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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辉现在身兼作家和编辑的双重身
份，既是知名作家，又是 《雨花》 的主
编。只不过他成名甚早，属于写而优则
编，主编的身份不会给他的创作带来太
多的正面效应，反而可能会花费不少心
力，减少了创作的数量。当然，朱辉有
他自己的解释，人到中年，应该保持写
作的量少质精，积极应对，将可能的困
境转化为正面积极的动力。以朱辉的聪
明机敏，在作者与主编、自检与鉴识之
间来回游走，相信是游刃有余的。从他
近年的创作中，应该也不难看出他在写
作方面的坚持和追求。

对于从青年到中年阶段写作观念的
转变，朱辉有着充分的自觉认识。他用
两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来形容，即“从抓
痒到点穴”。意谓年轻时代的写作大都笔
随意转，顺从直觉和灵感为多，自己有
兴趣的题材人物便加以点染，敷衍铺排
成小说故事。随性而起，随性而收，在
切磋琢磨上并未耗用太多的心力。这类
的写作自然有其优势，就是流畅自然，
我手写我心，作者称之为：“聊以自慰的
是，当年的那些作品，作为砖瓦，它们
专属于我，风吹雨打后，它们仍然没有
烂掉。房子造得慢些也许不全是坏事。”

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直觉式写作
的阶段也为作者后来磨练技艺、再上层
楼做了必要的准备铺垫。若非有“抓
痒”的写作漫游练习在先，作为朱辉拓
展思路，打开书写局面的前提，就不可
能出现其后进一步发展为“点穴”般的
写作。“点穴”使得着力点更准，力道更
足。先放，是为了让想象力得以自在驰
骋；后收，则是有意令自己的技艺磨练
到更为精纯的程度。抓痒比较轻飘，及
表不及里，或许只是从表面擦掠而过。
到了点穴，就会有更痛切深刻的感受。
朱辉深深体会到，到了中年时代，时间
对人的无形压力连同挤逼作用，因而发
出了“我专注于身体上的那些痛点，因
为我自己其实也在疼。我希望我的小说
能准确找到那些要害处，精准下笔”的
写作宣言，致力于寻找生活和写作的

“痛点”，并将其做了尽可能淋漓尽致的
文学表现。

阅读朱辉的一些短篇近作，可以看
到，他喜好的人物与取材都极其贴近生
活，有着浓厚的人间烟火气息。一个个
故事和场景，仿佛我们每日与之朝夕相
处，呼之有应的日常。读他的作品，我
们很容易置身其中，随之起伏，并体察
人物的悲欢，与之同喜同忧。朱辉偏爱
截取有着诙谐意味的人生片段，把情节
安排一点小的波澜与冲突，暗示的部分
不直接点破，而是顺势将故事先推行至
尾声，在逐层拆解中留给读者去参与读
解这些弦外之音。在对人物行为的评判
上，似乎又有着同情和理解，往往谑而
不虐，不以猛烈的道德批判来为人物定
性，给故事定调，而是在悬而未决中选
择开放式的结尾，让人物有一定余裕与
自为的空间，不做全知全能的叙述者，
过分控制走向。这种相对松活的处理方
式类似于相信小说和人物都有其自己的
出路，作者只是与其同行同止，负责记
录和传达，在主体介入的方面依然有所

保留。朱辉小说的叙述者乃是眼亮
心活、快人快语的存在，经常在叙
述语速上显现为疾行而过，活泼跳
脱，对所讲述的人事充满了浓厚的
兴趣，于带笑带说中为故事增添了
神采。这样的语体色彩与小说人物
所处的语境彼此一致，相得益彰，
同样都是比较口语化，明白晓畅，
有时又以出其不意的俚语和调侃来
令人眼前一亮。

《要你好看》《放生记》《夜晚面
对黄昏》 等朱辉近年的短篇新作，
都贯穿了类似的写作理念和艺术手
法：亦即在日常现实中选取了对人
物有一定意义的冲突和事件，在叙
述过程中看似波澜不惊，不会有太
夸张的情节设置，或是耸动的场面
安排，但人物的内心情绪却有着暗
涌起伏，甚至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
行动出现。《要你好看》中因邂逅而
结下短暂不确定情缘的男女，一次
相会后男子趁女子熟睡之际用剃须
刀削下对方引以为傲的长发，而后
悄然离去。这究竟是某种隐秘眷念
和占有意愿的传达，抑或只是一时

