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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地处河北省东南部沧州地处河北省东南部，，北依京北依京
津津，，南接山东南接山东，，东临渤海东临渤海，，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
贯穿其间贯穿其间。。因与大海为邻因与大海为邻，，得名沧州得名沧州，，
意为意为““沧海之州沧海之州”。”。

沧州是蒋子龙的故乡沧州是蒋子龙的故乡，，1414岁之前岁之前，，
蒋子龙的生活在沧州农村里度过蒋子龙的生活在沧州农村里度过，，那那
里高高的土房里高高的土房，，比两边的土地矮一大比两边的土地矮一大
截的车道截的车道，，村子外面的大水坑村子外面的大水坑，，以及在以及在
水坑里摸鱼洗澡的日子水坑里摸鱼洗澡的日子，，都深深地烙都深深地烙
在了他的记忆里在了他的记忆里。。好多年以后写散好多年以后写散
文文，，提到家乡提到家乡，，蒋子龙仍然说蒋子龙仍然说：“：“沧州沧州，，
像梦一样永远跟着我像梦一样永远跟着我。”。”

蒋子龙走过的地方很多蒋子龙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很其中很
多地方都比沧州富饶多地方都比沧州富饶、、美丽美丽。。但是但是，，
这个普普通通的沧州却给了他巨大这个普普通通的沧州却给了他巨大
的触动与濡养的触动与濡养，，他把沧州当作了一生他把沧州当作了一生
中最重要的精神根据地中最重要的精神根据地。。虽然蒋子虽然蒋子
龙是以工业题材小说在文坛上闯出龙是以工业题材小说在文坛上闯出
一片天地的一片天地的，，但是他骨子里却是一个但是他骨子里却是一个
农民农民，，他在很多场合他在很多场合，，都一再强调这都一再强调这
一点一点。。他的农民本色他的农民本色，，是沧州给他染是沧州给他染
上的上的，，他磊落豪直的性情他磊落豪直的性情，，庶几与这庶几与这
片土地脱离不了关系片土地脱离不了关系。。

当改革开始激荡生活当改革开始激荡生活，，
作家的创作之火随之点燃作家的创作之火随之点燃

不管愿不愿意不管愿不愿意，，理不理解理不理解，，文学都文学都
成了蒋子龙的宿命成了蒋子龙的宿命，，带给他荣光带给他荣光，，也带也带
给他艰难给他艰难。。很多人都问蒋子龙很多人都问蒋子龙，，当初当初
为什么要选择创作工业题材小说为什么要选择创作工业题材小说？？蒋蒋
子龙感叹地回答子龙感叹地回答：“：“人的一生总会碰上人的一生总会碰上
那么几次鬼使神差那么几次鬼使神差、、歪打正着的事歪打正着的事
情情。‘。‘人人’’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
构成的构成的，，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命运要由一个人的命运要由
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

某种意义上说某种意义上说，，蒋子龙的创作就蒋子龙的创作就
被这样一种莫名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被这样一种莫名的力量推动着往前
走走。。19751975 年秋天年秋天，，全国全国““工业学大工业学大
庆庆”，”，掀起了一股掀起了一股““抓生产抓生产””的潮流的潮流。。
那时候那时候，，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
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蒋子龙所蒋子龙所
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是一机部所属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是一机部所属
的大厂的大厂，，蒋子龙作为厂子的代理工段蒋子龙作为厂子的代理工段
长长，，参加了会议参加了会议。。就是在这个会场就是在这个会场
上上，《，《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
找到了蒋子龙找到了蒋子龙，，告诉他告诉他，，毛主席亲自毛主席亲自
下令下令，，停刊多年的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人民文学》》要在要在
19761976 年复刊年复刊。。许以希望蒋子龙能够许以希望蒋子龙能够
为复刊的为复刊的《《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写一篇小说写一篇小说。。

《《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是是““国刊国刊”，”，是业余作是业余作
者梦寐以求发表文章的文学圣地者梦寐以求发表文章的文学圣地，，

《《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的约稿该是多大一桩喜的约稿该是多大一桩喜
事事！！但是蒋子龙并没有受宠若惊但是蒋子龙并没有受宠若惊，，也也
不敢过于兴奋不敢过于兴奋，，那个时候他的作品发那个时候他的作品发
表得并不多表得并不多，，心里没有底心里没有底，，只是谨慎只是谨慎
地答应试一试地答应试一试。。碰巧的是碰巧的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
的蒋子龙正被大会上一些先进人物的蒋子龙正被大会上一些先进人物
的生产事迹所感染的生产事迹所感染，，觉得有很多话想觉得有很多话想
说说。。于是于是，，就在开会的宾馆里就在开会的宾馆里，，他没他没

