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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谈◎作家谈

关于文学我有很多话要说，最感同身受的，是改革开
放40年来自己与文学发生的血脉与共关系。40年前，我只
不过是在中国北方一个小镇上读中学的学生。在那个物质
生活极端贫乏的年代里，在资讯和娱乐方式匮乏的时代，
最能够激起自己对整个外部世界想象的，最能够激起自己
对未来梦想的，就是文学。那个时候的文学几乎是整个精
神文化生活的代名词，是万众瞩目的最时尚物种。我参与
进万众争睹《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伤痕》《乔厂长上任
记》《北方的河》的浪潮，虽未亲历抢购日夜加印的中外名
著，却不忘以一切机会领略 《人民文学》《十月》《收获》

《当代》 给自己带来的精神震撼与冲击，那么多新异的思
想、那么多鲜明的人物形象、那么多闻所未闻的生活方式
的展开，渐次为我打开一个个极为奇异陆离的世界，让我
沉迷其中流连忘返。

文学之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当代文学是在冲破一道
道壁垒，不断开拓着生活疆域，展现着自身魅力的过程中
才得到自己亿万之众的热诚拥趸的。伤痕文学、反思文
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先锋派，等等等等，
一次次思潮，一次次变革，都开拓出新的引人入胜的境
界。我正是通过热切的阅读，得以深入探寻与思索世上人
们光怪陆离的生活、命运、情感，探求当代中国正在发生
的那些巨大变化背后的成因，从我们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民
族的现代性传奇中，找寻自己成长的浩大背景，而从中获得
感动、激愤与畅想的理由。对文学的迷恋，如同沙漠中的旅
人对泉水的渴望，最终还直接决定了自己对人生道路的选
择。40年来一路风雨沧桑，当自己也渐渐地成为当代中国
文学事业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的时候，我才能够深深地感
到，当代作家的创造，以其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把太多
和我一样的人们的生活，与文学直接或间接联系了起来，
这种力量是实实在在的，最无可辩驳的。

与人民、与社会、与国家的同频共振，是40年以来当
代文学从未断绝的一个标志性传统。当代文学在始终不渝
地承担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的同时，之所以能够以其独
特的方式，生动展现一个民族最富活力的呼吸，传达时代
最鲜明、最本质的情绪，在于文学对人的精神世界的不断
发现。人们都爱讲文学是人学，但我深深感受到，当代中
国文学真正发扬了现代文学的传统，始终把“人啊人”这样的
问题置于重要位置上，作家们让自己的写作与人的联系更为
直接，揭示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抓住新时期巨
变时代人的内心、人的性格、人的命运这些最具根本意义的
方面，从剧烈动荡的变革中人的真实感受，寻找典型素材，选
取表达视角，确立主题内容，把不同时期的人们的精神诉求，
把人们审美需求的新特点新趋势作为重要参照，不忘记感受
人之为人的内心世界和真情实感的丰富复杂，把中国人的需
求和所思所想，把千变万化的人的心灵风暴，置于自己的笔
端，细致地展现出来，从而获得艺术的说服力。

文学同样是对艺术的不断发现。艺术最需要一丝不苟
的精神，更需要大胆质疑的胆略，当代中国文学向来具有
鉴古开新的勇气，不忘服务当代，更勇于面向未来，得上
世纪80年代风气的作家们，挣脱观念、理念等条条框框的
束缚，文学创作热情和才华尽情绽放，观念、题材、内
容、风格多元多样，体裁、门类、形式、技法百花竞放，
形成了文学创造力的涌流和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艺术进步
不断得到推动。随着新世纪以来文学生存方式、生存环
境、传播途径的巨大变化，虚构与非虚构，现实与想象，
个人与他者，一方面在限制着表达，另一方面又未尝不在
刺激着创作，作家面对中国经验、中国传统、中国现实，
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中国现实变革中的新鲜经验，不断
寻找到自己的新路途。

当代作家中不乏艺术上的特立独行者。世间的一切都
是流动的，写作更多的时候则是逆势而为，是作家与自己过
不去。这使得他们坚信文学写作是种更加枯涩和缓慢的艺
术，因为文学毕竟是要写人的内心，而作家只有不亦步亦趋
于所见，而是以强大的艺术定力穿透世界，让虚构有效地联
结、深入到人内心比较隐秘的那些部分，才不致被传媒声浪
中那些显性的东西所淹没。作家在持续的探索中，不断从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从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中，从世界
优秀文化成果中汲取营养，自觉追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融合
统一。如今的文学已然完全改变了过去单调的形态、较为单
一的风格，不同类型的作家、不同类型的理念、不同类型的写
法，在百花竞放的文学世界都拥有了自己的位置，文学想象
和表现的疆域不断延伸，使得我们对其不断有所期待。

