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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
《西湖》五大著名文学期刊的主编与作家石一
枫在北京大学采薇阁进行对话。五位主编从
文学、社会的角度对石一枫新作《借命而生》
进行深入探讨，也梳理了石一枫创作道路的
成长与收获，并给予《借命而生》高度肯定。

石一枫的长篇小说 《借命而生》 近期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从一桩
1988年的盗窃案写起，时间跨越30年，讲述
了警察与逃犯之间的精彩故事。两个越狱的
嫌犯姚斌彬和许文革，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
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追捕中杜湘东渐渐发

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
……三个主人公都是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洪流
中苦苦挣扎的小人物，他们处境不同、职业
不同，却都以强硬的姿态面对生活，坚守自
己的善良和价值。

《人民文学》 主编施战军认为，《借命而
生》 的故事连带出来的是中国这二三十年的
生活，将时代性和思想深刻性结合在一起。
石一枫的关键词在“生”上，讲述人怎么找
到生路的故事，讲述生命的价值。

《收获》 主编程永新说，石一枫总是能
寻找社会生活敏感的点，不仅是为问题而问

题，他其实是有提升的，有人性的温暖，他对
笔下的人物总有一种包容、慈悲的同情。

《十月》主编陈东捷评价，《借命而生》是
石一枫又一篇致敬经典、致敬时代的野心之
作。他通过人物的命运把现实串通起来。石
一枫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

《当代》 主编孔令燕称，石一枫是近年
让人惊喜的一个青年作家，他的作品用典型
的细节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借
命而生》 这个作品是他走向成熟的几个标志
之一，从关注自身到关注自身以外的东西，
关注社会，关注时代精神。

《西湖》 主编吴玄认为，看 《借命而
生》 最大的感受就是石一枫悲天悯人的情
怀。他把对社会层面的批判转成了对人性的
关怀。这部小说是对人性的探索。

“ 《借命而生》 最早的动机是要写一个
第三人称的作品，写一个跟我的个人生活不
一样的故事。以第三人称写与我不重合的
人，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成熟的方式。”石
一枫认为自己的写作要克服禀赋上的弱点，
发挥禀赋上的长处，这是遇到的挑战。

这世上最幸福的时刻，无疑是能够从容
追忆那已逝的似水一般的年华。

比如那个躺在蓝屋子里的普鲁斯特，他
说：“她让人端来一个扁扁鼓鼓的点心，名
叫小玛德莱娜，看上去像是用扇贝型模子配
制的。当下，我面对阴郁的白天和无望的明
天正闷闷不乐，机械地舀了一勺我先前泡着
点心的茶，送进嘴里。就在这口带着蛋糕屑
的茶碰到上腭的一刻，我猛然一震，注意到
我身上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一种美不可言的
快感传遍我全身，使我感到超然升华，但又

不解其缘由。”
令我们超然升华还有刘仁前这本 《楚水

风物》。普鲁斯特念念不忘他的“小玛德莱
娜点心”，刘仁前则在反复书写他老家的菱
啊、河蚌啊、风车啊、田螺啊、粽箬啊、麻雀
啊、野鸭啊、扁豆啊、芋头啊、螺蛳啊、春卷
啊。除了有楚水之外的人熟悉的物件外，还
有例如高瓜啊、连根菜啊、虎头鲨啊、毛鱼
啊等我们心知肚明的风物。

是的，图腾！从风中的摇曳到水底的悠
游，从旷野的精灵再到农家的菜地，他一笔

一画地写下了时令的味道，记录了民间的情
感。故乡的六十三样物事，六十三样图腾，
刘仁前反复咀嚼，反复追忆，他的上腭，他
的舌尖，他从头部到尾骨的震颤，不仅是吃
货的美不可言的快感，更是一个游子满怀乡
愁的震颤。

算起来，我和刘仁前是同吃一河水同住
一个村庄，同说一样的乡言土语，包括一些
土生土长的歇后语。现在离开家乡，在长江
边生活了快 20 年，读 《楚水风物》，回乡的
忧伤和温馨扑面而来。比如那篇“歪”茨

菇：“或有一群男女，光着脚丫子，踩进田
里，脚下稍稍晃动，‘歪’上几‘歪’，便有
荸荠、茨菇之类，从脚丫间钻出，蹭得脚丫
子痒痒的，伸手去拿极易。”