日没夜地写了起来日没夜地写了起来，，由由
此有了短篇小说此有了短篇小说《《机电机电
局长的一天局长的一天》》的诞生的诞生。。

《《机电局长的一天机电局长的一天》》
后来发表在复刊第一期后来发表在复刊第一期
的的《《人民文学人民文学》》上上。。这篇这篇
小说的主人公霍大道小说的主人公霍大道，，
其原型就是蒋子龙所在其原型就是蒋子龙所在
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厂长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厂长
冯文彬冯文彬，，以及蒋子龙在以及蒋子龙在
会议期间了解到的南京会议期间了解到的南京
汽车厂的一位副厂长汽车厂的一位副厂长。。
蒋 子 龙 运 用 文 学 的 手蒋 子 龙 运 用 文 学 的 手
法法，，把两个原型人物的把两个原型人物的
人格与事迹揉搓成了雷人格与事迹揉搓成了雷
厉风行厉风行““抓生产抓生产””的霍大的霍大
道道。。回头来看回头来看，，霍大道霍大道
的的““抓生产抓生产””反映了当时反映了当时
的人们对无休无止的政的人们对无休无止的政
治运动的抵触情绪治运动的抵触情绪，，同同
时也与时也与 2020 世纪世纪 7070 年代年代
末期末期““以经济建设为中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心””的历史轨道实现了的历史轨道实现了
对接对接，，因而成为过渡年因而成为过渡年
代里的一篇颇具先声的代里的一篇颇具先声的

过渡小说过渡小说。。
三年之后三年之后，，19791979 年年，，蒋子龙又在蒋子龙又在

《《人民文学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乔厂
长上任记长上任记》，》，这篇小说的影响更大这篇小说的影响更大，，在在
当时产生了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轰动效应”，”，也使也使““蒋子蒋子
龙龙””这三个字从此烙在了当代文学的这三个字从此烙在了当代文学的
史册上史册上。《。《乔厂长上任记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十年讲述了十年
动乱之后动乱之后，，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
人心混乱人心混乱，，老干部乔光朴主动出来收老干部乔光朴主动出来收
拾烂摊子拾烂摊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从
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小说小说
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光辉形象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光辉形象，，被被
认为认为是是““改革文学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的开山之作。。

但是谈起这篇小说但是谈起这篇小说，，蒋子龙却说蒋子龙却说：：
“《“《乔厂长上任记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过程非常简的创作过程非常简
单单，，简单到不是我找到了乔厂长简单到不是我找到了乔厂长，，而是而是
乔厂长找到了我乔厂长找到了我。”。”当时当时，，蒋子龙只花蒋子龙只花
了三天时间了三天时间，，就写出了这篇垂名之就写出了这篇垂名之
作作。。只有一种解释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就是““乔厂长乔厂长””这这
个人物个人物，，在蒋子龙那里早已烂熟于心在蒋子龙那里早已烂熟于心，，
他此前虽然未曾写出来他此前虽然未曾写出来，，但在心里但在心里，，他他
已经对这个人物描摹了上百遍已经对这个人物描摹了上百遍。。

蒋子龙的回忆印证了我的猜蒋子龙的回忆印证了我的猜
想想。。大概在大概在 19771977 年后年后，，他在重机厂他在重机厂
的锻压车间任主任的锻压车间任主任，，那时候的蒋子那时候的蒋子
龙龙，，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事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事，，可真等可真等
他塌下心来想干事了他塌下心来想干事了，，却发现哪儿都却发现哪儿都
不对劲不对劲：：有图纸没材料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易把好不容易把
材料找齐材料找齐，，可是机器设备年久失修可是机器设备年久失修，，