兴起的恶搞？正如标题语含双关的“要
你好看”四字所示，读者可以有其不同
的理解和诠释。《放生记》 中收到礼物甲
鱼的老师，因处在评职称期间，觉得不
宜久留此君，遂委派两名学生将其放
生。岂料他们各怀心思，一人想将其转
赠岳父，另一人想拿去送给领导。无奈
甲鱼无法分身，二人又兴起再多买一只
之念。一波三折之后，他们
最终丢失了托甲鱼摊子老板
卖掉甲鱼后补偿给他们的钱
款，却终于不辱使命，用买
来的替身甲鱼拍了视频向老
师交差。老师也将其发到网
上，博得了具有好生之德的
美誉。一桩“善行”之下其
实隐藏了小人物们无伤大雅
的狡猾和辗转思绪。近年来
的社会新闻，为求功德而胡
乱放生有害野生动物的事件
常见报道，朱辉可能从类似

的通讯中获得了一定的启发。但他的着
眼点不落窠臼，且无意于谴责与批判，
只是将人可能会有的弱点一一展现出
来，并以不无谐趣的手法写出，让读者
在解颐之际还会多想上一会儿。这篇小
说所取的人物是学院中人，故事上演的
舞台是南京，信笔所至的南京街巷地
景，让在地读者感觉亲切熟稔，亦增加
了情节的真实感。

《夜晚面对黄昏》 中一则泄露情报的
出轨事件，被家犬叼出梳子和亲昵不似
初见生人的行为逐渐揭发。当事人心虚
恐慌之际，妻子的双关语质问将小说收
束在矛盾紧张的最高点，而后的人物命
运走向，都留给读者自行想象。这也是
有余音的处理方式。《绝对星等》《七层
宝塔》 和 《午时三刻》 等短篇，则显示
了朱辉对更广泛的人物和和题材的把握
能力。有的在平凡生活中保持仰望星空
的浪漫情怀，有的实写农村生活，还有
的以荒谬解荒谬，以身世谜团的揭开来
打击人物的虚荣心。故事和人物可谓因
势象形，各具情态。这些作品，在表现
了朱辉的勤奋多思和“点穴”之功。朱
辉是一位成熟的作家，有着自己颇具辩
识度的写作风格与文体特色。他说写作
就像是造砖瓦，希望自己的每篇作品都
像是一块砖瓦，“每一片砖瓦都必须硬
实，尽可能经得起敲击，最好能发出金
石之音。庶几，我终将建成自己的房
子，甚至是塔或者碑。”我相信，以朱辉
的勤奋、天分与坚持，属于朱辉的“一
间自己的房间”，一定指日可待。

李娟是天地之间的精
灵。她个子小小的，在城
市的人群中乃至闪亮的颁
奖台上也能被隐匿。她的
文字如颗颗饱满的种子，
遇到善感的心灵就会发芽
结籽，堪比星星，再厚的
云层也不能遮掩它亘古不
变的冷峻光泽。李娟的写
作不是坐在书斋中冥想、
推敲、码字，而是敞开，
无限地敞开，像大海的涟
漪与海岸握手言欢，像荒
地上的植物迎接风，像一
株株向日葵围着太阳撒娇。

读 《遥 远 的 向 日 葵
地》，我仿佛也接受了万道
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
在我心里留下无数光圈和
叠影。即使我坐在小书房
里，我也能闻到向日葵淡
然的香气，听到蜜蜂幸福
的吟唱和向日葵结籽的声
音，看到一万颗向日葵同
时饱满的蔚为壮观。风掠
过金色的海洋，黄色的波
浪与阳光起舞，蜂鸟嗡嗡
地鸣叫，狗狗、兔子、鸡
和鸭各忙各的，丰收的欣
悦、劳作的辛酸、广阔的
孤独一起漫上心头，将我
淹没，如此大的眼
睛却无法噙住两行
小小的泪水。

