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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娟作品体现了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对自然怀着一种单纯的美好爱恋,一种纯净的领悟。李娟作
品中表现出的诗意和哲理,有着近乎宽容的博大胸怀。本文通过对李娟生平及其作品的介绍,对其散文进
行分析,探讨了李娟散文的创作特点,对李娟散文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 李娟散文；创作特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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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 Juan's Prose creation
Xing Lin
Xi'an Shiyou University
[Abstract] Li Juan's works embody her love for nature. She cherishes a pure love for nature and a pure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oetry and philosophy in Li Juan's works are almost tolerant and broad-minde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Li Juan's life and her works, this paper analyses her prose, probes into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er prose, and evaluates her prose.
[Key words] Li Juan's pros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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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李娟作品的分析,探讨了李娟作品

永远这么小,我永远不会担心它。只需要

很小的时候,李娟的母亲去了北疆,

中独特的风格和艺术,希望能够为李娟

一上火车,就会想去你想去的地方,没有

作品的研究做出一些贡献。

人意识到还有一个人在我身边。为了与

惊受怕。但是新疆的生活没有给李娟带

1 李娟散文概述

你合作,我很安静。”“在哈萨克人为主

来很大的困扰,在与母亲和祖母一起生

1.1李娟生平

要人口的小县里,这是一个小小的童

活在新疆的日子里,李娟感受到了生活

李娟出生在新疆建设兵团的偏远戈

[2]
年。” 在少女时代,她和她的母亲和祖

的气息,用文字记录下来。李娟的《我的

壁,这一片沙漠,非常罕见。因为地面上

母在阿勒泰山脉中游荡。他们最近的邻

阿勒泰》：
“在家里的时间不长,但它是最

有一个废弃的木制车架,李娟就把它当

居也在一公里之外。母亲和女儿,有时是

好奇和甜美的梦乡,什么眼睛所看到的,

作“汽车排”。在童年时代,李娟拒绝长

祖母,住在旷野里的帐篷里,守着他们的

耳朵当我听到它,我不能逗留,我慢慢写

大,以应付母亲的四处游荡。即使是到了

货物,等待远近的牧人购买。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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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总的来说,李娟的作品中描写

五岁那么大,李娟的体重还只有11公斤,

他们还做裁缝,种植向日葵、养鸡、去森

的大部分都是北疆的生活、牧民的生活

母亲可以像提皮箱一样把她提起来,随

林采摘真菌。从李娟的作品中可以经常

以及和母亲祖母在一起的日子。本文通

便带到任何地方。她的母亲说：
“如果你

看到两个女性角色——母亲和 祖 母 ,与

高校教学的过程,不仅是对优秀精神的

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5-05.

李娟跟着母亲,全部受着没有户口的担

继承与延续,而且也是对我国人才培养
与国家发展所做的长远考量与根本把握,
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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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一起的生活是李娟小说创作所有的
[3]

灵感源泉。

找-回归”；祖母“失踪-寻找-妥协”。尽

人民在条件恶劣,生产和生活条件艰苦

管每个女性都有不同的心理困扰方法,

的自然环境中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随

新一个传统和现代结合的地方,在

但她同样渴望走出困境。虽然在追寻心

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现代化的浪潮下,很多人依然保持着传

灵归属的道路上是无尽的孤独,但是却

3 李娟散文的创作特点

统的生活方式。在新疆的生活给李娟留

给了李娟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
“母亲”

3.1“在场”的姿态

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疆不止给李娟带来

和“祖母”形成了一个整体,共同存在于

具体地说,“在场”就是直接呈现在

了灵感,给许多作家刘良成或雅克西带

北疆生活的边缘,构成了一副边缘人生

面前的事物,“方向事物本身”是直接,

来了影响。这些新疆作家的写作风格非

活的图景,逐渐完整了那一地方的女性

通畅和经验开放性。而要达到“无阴影

常强烈,他们的文字在阅读后会给人留

的形象。他们的生活没有目标,但并不是

状态”,只有通过“解构”,“启示”和

下深刻的印象。新疆独特的文化体现在

沉沦堕落,他们永不言败,不断寻找新的

显示。这是在该领域论文的支持者“存

很多方面,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谈

道路。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额哎自

在”的解释。

到新疆给李娟的影响时,李娟是这样说

然,乐观旷达。

[7]