到处是毛病到处是毛病，，等把机器修好了等把机器修好了，，人又人又
不听使唤……蒋子龙感觉自己天天不听使唤……蒋子龙感觉自己天天
就像在就像在““救火救火”，”，常常是昼夜连轴转常常是昼夜连轴转，，
熬的最长的一次是七天七夜熬的最长的一次是七天七夜，，只觉得只觉得
身心俱疲身心俱疲。。这就是他创作这就是他创作《《乔厂长上乔厂长上
任记任记》》时候的心境时候的心境。。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实际实际
上就是写他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苦上就是写他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苦
恼与理想恼与理想，，写如果让他来当厂长写如果让他来当厂长，，他他
会怎么干会怎么干。。蒋子龙结合自己在基层蒋子龙结合自己在基层
摸爬滚打的经验摸爬滚打的经验，，设计了一种设计了一种““乔厂乔厂
长管理模式长管理模式”，”，他没有料到的是他没有料到的是，“，“乔乔
厂长厂长””很快火了起来很快火了起来。。那时候那时候，，很多很多
读者根据自己的体会来理解乔厂长读者根据自己的体会来理解乔厂长，，
更多的人还参与创造与完善着更多的人还参与创造与完善着““乔厂乔厂
长长”，“”，“乔厂长乔厂长””一时成了风云人物一时成了风云人物。。

后来后来，，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场合，，蒋子龙都蒋子龙都
会被人这样提问会被人这样提问：：作为作为““改革文学改革文学””的的
缔造者缔造者，，作为工业题材的代表作家作为工业题材的代表作家，，
您如何如何您如何如何。。每当这时每当这时，，直爽的蒋子直爽的蒋子
龙就会实话实说龙就会实话实说，“，“其实我至今也搞其实我至今也搞
不清楚不清楚‘‘改革文学改革文学’’的概念的概念，，作家是不作家是不
可能按照可能按照‘‘改革改革’’的定义去创作文学的定义去创作文学
作品的作品的。。而只有当而只有当‘‘改革改革’’实际上成实际上成
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
主题时主题时，，正在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正在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

的生活方式时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
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把虚构的人物
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在创作高峰时转向在创作高峰时转向，，十十
年铸剑书写农村变革年铸剑书写农村变革

19821982年底年底，，写完短篇小说写完短篇小说《《拜年拜年》，》，
蒋子龙在自己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高蒋子龙在自己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高
峰期峰期，，放下了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放下了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人人
们无法理解蒋子龙此举原因何在们无法理解蒋子龙此举原因何在，，其其
实实，，他只是做出了符合创作规律的一他只是做出了符合创作规律的一
次选择次选择。。他在他在《“《“重返工业题材重返工业题材””杂杂
议议——答陈国凯答陈国凯》》一文中一文中写道写道：“：“登上登上
了文坛了文坛，，一定还要懂得什么时候离开一定还要懂得什么时候离开
文坛文坛。。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无法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无法
逾越的疆界逾越的疆界，，我的工业题材走投无路我的工业题材走投无路。。
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它束缚了我它束缚了我。。
我受到我所表现的生活我受到我所表现的生活、、我所创造的我所创造的
人物的压迫……我需要暂时与工业题人物的压迫……我需要暂时与工业题
材拉开点材拉开点‘‘历史的距离历史的距离’，’，对工业生活及对工业生活及
自身进行一番感悟自身进行一番感悟、、自省和玩味自省和玩味。”。”

这是蒋子龙作为一位清醒的作这是蒋子龙作为一位清醒的作
家的可贵自省家的可贵自省，，作为一位优秀作家对作为一位优秀作家对
自己创作节奏的理性把控自己创作节奏的理性把控。。他正因他正因
为异常熟悉工业生活为异常熟悉工业生活，，反倒对这十分反倒对这十分
熟悉的一切产生了警醒熟悉的一切产生了警醒；；他终于形成他终于形成
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却自觉地要努力却自觉地要努力
跳脱出这个风格跳脱出这个风格；；他拥有了自己颇具他拥有了自己颇具

优势的写作领域优势的写作领域，，但他时刻都想着要但他时刻都想着要
打破领域与题材对创作的限制打破领域与题材对创作的限制——
蒋子龙绝不甘心把自己的创作仅仅蒋子龙绝不甘心把自己的创作仅仅
划定在工业题材这样局促的范围之划定在工业题材这样局促的范围之
内内，，他的写作雄心无限广大他的写作雄心无限广大。。