故 乡 像 一 张 地
图一样慢慢展开；春
天在我心中复活，我
恢复为一个头戴花
环的少女，在田间采
摘、追逐、歌唱，漫山
遍野的绿，姹紫嫣红
的花，蜻蜓、蝴蝶、蜜
蜂……不知名的虫
子，嘤嘤齐鸣，世界
碧绿，我脸鲜红。

整 个 大 地 都 应
该感谢李娟！她用
文字为大地万物赋
形，她触及事物内部的灵性，这种灵性来自对生命的
秘密的感悟，是她独自与天地万物对话的结晶。“在戈
壁滩上，走一个小时也没遇到一个人。如同走了千百
万年也没遇到一个人……四面八方空空荡荡，站在大
地上，仿佛千万年后独自重返地球。”此时，李娟一定
与陈子昂相遇，“念天地之悠悠”的大孤独仿佛有形物
附着于他们。她也品尝过“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
灭”、“天地一沙鸥”的寂静与怡然，享受过“唯山上之
清风，与山间之明月”的自得。将心安放在蔚蓝和金黄
之间并不困难，我们可以将它想象为隐逸、静谧，想象
为“诗与远方”，其实也是将自己安放在想象力中。但
是李娟能够将心妥帖地安放在冰天雪地、暴风骤雨
中，能够从任何一个寂寥的地方如同温暖的地方中发
现生命的动人：比如冰冷的黑夜中等来的一束光，比
如荒野中沙枣“顶端微微透明的黑色区域”……

李娟善于比喻，她的比喻像走钢丝的人一样在陌
生化和熟悉化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从阅读经验中我
们知道，过于陌生和过于熟悉都行不通，我们想读的
是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事物，能够吸引读者的就是

“似曾”！曾，曾经，是熟悉的；似，似的，似是而
非，是陌生的。陌生的阅读、学习必须与熟悉的领域
形成渗透关系。

譬如 《金色》，书写的是我们熟悉的事物：蜜蜂、
白桦树、麦田、饲草、芦苇、月亮……金色有诸多的
层次，俗的、雅的、细致的、辉煌的、澄澈的、光芒
万丈。“金色和蓝色，相峙于这颗古老的星球之上。从
金色和蓝色之间走过的人，突然感到自己一尘不染
……”层林漫染，步步着色，渐深渐浓，情感像燃料
一样缓缓融进整个世界。纯粹的写实抵达纯粹的抽
象，色彩及其包孕的内在精神仿佛可以触摸，无边无
际的秋天就在这篇文章中和盘托出。所有的辛劳在秋
收的欢喜中得到安放。

人有五官，除了视觉，味觉、嗅觉、听觉、触觉
同样值得写作认真对待。品读是强调语言的声音质地
和描述的丰富性，多种层次的熏染、渗融、交织，需
要各个感官共同配合去打开、尝试、探索。所以古代
文论以“品”来区分文章和文人。如果借用古代的逸
品、神品、能品来论，李娟的当属逸品：自然、天
真、透明，通体洋溢着自由，纯洁的气息能将世俗的
污浊、卿卿我我的磨叽涤荡。

很多人要疑惑一片向日葵地就能写出一本书，那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该诞生多少本书来。是的，就
是一片向日葵地！在“乌伦故河从东往西流，横亘阿
尔泰山南麓广阔的戈壁荒漠”中。是李娟母女自己种
的，不是梵高笔下画出来的，当然也和梵高异曲同
工，他们都在探索向日葵的灵魂，探索人类的灵魂。

读书还是从第一页开始，《灾年》从洁白的书页上
赫然映入眼帘。李娟要写的灾难与生活同在，就是农
业文明时代最基本的一部分。在不断克服灾难的过程
中，人和万物连同茫茫大地结盟，滋长出深厚的情
谊。在戈壁荒漠中的劳作、生活，既不浪漫也不悲
壮。生活的艰辛和缝隙中的诗意被她克制着娓娓道
来。艰辛是沙枣身上的刺，是生活的底色，诗意是沙
枣酝酿的那点甜，那点甜值得我们冒险去拨开全部的
刺，就像玫瑰花与刺蕴藏着诱惑与抵抗的张力，就像
为了爱情赴汤蹈火的人。