在场奖的评委之一陈思和说：
“所谓

的：
“新疆给人独特的感觉与新疆的环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边缘化女性所

的在场作品,就是用自身的在场状态,描

相关,在荒凉的戈壁沙漠上,生活都是非

面临的三个问题,在以他们为代表的边

述生活的实际情况和真实的感受,而不

常困难的,每个人都必须非常的乐观和

缘化女性中,他们并不是独特的个体。对

是用华丽的辞藻来描述生活,要直接表

他们来说,漂泊就是一颗无依无靠的树,

达生命的原始状态。而笔者是最冲动和

2 李娟散文分析

没有根也没有土壤。他们在两种不同的

原来的想法,这是散文的灵魂。”

2.1李娟散文中的素净诗意

文化和生活中穿梭着,走在文明森林的

李娟被授予散文第一届一等奖。在

李娟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辞藻,每个

边缘。但是社会的发展使如此的快,过去

众多出名作家中,李娟没有文学方面的

人都能读懂,也没有任何晦涩的技巧,没

的传统生活已经渐渐逝去,他们的未来

文凭,也没有上过写作方面的课,她只是

有流行的写作技法。她的语言就像天然

的方向尚未知晓。

把自己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生活记录了

开朗,否则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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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元素,像辽阔的天空、原始的森

[9]

2.2李娟散文中的游牧生活

下来。李娟写作,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她

林、璀璨的太阳,李娟笔下的人和事都是

李娟从小跟母亲和一群哈萨克牧民

热爱自己生活中的人和事,在她的作品

那些最干净的情景,表现的是人类最原

生活在一起,做过裁缝,卖过百货,一直

中,小时候的朋友、同学、流浪生涯中的

始的感情和生活状态。李娟作品语言中

生活在流浪之中。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工友、澡堂的朋友以及哈萨克乡村舞会

表现出的素净诗意,体现了她对大自然

使李娟有一种对生命独特的体验,李娟

上的暗恋的男孩、牛羊、花纹艳丽有着

的热爱,对自然怀着一种单纯的美好爱

的精神是属于游牧生活的,所以她的散

羊角图案的花毯子、雪地上奔驰的骏马、

恋,一种纯净的领悟。 李娟作品中表现

文散发着一种浓浓的生态气息。李娟很

动物踏过留下的蹄痕,在她的笔下都栩

出的诗意和哲理,有着近乎宽容的博大

好地融入哈萨克牧民的生活,对他们欣

栩如生。这些都是李娟真实的生活,是李

胸怀。李娟这种素净语言风格是天然生

赏有热爱,无论是男性或女性,可以欣赏

娟看到的听到的人和事。

成的,不是通过刻意的学习和培养能够

一种自然在他们。李娟热爱他们坚毅的

李娟对感觉准确的表达就好像清澈

生活态度和面对困难时所表现出的乐观

的河水那样,直击人们心灵的本质。她对

旷达的精神,她喜欢他们的生活态度,那

生活的描写细致入微,感觉灵敏,好像奔

心的典型女性形象——“我”,“母亲”

种自得其乐的感觉,总是可以从艰难的

涌的江河,毫不做作。对问题的表现认真

和“祖母”。在李娟作品中特殊的环境下,

生活中找出生活的乐趣。在哈萨克牧民

而诚恳,热情而真诚。

这三个女性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李娟把

粗糙的手、黑红的脸颊和又厚又重的棉

细小生活中表现美好的感动,在这个物

内心的困境深刻地寄托在这三个女性

衣下面,是一颗颗勇敢善良的心。李娟认

欲横流的世界中表现最原始的感情,在

身上,实现自我灵魂的苏醒和救赎。李

为这种生活态度很珍贵,这也是现代生

现代化的快节奏世界中难得一见。打开

娟的作品中很少看见以男性为主角的

活的人们所缺失的。

[5]

[6]

做到的。

在李娟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三个核

作品,用女性的视角写下了她生活中的
种种事情。

[10]

她从生活中的

[8]

李娟的作品,一股北疆的山野自然之气

在她的文章中,李娟一再写下与她

扑面而来,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活生生

年龄相仿的哈萨克妇女,但她早知道她

的自然景象,森林、雪地、草原以及牛羊。

李娟作品中的三个女性就是一直在

的生活。虽然她和李娟的年龄相同,但生

这种寻找“心灵归属”的情况下生活着,

活的艰辛使这位哈萨克女人变得成熟和

生活中没有固定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精

坚韧,男人的观察也很有技巧。即使在她

水面,行走散文和散文地域中普遍存在。

神上没有可以支持的东西。其中,“我”

后来普通而单调的生活中,她也能够伸

在这种风格,笔者经常采用外人叙述身

是“失踪-寻找-迷失”；母亲“失踪-寻

展双臂,以轻盈优雅的舞步跳舞到平凡

份,并说明了一个简单的方式一定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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