大约从大约从 19841984 年开始年开始，，连续五六连续五六
年的时间里年的时间里，，蒋子龙努力尝试着摆脱蒋子龙努力尝试着摆脱
自己的创作模式自己的创作模式，，打开自己的文学视打开自己的文学视
野野。。他明确提出他明确提出，，文学不应该以题材文学不应该以题材
来划分来划分，，作家不应该被题材所局限作家不应该被题材所局限。。
这段时间里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了以医生邵南孙他写下了以医生邵南孙
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蛇神蛇神》》和以和以《《收收
审记审记》》为代表的为代表的““饥饿综合征饥饿综合征””系列小系列小
说说。。这一阶段对蒋子龙来说这一阶段对蒋子龙来说，，是至关是至关
重要的重要的，，他突破了最初使自己成名的他突破了最初使自己成名的
风格与题材的束缚风格与题材的束缚，，打开了一片更为打开了一片更为
广阔的文学天地广阔的文学天地。。

经历了这样一次涅槃式的文学经历了这样一次涅槃式的文学
重生重生，，蒋子龙的心境进入到一个崭新蒋子龙的心境进入到一个崭新
的境界的境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跟别人跟别人
较劲较劲，，跟文学较劲跟文学较劲，，执意要写出什么执意要写出什么
样的作品样的作品。。他不再想驾驭文学他不再想驾驭文学，，而是而是

““心甘情愿心甘情愿、、舒展自如地被文学所驾舒展自如地被文学所驾
驭驭”。”。他超脱批判他超脱批判，，悟透悲苦悟透悲苦，，笑对责笑对责
难和褒奖难和褒奖，，只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只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

蒋子龙隐隐约约感觉到蒋子龙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正在步自己正在步
入文学上的成熟期入文学上的成熟期，，正在进入创作的正在进入创作的
最佳阶段最佳阶段，，从心理上到阅历上从心理上到阅历上，，他的他的
准备都在趋于充分准备都在趋于充分。。这个状态的蒋这个状态的蒋
子龙子龙，，即将迎来他一生中最为艰苦也即将迎来他一生中最为艰苦也
最为重要的文学书写最为重要的文学书写。。

如果你问蒋子龙如果你问蒋子龙，，对自己的哪部对自己的哪部
作品最为看重作品最为看重，，你会得到这样的回你会得到这样的回
答答：：不是一纸风行的不是一纸风行的《《乔厂长上任乔厂长上任
记记》，》，也不是更早发表的也不是更早发表的《《机电局长的机电局长的
一天一天》，》，更不是后来创作的更不是后来创作的《《一个工厂一个工厂
秘书的日记秘书的日记》》以及以及《《人气人气》《》《空洞空洞》》等作等作
品品，，而是他于而是他于 20002000年之后开始创作年之后开始创作、、
历时历时 1111年写就的年写就的《《农民帝国农民帝国》。《》。《农民农民
帝国帝国》》这本书这本书，，传递了蒋子龙对于农传递了蒋子龙对于农
村生活变革与农民文化性格的深刻村生活变革与农民文化性格的深刻
思考思考，，也折射了他深入骨髓的农民本也折射了他深入骨髓的农民本
色与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浓烈乡愁色与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浓烈乡愁。。

为了写为了写《《农民帝国农民帝国》，》，蒋子龙去农蒋子龙去农
村待了很长时间村待了很长时间，，他有意让自己重新他有意让自己重新
变回一个农村人变回一个农村人，，在一种农村的天然在一种农村的天然
氛围里写作氛围里写作。。广东的农村广东的农村、、河南的农河南的农
村村、、山东的农村山东的农村、、天津周边的农村天津周边的农村，，一一
一留下了蒋子龙的足迹一留下了蒋子龙的足迹。。他去农村他去农村，，
都是秘而不宣都是秘而不宣，，悄悄地来悄悄地来，，悄悄地悄悄地
走走。。村里人只以为是来了个老头村里人只以为是来了个老头，，或或
者是某户人家来了个亲戚者是某户人家来了个亲戚，，要在这儿要在这儿
待上一段时间待上一段时间。。蒋子龙本来就是从蒋子龙本来就是从
农村出来的人农村出来的人，，一回到农村一回到农村，，用不了用不了