小个子李娟却有着大本事：被人遗忘的荒野在她
笔下全部复活。我爱上了她笔下遥远的向日葵地，连
同她生活中的一切都与我发生心灵感应：她的粗枝大
叶、风风火火的妈妈，开店与别人自来熟，像对白一
样讨价还价；种地大张旗鼓，做饭难吃得要死，爱意
盈盈然劣迹斑斑，这才是李娟的妈妈！

四脚蛇、一束花、一阵风、醉鬼来访、叔叔、来
往的哈萨克人、电站的职工……李娟诚实地写下这一
切。仿佛只是生活的某个片段，却反映出整个自然的
刀光剑影。金色、蓝色、五颜六色……荒野、天地、
世间万物……李娟爱着，“也爱着人间丰富、庞杂、又
矛盾重重的所有滋味。”

读王凯的长篇小说 《导弹和向日
葵》，首先为它的题记喝彩。小说共有 5
章，每一章都引用麦尔维尔 《白鲸》 中
的句子作为题记。沙漠本身就像大海，
浩瀚无边，王凯用 《白鲸》 中的句子作
题记，把大海和沙漠联系在一起，使干
燥、荒凉的沙漠汹涌、复杂起来。

王凯的整部小说结构严谨、线条清
晰，人物塑造非常成功。小说以钟军、
兰甘、胡天、“我”、白雪歌、车红旗这
几个军校同学在开往沙漠基地的军列上
关于沙漠演变的讨论为引子，主要人物
集中出场，用生活化的语言对每个人物
做了一次速写，定下了全文叙述的基
调，也让读者对人物有了初步的了解。
接下来，每位性格不同的人物在沙漠中
各自泅渡人生之海。全文以具有理想主
义情怀又桀骜不驯的叶春风和极其现实
又富有心机的车红旗两个人物的发展为

主线，写了几名军校毕业生的一个“十
年之痒”，同时描绘了基地、团站、机
关、连队等诸多人物的众生相。这些人
物，身份不一、军龄不一、性格不一，但都
有一个一致的目标——发展。但每个人
在谋求发展或者谋取利益的道路上，手
段不同，拎出来，都是一部传奇。

小说中批判假恶丑，同样也传递着
真善美。叶春风隐瞒胡天的去向是出于
义气，最后在军务科为了优秀士兵禹
强，不惜与科长翻脸，是和官僚主义作
战。这种发展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渐
进的，既是生活的真实，也是个人的成
熟。曹股长作为装备处器材股股长，虽
然有职有权，却对兄弟部门领导和战友
铁面无私，敢于顶住上级的压力，是小
说中骨头最硬的人。这类人是王凯喜欢
的人，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他们的
精神自由高贵，他们得到尊敬爱戴。从

白雪歌、季菲、李凝等众多异性对叶春
风的爱慕，以及袁门对他一如既往的赏
识，都足以说明这个价值取向。此外，
还有锅炉班长老武、燃料加注班长田山
路这样老老实实的士兵，他们做着最本
职的工作，吃苦耐劳，一丝不苟，成为
最拔尖的士兵。他们看似可有可无，但
却是我们这支军队乃至整个社会真正的
精英。值得一提的还有袁门。这是一个
异类，正直，有原则，能掌控局面。看
起来不够快意恩仇，但现实大局往往由
这类人改变。

王凯不仅写出了这些人物之间的巨
大差异性，而且写出了同一个人物的复
杂性。比如叶春风才华出众，桀骜不
驯，讲义气，但也有普通人的虚荣心、
自私意识，在许多事情的取舍上游移不
定，最终的爆发让人刮目相看。

小说中塑造的叶春风、车红旗、白

雪歌等形象，首先是把他们当成一个
人，然后才在此之上成为一个军人。他
们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有着普通人
的理想与欲望，比起梁三喜、靳开来、
李云龙、楚云飞们，离我们更近，他们
的复杂和真实是和平时期部队官兵的复
杂和真实，也是当代人的复杂和真实。