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辨识度于发展中不断增强。
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与从容。人们高兴
地看到，当代作家对现实生活敏锐而力透纸背的大胆把
握，对人的精神世界犀利而透彻的挖掘，对当代中国人复
杂而又多彩的生活的表现，对未来坚定的希望，对优美汉
语的娴熟运用，都构成了40年来中国文学对世界形成不容
忽视的影响。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优秀作品，不仅体现了
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了中国人审美追求，而且大多传播的
是当代先进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与人类的共通
情感息息相关。这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能够密切关联的
先决条件。当代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越来越重要的创造
性力量，表现越来越突出。

40年的沉迷与留恋
□梁鸿鹰

当代作家的创造，以其无可估量的巨大影
响，把太多和我一样的人们的生活，与文学直接
或间接联系了起来，这种力量是实实在在的，最
无可辩驳的

鲁克给我的印象一如其他山东汉
子，阳光、质朴、实在、真诚，又不
乏灵气。这些也正是他的诗歌的品
质。他新近创作并整理了一套两卷本
儿童诗集《星海集》，细细通读里面的
全部作品，我陶醉于他那饱满的创作
激情和纯净的内心世界以及惊人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它们是深入校园生
活、来自生命现场的滚烫书写，这些
诗离孩子们很近很近，充满了童真、
稚趣，希望、向往。

小燕子，
剪春风，
剪到西来剪到东。
剪得垂柳绿，
剪得桃花红，
剪得小溪响叮咚。
剪下一片白云朵，
飘啊飘啊落湖中。
这首 《小燕子》 是 《星海集》 少

儿卷 《星星草》 的开篇之作，清新明
快，朗朗上口，既有宋词的古雅之
美，又有童谣的稚趣天真，短短八行
却层次分明，既有强烈的画面感，又

有优雅浓郁的意蕴和意味。就像这首
诗一样，鲁克的其他儿童诗不仅在艺
术性上匠心独具，而且光明大气、爱
意融融，作者常常赋物以情，通篇朴
素亲切，不炫技，不矫情，透着浓浓
的人情、人性。诗集的许多诗篇后面
还附有诗人的创作手记。它们既可看
成诗人的心灵独白，也可作为诗作的
导读。鲁克说：“儿童诗是写给小孩儿
看的，你别以为小孩儿就好糊弄，那
你就大错特错了。小孩子说不喜欢，可
没有大人那么含蓄和虚伪。要想让孩
子们喜欢，你得懂孩子，爱孩子……你
想教给孩子什么呢？是积极进取的心
态，阳光向上的精神，是善良有爱的
心灵——说到底，是健康的、正确的
价值观。”

多描述，少叙述，亦成为鲁克儿
童诗创作的主要特色，有效避免了空
对空、口号式的书写。读鲁克的诗会
让你发现每件作品都很精致、有细
节，耐读，总有活脱脱、亮闪闪的句
子，让你眼前一亮、心底一动：

“花蕊上的微风，有着凉凉的甜”

（《回声》）；“犬吠一两声，从前院里传出
来/篱笆上的杏花，落下一地香香的月
光”（《春夜》）；“心若无疆，天空便没有
栅栏”（《旷野》）；“亲爱的小黄牛，它一
定也像我一样追过蝴蝶/像我一样嗅过
花朵，也像我一样站在春风里/望着漫
野流淌的光阴/不知所措”（《一头小黄
牛在花海里挠痒痒》）……

显然，鲁克的诗作始终以儿童为
本，为他们而创作，为他们所利用，
一切都服从于他们的需要、天性。当
然，儿童诗不仅是给孩子们看的，也
是给家长看的，所以需要诗人同时兼
具诗人、儿童、家长三种身份、三种
视角。只有将它们有机融合，才能写
出令孩子们喜欢、家长满意，又寓教
于乐、寓教于诗的好作品。在 《松
鼠》《大蚂蚁》《蝉》《蚱蜢》《空调眼
里的麻雀》《总觉得戴胜是个人名》等
诗作中，人与动物、人与大自然相依
相爱、和谐共处，诗人把各种动物都
视为“异类亲人”，从而去爱它们、写它
们，也都诙谐、幽默，温情脉脉里透着缱
绻的怜爱和慈悲；《星问》是一组诗，也

是一首长诗，还实现了形制上的突破，
采用一个孩子有关星星的童真提问和
母亲的温情回答，不仅向读者讲述了有
关星星的科学知识，还涉及到对亲情和
生死的诗意思考；“小熊日记”“恐龙
家族”“蛋人国”3个专辑是既独立又连
续的故事，又可视作诗剧与童话。