几天时间几天时间，，他说话的腔调他说话的腔调，，与农民打与农民打
交道的方式交道的方式，，很快就入乡随俗很快就入乡随俗。。

《《农民帝国农民帝国》》的主人公郭存先的主人公郭存先，，本本
来是一位善良勤劳来是一位善良勤劳、、精干有为的农民精干有为的农民
青年青年，，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取得了事取得了事
业上的辉煌成功业上的辉煌成功。。但就是这样一位但就是这样一位
有本领有本领、、有志向的农民有志向的农民，，却在取得成却在取得成
功之后功之后，，个人私欲无限膨胀个人私欲无限膨胀，，由农村由农村
的带头人迅速蜕变成农村的统治者的带头人迅速蜕变成农村的统治者，，
最后自取灭亡最后自取灭亡。。郭存先这个人物郭存先这个人物，，在在
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蒋子龙说蒋子龙说，，
写小说虽是虚构写小说虽是虚构，，反映的却是现实世反映的却是现实世
界界，，表达的更是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表达的更是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在生活中在生活中，，像郭存先这样的人像郭存先这样的人，，
农村有农村有，，城市里也有城市里也有，，尽管穿着各式尽管穿着各式
各样的衣服各样的衣服，，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
郭存先们的故事和人生轨迹郭存先们的故事和人生轨迹，，引起了引起了
我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思考与认识我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思考与认识。”。”
蒋子龙说蒋子龙说。。

《《农民帝国农民帝国》》的前半部在写的前半部在写““因因”，”，
后半部在写后半部在写““果果”。”。等写到原以为该等写到原以为该
结束的时候结束的时候，，蒋子龙突然发现蒋子龙突然发现，，作品作品
远远还没有完成远远还没有完成，，关于关于““农民帝国农民帝国””的的
故事故事，，似乎才刚刚铺开似乎才刚刚铺开。。他希望把脑他希望把脑
子里关于这个题材的构思都写出来子里关于这个题材的构思都写出来，，

这将是这将是《《农民帝国农民帝国》》第二部或者说姊第二部或者说姊
妹篇的主要内容妹篇的主要内容。。但是但是，，今年已经今年已经7777
岁高龄的蒋子龙岁高龄的蒋子龙，，究竟写不写究竟写不写《《农民农民
帝国帝国》》续篇续篇，，他还在犹疑不决他还在犹疑不决。。长篇长篇
小说的诞生不仅是一种缘分小说的诞生不仅是一种缘分，，更是对更是对
作家精力作家精力、、毅力的严峻考验毅力的严峻考验，，一场可一场可
能又是十几年的写作能又是十几年的写作，，其启程无疑是其启程无疑是
沉重的沉重的。。我们只能善意地祝愿我们只能善意地祝愿，，这部这部
新的作品能早日在他的笔下开花结新的作品能早日在他的笔下开花结
果果，，从而使这部他最为看重的作品从而使这部他最为看重的作品，，
在精神品格上日趋圆满在精神品格上日趋圆满。。

文学是生活结出的花文学是生活结出的花
朵朵，，真实是文学最美的颜色真实是文学最美的颜色

回顾蒋子龙的文学生涯回顾蒋子龙的文学生涯，，有一有一
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的几乎每他的几乎每
一篇作品问世一篇作品问世，，都会给他带来冰火都会给他带来冰火
悬殊的待遇悬殊的待遇，，或者说或者说，，都会引起社都会引起社
会上的一次甚至数次争论会上的一次甚至数次争论。。从从 《《机机
电局长的一天电局长的一天》》 发表发表，，直到直到 《《农民农民
帝国帝国》》 的出版的出版，，蒋子龙经历了太多蒋子龙经历了太多
的风风雨雨的风风雨雨，，而他的文学创作就在而他的文学创作就在

这样的一次次锤打与磨砺中走向成这样的一次次锤打与磨砺中走向成
熟熟。。回忆起这如梦似幻的人生遭回忆起这如梦似幻的人生遭
际际，，蒋子龙感慨道蒋子龙感慨道：“：“磨砺总是最具磨砺总是最具
有积极意义有积极意义，，走过那样一段漫长而走过那样一段漫长而
坎坷的文学道路坎坷的文学道路，，回过头去看如同回过头去看如同
一次远游一次远游，，一个远游的人归来一个远游的人归来，，总总
会有故事可说会有故事可说，，于是就又写下来于是就又写下来
了了。。仍然还有是非仍然还有是非，，还有风波还有风波，，但但
是是，，写的好坏越来越无所谓写的好坏越来越无所谓，，写作写作
成了保持做人尊严的手段成了保持做人尊严的手段。”。”