这样的场景在长江边并不存在，因为土
质不同，长江的泥沙堆积不同于我们的家
乡，家乡多是泥沼的腐殖土，黏性十足，如
果不“歪”上几“歪”，那些藏在土里的茨
菇们又如何乖乖出头露面呢。这样心照不宣
的阅读，这样回归童年的阅读，时光被慢慢
拉长，拉长的时光又化成舌头上的甜蜜，那
是比“小玛德莱娜点心”更甜的追忆。

25 年前，我读过那本薄薄的 《楚水风
物》，25 年后，我再次读这本明显厚了许多
的 《楚水风物》。薄也好，厚也罢，《楚水风
物》 里都是“人间的小温”，都是刘仁前这
头“孺子牛”对于养育他的家乡的回馈。他
还把这种回馈熬制成磨盘般大小的麦芽糖，
唇齿留香的麦芽糖。

一说到孤
独，有人会觉
得这是文人墨
客的矫情。其
实文人和孤独
是分不开的。
蒋勋在《孤独
六讲》中把孤
独提升到美学
的角度，虽然
我觉得未必如
此夸张，但我
也理解并同意
他的观点：如
果 梵 高 不 孤
独，如果竹林
七贤不孤独，
世界会失去很多美好的作品及人格
之美的展现。因为只有让自己净
空，才有空间接纳更多，进行创
造，能够“独与天地游”。这也是
文人对孤独情有独钟的缘故。

海外环境让我们对本土有了距
离，有了孤独的可能性，这正是审
视并扣问心灵的大好时机。

翻开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独》，开始我真没有立刻被
吸引住。尤其那些拗口的拉丁美洲
人名不断重复出现，让我在弄清人
物及其之间的关系时颇费脑细胞。
这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因素
也是羁绊——那片土地离我们东方
太远，我很难了解和想象他们的生
活和文化，尤其是一开始就是炼金
术、神秘的吉普赛预言还有那些占
卜术，这三个一直缠绕小说的西方
三大法术，的确扑朔迷离。

但是在逐步了解人物走向之
后，读者会逐渐“进入角色”。好
像有只无形的手，紧紧虏住你的内
心。你会“懂得”人物那些似乎违
背常理的古怪行为，你会对看似荒
诞不经的人物关系和故事发展有深
入的同情和理解。难怪秘鲁作家聂
鲁达称其为继塞万提斯之后最伟大
的西语作品。

但其实我们认识的这本著作，
远远不是它有魔幻现实主义这么简
单肤浅。马尔克斯自己说小说的主
题“不是神秘，不是爱，也不是政
治，而是孤独。”小说讲述人类自
我探索，在神幻中不断试验发现，
以及后来讲到的战争、情爱的错位
等等，其实是人类永恒的寻求。在
这一点上，无论在地球哪个角落，
都是不断在探寻的问题。人类在战
争、政治、哲学和死亡等等过程
中，都无法停止思考。

其实孤独就是自我意识。马尔
克斯的理想是要从孤独走向人类终
极团结，这是他的诉求，也是很多
西方作家的诉求。法国作家加缪如
此，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也是如
此。我们东方文学何尝不是如此？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
而行无过矣。”一个作家，如果不
孤独就无法思考；如果不是向着自
己的心提问，就没法做到真正的人
文关怀。海外作者有孤独的优势，
可以提高自我意识，进行内心批判
审查，为社会写出有良心的作品
来。

文学永恒。

由十月文学院策划主办的大型系列
文学讲座活动“名家讲经典”第十场讲
座日前在京举办。著名诗人、北京师范
大学特聘教授西川为广大文学爱好者讲
解了中国古代伟大诗人杜甫的诗歌。西
川的讲座进入了唐代这个诗歌辉煌时代
的现场，以诗人的敏锐与学者的洞察力，
还原了唐代盛大的诗歌氛围，更新了杜
甫的形象。

杜甫与李白在唐代双峰并峙，互为
同道，合称“李杜”。杜甫诗风沉郁顿
挫，深切硬朗。杜甫以儒家者流自居，
心怀尧舜之政治理想，继承孔门之人生
态度，既“日夕思朝廷”，又“穷年忧
黎元”，心怀家国天下，忠君，爱国，
爱众生。同时，他又是一个对诗歌保有
虔诚信念的诗歌信徒，立志将诗歌作为
自己的终身事业，“诗是吾家事”“自吟
诗送老”。他留下的诗篇至今光芒不
减，动人肺腑，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永恒
的美的来源。

（洛 文）

历史上山西有“表里山河”之誉。山河
环护，土厚水深，连通南北，四季分明。这
样的地理文化环境，孕育了与之匹配的文明
和文学。当我们打开中国文学史，看到的第
一首诗就是 《击壤歌》。“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在我们的先人开始文学的表达时，就
具备了一种超越时空的能力。他们追求的是
对人类生活恒久性的描写。这使山西文学表
现出厚重、质朴、浑大的品格。