整部《导弹和向日葵》并没有几件大
事。众多琐碎的小事连缀成了这部长篇
小说，每一样掰开都是一地鸡毛。但王凯
把它们无限放大，使每一样平常的事情披
上了“神奇”的外衣，就像小小的原子裂变
产生巨大的杀伤力，让人感觉心酸、荒唐、
可笑、愤怒、震惊、残酷，也让人感觉到快
乐、惊喜、美好、欣慰、痛快、感动，最终让
人相信，生活正是这样。

2017，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千禧
年甩开18个春秋。蓦然回首，千禧交接
时正值我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也是艰
难时刻。1998年夏秋时，我做了一个重
大决定：学电脑。6 个月的学习和强化
训练后，我匆匆上了寻工路。

整整18年过去了。经历无数系统编
程和支持、维护的大浪洗礼，我炼就成
为一名高级系统分析师和程序师。

这时，我的文学创作亦如火如荼。
每天下班回到住处，疲累的身子往电脑
前一坐，一切程序被抛到脑后，我成了
一个激情澎湃的作家。

这个写作的激情又从哪里来？
2006年是我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激情

高峰，那一年我写成了长篇处女作 《不
能讲的故事》。这个故事源于我一首没
有写完的叙事诗。从第一个章节发到网
上开始，我被读者催着、激励着，更被
小说主人公芦花的命运及其苦难、坚忍
和善良所感召着。情节是在奋笔疾书中
环环生成的。大半年后，我利用业余时

间，在寄宿的小房间的儿童塑料桌上，
完成了近18万字的《不能讲的故事》。

芦花之后，对于人和事物的激情，继
续推动我创作出更多的小说。这些人物
包括：自愿支边过艰苦日子的年轻教师，
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大时代中的
社会底层各式民众包括民工、留守妇女
儿童……2017 年，我的注意力被中国古
代史吸引了，特别是唐宋前的历史。沿
着华夏文明的足迹，我的目光上溯 4000
年，到达夏朝美丽的都城斟鄩。夏商周
文明更迭，华夏的命运轨迹和精神脉络
逐渐清晰。秦人血性，硬是在六国包抄
中，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边陲小国奋进而
成就中华第一帝国的荣光。汉代从高祖

刘邦开始，胸怀大志，英雄辈出，开疆
拓土，造就了华夏第一个鼎盛高峰。经
过了东汉的动乱和三国赤壁之火，司马
氏的西晋内核不坚，加上“五胡”的趁机
南侵，华夏双璧关中与河洛双双陷入生
灵涂炭之中，神州大地被切割为南北两
半。由于丝绸之路在西北和东南沿海的
成形，从东汉到隋朝的几百年间，是民族
碰撞、分裂、融合的痛苦而浪漫的过程。
隋统一前的几千年中华历史，让我着迷，
让我感动。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
白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民族的祖先究竟
有着怎样的血性、勇气、风骨和胸襟。

我把自己公司网上和我的博客、微
信的图标都改成了一位汉朝年轻将领的

银幕形象。我告诉同事，如果生在古
代，我会跟那位将领一样，横刀跃马，
征战疆场。“如果”这样的假设对于陈
述人生大概只有两成五的意义。但是这
个假设，这个图标，却真实地体现了我
对自己祖先的热爱和崇敬以及内心那份
来自远古的激情。难以置信，一年时
间，我完成了两部作品，总字数近 30
万。我和几位亲友及老师分享了新长篇

《又见洛阳》，得到了他们的赞赏，我的
文字感动了他们。《又见洛阳》 是 2017
年我最大的文学成就。此外，这年我还
出版了两本书：鹭江出版社出版的 《玲
玲玉声》和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的中英
对照诗集 《天井》。还获得了两个奖
项：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年度最佳小说书
奖和汉新文学的诗歌奖。

2017年我们到伯克利和儿子一起过
感恩节。我和儿子讨论热烈，尽管看法
不同，我仍然相信，至少在文学方面，
激情是我创作的起点和终点。这是人生
的幸运和一道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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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的捕捉者
——朱辉近作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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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近况

写 作 激 情
虔 谦（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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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谈

巨 鲸 歌 唱
——读王凯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

杨 遥

朱辉，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雨
花》 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多次获得紫金山文学奖、作家金短篇
奖、汪曾祺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