在写小说之外在写小说之外，，蒋子龙还致力蒋子龙还致力
于杂文与散文的写作于杂文与散文的写作。。杂文是针砭杂文是针砭
丑恶丑恶、、张扬美善的文体张扬美善的文体，，讲究的是讲究的是
观点鲜明观点鲜明，，短小精悍短小精悍，，刺刀见血刺刀见血，，
这种干脆利落这种干脆利落、、是非分明的文体是非分明的文体，，
与蒋子龙的性格简直有着天然的契与蒋子龙的性格简直有着天然的契
合合。。他以杂文为阵地他以杂文为阵地，，对各种社会对各种社会
问题表达着自己的看法问题表达着自己的看法，，嬉笑怒嬉笑怒
骂骂，，皆是文章皆是文章。。散文则是一种较为散文则是一种较为
舒缓的文体舒缓的文体，，却极有利于作家情怀却极有利于作家情怀
的抒发与志趣的伸张的抒发与志趣的伸张，，在长篇小说在长篇小说
创作的同时创作的同时，，蒋子龙写下了大量的蒋子龙写下了大量的
散文随笔散文随笔，，读这样的篇章读这样的篇章，，我们可我们可
以看到一个更感性以看到一个更感性、、更立体更立体、、更丰更丰
满的蒋子龙满的蒋子龙。。

后来的人们常常尊蒋子龙为文后来的人们常常尊蒋子龙为文
坛大师坛大师，，对他取得的文学成就表达对他取得的文学成就表达
衷心的仰慕衷心的仰慕，，但是蒋子龙不愿意戴但是蒋子龙不愿意戴
这顶送上门来的这顶送上门来的““桂冠桂冠”，”，他总是他总是
谦虚地说谦虚地说：“：“我的小说不过是碰巧我的小说不过是碰巧
将历史性潮流和历史性人物结合在将历史性潮流和历史性人物结合在
一起一起，，从而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轰从而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轰
动动，，并非是我对生活和艺术有多么并非是我对生活和艺术有多么
了不得的发现了不得的发现。”。”而在另一方面而在另一方面，，他他
对自己的创作又拥有充分的自信对自己的创作又拥有充分的自信，，
这种自信是久经人生磨砺这种自信是久经人生磨砺、、悟透文悟透文
学之道后油然生出的从容气质学之道后油然生出的从容气质。。他他
说说：“：“人是什么人是什么？？无非是一种格无非是一种格。。有有
格格，，就有内在的定力就有内在的定力。。神定则气闲神定则气闲，，
文章得失便无足轻重文章得失便无足轻重，，进而有可行进而有可行
之道之道，，退而有内守之固退而有内守之固。。写作虽然写作虽然
不是好职业不是好职业，，却是一种生命线却是一种生命线，，是精是精
神的动力神的动力。。既然成了写作的人既然成了写作的人，，不不
写作生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力写作生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力。”。”

不不管写什么管写什么，，工业题材也好工业题材也好，，农村农村
题材也好题材也好，，城市题材也好城市题材也好，，也不管怎么也不管怎么
写写，，浪漫地写也好浪漫地写也好，，现实地写也好现实地写也好，，魔魔
幻地写也好幻地写也好，，唯一能告慰读者的唯一能告慰读者的，，只有只有
真实真实，，即便是虚构的故事即便是虚构的故事，，里面却须有里面却须有
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蒋子龙把他的文学观蒋子龙把他的文学观
念念，，牢牢地定位在了牢牢地定位在了““真实真实””两个字上两个字上：：
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困难真实的困难，，真实的人真实的人
物物，，真实的感情……尽管真实并不总真实的感情……尽管真实并不总
是讨人喜欢是讨人喜欢，，但人们却无法逃避它但人们却无法逃避它，，只只
能正视它能正视它，，聆听它的指引聆听它的指引。。蒋子龙说蒋子龙说：：

““我相信我相信，，任何读者的心任何读者的心，，都能够向真都能够向真
实洞开实洞开。”。”

通身流淌着农民的血液通身流淌着农民的血液，，毕生在毕生在
文学的道路上锐意突破文学的道路上锐意突破，，以全部的文以全部的文
字求真求实的作家蒋子龙字求真求实的作家蒋子龙，，以自己的以自己的
人生经历与文学作品人生经历与文学作品，，描绘了当代文描绘了当代文
学史上一道别具亮色的风景学史上一道别具亮色的风景。。

蒋蒋子龙子龙

不是我选择了改革，
是改革选择了我

张 健

不是我不是我选择了改革选择了改革，，
是改革选是改革选择了我择了我

张张 健健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
40年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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