具有召唤的力量。
在这一进程中，都市人昔
日优越感的丧失，几乎是
必然的事情

张丰

智能手机时代，火车站不再有春
运排队购票的长队，总感觉少了点什
么。只是偶尔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抱怨
车票难抢，才感受到一点春运的气息。
你面对手机，在某一个据说要放票的
整点时段，开着 4G，用最快的速度按
下按钮，一阵缓冲后，系统告诉你抢票
失败。你会非常气馁，但却没那么绝
望，你还可以用手机搜索别的车票和
最佳的换乘方案。

几年前，回家的人们要绝望得多。
在广州和北京的火车站，买票的人可
能要排起超过 500 米的长队。你得提
前很久到现场，有时候甚至要排个通
宵，在体力和意志力都要耗尽的时候，
终于排到了，激动地报上终点站的名
字，那里距离你的家很近。一个冷冰冰
的声音告诉你：没票了。售票员和你一
样，也累了好几个小时了。于是战战兢
兢又非常迅速地报上另几个车次，说
站票也可以，回答仍然是没了。你一时
语塞，“下一位”，售票员喊了一声，就
这样被踢出了长队。

那时候回家真是一场智力和体力
的竞赛。有时候，可以试试买你那趟车
的最短程，这样就有机会先站上去。还
可以到退票窗口碰碰运气，有些马大
哈可能行程有变呢，最重要的，会有你
痛恨的黄牛党藏身其中。心力交瘁下，
觉得黄牛党加钱也是可以接受的，毕
竟他能解决你的困难。

很少有人注意的是，尽管这么困
难，每一年，想回家过年的人，最终都
能成功地回到家乡。在没有大数据也
没有智能系统的时代，整个春运就是
一个效率超低的复杂系统，每个人都
会更累一些，但是最终，谢天谢地，绝
大多数想回家的人，都能成功地挤上
列车。实在不行，还有长途汽车。总之，
在每一个春节，每个孩子都能见到自
己的爹娘，是最迫切的愿望。这个愿望
如此强烈的一个证据是，除夕的列车，
大多已经空空荡荡，车上的列车员，也放松下
来，甚至会为列车装点上过年的气氛。

所有的困难，最终都变成一种幸福。你为回
家付出得越多，这次还乡之旅的意义就越大。冰
天雪地，亲情得到了考验。你为父母带上的异乡
小吃，在火车上被挤变形了，但是却因此而更加
美味。在家里，你不能完全放松下来，因为还要
操心回城的车票，这样，久别的重逢就显得更有
分量，也更值得珍惜。

对家人来说，也同样如此。最早
的时候，他们是通过家信，知道你要
回来的日程；后来装了电话，上火车
前，打一个电话让家里放心。再后来
有了手机，能够更准确把握你的行
程，但是每一次通话都很简短，担心
你中途没电。所有的一切，都让等待
变得漫长。他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回
家的第一顿饭，其实稍后的几天吃什
么，也都已经了然于胸。小时候喜欢
的美食，会排队等候，父母全然不知
道你的胃可能已经背叛了家乡。

我还记得工作后第一次乘坐飞
机回家过年的情景，晚上的航班到
郑州，在宾馆住了一夜，已经把旅途
的辛苦尽数消除。早餐和同学见面，
吃饭聊天，然后慢慢赶到汽车站。这
种行程，就让回家的路变得没那么
专注，就像你在长跑锻炼的时候，路
上遇到熟人，停下来一番交流后，心
率已经恢复到跑步前的常态，这会
让你失望不已。在回家变得容易时，
路上的情感支持也就减少了。现在，
每一次回家，几乎都是社交之旅：省
城见同学，市里见朋友，到县城甚至
会先住一晚喝酒，而父母也习惯了。
回到家，如果不是饭点，甚至都不会
问一句：你吃饭没？

这就是我为什么被春运摩托大
军感动的原因。当下的春运，最感人
的场景就是摩托大军了。从广东到
四川，一路艰辛，中间要停下很多次
加油、吃饭，这是最艰难的行程，坐
在后座的妻子，紧紧地抱住骑车的
丈夫，她穿着军大衣，沉沉睡去，在
梦里已经回到家里。而在村里留守
的小孩，已经放了寒假，准备好了给
父母看的成绩单。摩托大军有着特
别的意义，这些打工夫妇，平生第一
次有机会横跨祖国，平常他们没条
件旅游，但是再奔忙的身影，面对路
边美景的冲击，也不会无动于衷吧，
真是感情与审美的双重冲击。

也许 20 年之后，作为“情感旅
程”的春运就会不复存在。交通越来越便利，
人们随时可以与远在家乡的亲人视频聊天，
如果 VR 技术能够普及，是否会彻底杀死思
乡之情？那个时候，所谓的“乡土中国”也许就
不再存在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奥秘就在
这里，如果没有春运，城市化也就算彻底完成
了，城乡差别，也许就只是地理的差别，而不
再意味着阶层与流动。这一天到来的话，我们
会是怎样的心情？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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