当文学的长卷延展至40年前，那个注定
要使中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山西的文学
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早
逝的诗人文武斌欣喜地呼唤着，春来了！来
了——来了——/来得这样突然这样快！马
烽、西戎等“山药蛋”派作家创作了 《结婚
现场会》《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 等一批作
品，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深切地呼唤
新的时代的到来。这种呼唤，并不仅仅是作
家个人的声音，而且是那一时期人民的心
声，时代的必然。

实际上山西作家对时代的这种敏感性并
不是由此开始。稍早之前即有焦祖尧创作的
长篇小说 《总工程师与他的女儿》《跋涉
者》 面世。这些作品已经表现出生活中渴求
变革的积极力量。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
更年轻的作家引起文坛关注。成一的 《顶凌
下种》、张石山的 《镢柄韩宝山》、柯云路的

《三千万》等均是对时代变革的呼唤。而柯云
路的长篇小说 《新星》《夜与昼》 以宏阔广
大的社会生活、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表现了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以及人
民内心的热切期盼，是具有史诗品格的时代
画卷。他们的作品洋溢着热情与理想，对未
来中国充满了希望，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的

“晋军崛起”。
相对于老一辈作家而言，更年轻的“晋

军”作家出现，使山西文学呈现出生龙活虎、
多姿多彩的局面。他们虽然在起步之初深受
赵树理等“山药蛋”派作家的影响，但经过一
段时间实践之后不再追求相近的创作风格，
而是努力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分化与多样
是那一时期山西文学发展演变的必然。

关注现实是总基调

总的来看，关注现实仍然是山西作家的
总基调。张平从家庭苦情中出走，创作了一
系列直面现实的作品。《天网》《国家干部》

《十面埋伏》 等成为社会现实的文学镜像，
深刻表现了中国变革的艰难进程。其长篇小
说 《抉择》 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钟道新则关
注最具前沿性的社会生活。其作品如 《股票
市场的迷走神经》《超导》《特别提款权》等
表现出作家在知识储备、艺术表达诸多方面
的独特造诣。王东满、田东照、周宗奇等人
的小说密切关注现实生活，董耀章、张不

代、梁志宏、张承信等人的诗歌呼唤新的时
代到来。而潞潞、秦岭、郭新民等人均为新
时期诗歌创作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诗人。

另一些山西作家则从更深远的层面来表
现中国。他们也许描写了现实，但其目的并
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即时性展示，而是企图揭
示出隐藏在生活表象之后的文化内涵，力图
揭示出大变革时代民族文化的某种基因与作

用。其中，有成一 《陌生的夏天》 系列、张
石山 《仇犹遗风录》 系列、李锐 《厚土》 系
列等。特别是长篇小说如成一的 《游戏》

《白银谷》《茶道青红》，李锐的 《无风之
树》《银城故事》《张马丁的第八天》；高岸
的 《世界正年轻》 等，具有更为深广的文化
意味，努力从文化哲学的层面来思考民族精
神。他们塑造的人物，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
特征，还具备了某种“符号”意义。需要提
到的是女作家蒋韵，不论早期 《完美的旅
行》，还是获鲁迅文学奖的 《心爱的树》，乃
至近期的 《晚祷》《水岸云庐》，总是在略带
伤感的叙述中表现出人超越现实困惑得以救
赎的内在力量。而王祥夫通过对普通人日常
生活细节的描写，表现出生命所具有的温暖
与希望。他以短篇小说 《上边》 获鲁迅文学
奖。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步入文坛的吕新，
一直坚持着文学的先锋性写作。近年来，除
中篇小说 《白杨树的春天》 获鲁迅文学奖
外，长篇小说 《下弦月》 等产生重要影响，
并因此获得了“花城文学奖·杰出作家奖”。
我们可以从他的创作中看到中国先锋小说发
展到今天的某种轨迹。

新锐力量引人注目

进入新世纪，更年轻的一批作家成长起
来。他们被称为“三晋新锐”。葛水平以

《喊山》《地气》《甩鞭》 等中篇小说引起文
坛瞩目，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其长篇小说

《裸地》 力图展现上世纪初以来半多个世纪
乡村的沧桑巨变，具有宏大的历史品格。李
骏虎在创作了一系列城市题材小说后又着力
揭示发生在中国农村的变革，体现出浓郁的
文化意味，并以中篇小说 《前面就是麦季》
获鲁迅文学奖。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

题材的长篇小说 《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 是
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重要收获。此
外，王保忠、杨遥、手指、杨凤喜、李燕
蓉、小岸、陈克海、张乐朋、唐晋、张暄、
陈年、苏二花、李禹东等均是比较活跃的青
年作家。而顾拜妮、王棘等“90后”也显现
出不俗的势头。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被誉为凭
一人之力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世界水平的
刘慈欣。他的 《三体》 被认为是中国科幻文
学的里程碑之作，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世界科幻文学雨果奖及轨迹奖等一系列
重要奖项。刘慈欣的小说具有宏阔的视野，
从宇宙生命的层面思考人类的意义，蕴含着
浓郁的中国智慧与感人力量，产生了极具魅
力的国际影响。网络文学也出现了诸如陈锋
笑、常舒欣、魏荣朋、刀郎、竹宴小生、董
群等大神级作家。有论者认为，山西网络文
学具有浓郁的现实情怀。

非虚构写作独树一帜

上世纪末，伴随着艺术领域的实验风
潮，文学领域的探索也风生水起。新散文在
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惹人注目地登上舞台。张
锐锋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的一系列作品
如 《祖先的深度》《皱纹》《卡夫卡谜题》等
成为新散文的重要收获。这些作品以超常规
的篇幅、感悟性的思考极大地拓展了散文的

表现力与艺术可能性。玄武、赵树义、阎文
盛、白琳、汉家等人均为新散文的重要作
家。另一些作家更多地体现出散文的传统意
味，并不断求新求变。其中如燕治国、王祥
夫、乔忠延、葛水平、蒋殊、手指等均十分
活跃。

在诗歌领域，雷霆、张二棍、石头、张
琳等引人注目。

有人认为，在报告文学领域存在一种
“山西现象”。如果不是讨论创作风格，而是
从创作者的数量来看，这种观点还是能够站
住脚的。老一代作家如马烽、西戎、孙谦等
均有报告文学作品问世。焦祖尧的 《黄河落
天 走 山 西》 等 影 响 广 泛 。 张 平 的 《孤 儿
泪》、张锐锋的 《鼎立南极》 获中宣部“五
个一工程”奖。麦天枢有 《西部在移民》

《昨天》 等重要作品。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赵
瑜与哲夫两位作家。赵瑜创作了包括 《中国
的要害》《强国梦》《马家军调查》《寻找巴
金的黛莉》 等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并以 《革
命百里洲》 获鲁迅文学奖。他无疑是当代中
国最具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哲夫在
创作小说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报告文
学创作中。他特别关注生态问题，有 《中国
档案》《黄河追踪》《世纪之痒》 等大量作
品。近期又有 《水土中国》 面世，被誉为是

“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卫士”。此外，鲁顺民、
黄风、籍满天、聂还贵、魏荣汉、郭万新、
江雪等均有重要作品。山西的传记文学也独
树一帜。韩石山的 《李健吾传》《徐志摩
传》《张晗传》 等影响广泛。其作品文笔生
动，考证细致，常有人所未见之论。寓真有

《张伯驹身世钩沉》，周宗奇有 《潞盐传》
《忧乐天下：范仲淹传》，王东满有 《姚奠
中》，陈为人有 《兼爱者：墨子传》《柳宗元
传》，乔忠延有 《关汉卿传》 等。此外，沈
琨、苏华、张卫平、李金山、宁志荣等均有
传记作品问世。

上世纪初，新文学运动兴起。高长虹等
人发起狂飙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社
团。他们的作品，借鉴西方文学的表现手
法，强调主观倾述，呼唤改造社会，为中国
文学的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开始
后，大批作家来到山西，参与抗战，创作了
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在根据地
出现了赵树理、马烽等一批本土作家。他们
适应时代要求，向传统与民间学习，与其他
作家一道完成了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
转化。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山西作家坚
守文学使命，关注国事民生，在继承传统的
同时吸收外来艺术手法，不断求新求变，为
中国新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做出
了积极的努力。

正如山西的地形颇似一片飞动的桑叶，
山西的文学正呈现出勃然生机，在黄土高原
的高山厚土中开放着灿烂之花。

当
我
翻
开
孤
独

枫

雨
（
美
国
）

当
我
翻
开
孤
独

枫

雨
（
美
国
）

◎

作
家
谈

西川讲经典：杜甫的形象西川讲经典：杜甫的形象

山西文学：坚守与嬗变
杜学文

◎文学新地理④

石一枫携新作《借命而生》

对话五大文学期刊主编
刘 洋

追忆的温馨
——读刘仁前《楚水风物》

庞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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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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