《星海集》 每卷最后的“古韵新
声”专辑所辑录的是古体儿童诗。鲁
克 30年如一日大量创作新诗，也进行
传统诗词的研究和创作，并发表累积
了大量古体诗词作品。“古体儿童诗，
既是古体诗，又是儿童诗，短小精
悍，诗味浓郁，朗朗上口，易懂易
记。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只会背‘床前
明月光’，我们不能一直消费并依赖李
白、杜甫，当代诗人应该有所行动，
有所作为。”在两卷本 《星海集》 里，
我们看到了鲁克先生对此的身体力行：

细雨桥头看藕花，
珍珠滚滚玉盘斜。
一群蝌蚪来游戏，
密密麻麻摆尾巴。

——（少儿卷《细雨桥头》）
鲁克曾经说过：“从事诗歌创作30

多年，年近半百才知道，为孩子们写
作是一个作家、诗人一辈子最幸福的
事情，也是最崇高的事业。当孩子们
在老师带领下朗读我的诗歌，当幼儿
园的娃娃搂着我的脖子告诉我——鲁
克叔叔，你的诗我好喜欢——那一
刻，我真的满心温柔，幸福得流泪。
我现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为孩子们
写诗，光荣而幸福！”

在中国，“青年”形象的建构与中国
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中国青
年因为在历史上担当了特别的角色，在
历史的救亡运动中承担了对国家民族
的使命，所以在近代史上的地位特别
高。以“70后”“80后”为代表的当代中
国青年，他们亲历了时代的飞速发展，
也见证了整个社会价值观与社会风尚
的改变。他们的个体命运与内心起伏
仿佛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变化的方方
面面。近年来，关于“80后，怎么办？”以
及文学写作中“失败青年”的讨论一直
不绝如缕。这一代青年人如何从一种
虚无与颓废的普遍情绪中脱身，如何完
成精神世界的自我救赎与超越，从而成
为更加强大、完整的自我，成了异常显
豁而重要的问题。

青年形象在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
中曾经历了由“多余人”“忏悔贵族”
到理想“新人”的转变。事实上，在
任何时代，青年人对于自我价值的确
认与建构，必须经历一段异常痛苦的
挣扎过程，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迷茫、
彷徨、不确定，然而只有经历并超越
了这些，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时代新
人才能真正塑造完成。

作为一个标志，石一枫小说 《世
间已无陈金芳》（《十月》2014 年第 3
期） 中的主人公陈金芳已逐渐成为我
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之一。小说中
的陈金芳来自农村，进京后一方面受
尽了同学、家人的凌辱，另一方面，
凭着惊人的毅力、胆量和一意孤行的
果敢一步步改头换面，最终变成了举
止优雅、颇具姿色的女老板。目睹她
窘 迫 的 家 室 和 困 顿 的 少 年 时 代 的

“我”，在 20年后再次偶遇陈金芳。此
时的她已经改头换面，成了艺术品商
人陈予倩。此后，“我”多次出入陈予
倩的饭局、宴会，见证了她八面玲珑
的社交名媛生活，也最终目睹了她因
为诈骗败露而自杀未遂及至被捕的过
程。陈金芳到陈予倩的发家史复杂、
隐秘而不为人知，在看似奇迹般的成
功背后，埋藏的是由欲望、虚荣和孤
注一掷、不计后果所构成的深海炸
弹。小说中的陈金芳经历了短暂的盛
放和悲剧般的凋零，然而正是在这个
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奋进，一
种改变命运的努力，一种生命的原始
力量感。她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她
明知在今天这样的社会现实中，生活
在底层的年轻人想要改变命运何其艰
难，但是她始终不畏血泪。

几乎在同一时期，我们见到了初平
阳。如果说陈金芳的身上散发着一种
草根青年在面对命运时毫不犹豫的行
动力，那么，徐则臣小说《耶路撒冷》（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的
主人公初平阳则代表了这代青年知识
分子在面对时代变革时的犹疑和迷茫
以及一种在内心世界中不断自省与忏
悔的精神。小说中的初平阳以及他的
朋友秦福小、景天赐等来自相同的故
乡，成年后的他们如同这个时代大多数
年轻人一样，背井离乡，从乡村来到了
城市。然而，出于各种原因，这些童年
的伙伴不约而同地回到了故乡。在这
里，他们面对着各自的现实困境和精神
挣扎，最后，秦福小留在了花街，其他人

再度离开，那个具有无限意义的大和
堂，在众人的一致同意下交给了秦福
小。借此，这些心怀愧疚的童年玩伴们
完成了有限度的自我救赎。小说的主
人公们经历了“到世界去”又“回到故
乡”的精神寻找和成长过程，这个过程
更是一种漫长而艰辛的自我确认。如
果说“到世界去”是如今现代化与国际
化形势下大多数青年人的共同理想，那
么，经由“回到故乡”，青年人重新找回
了自己的根，也清楚了自己为何离开，
又最终应该回到哪里去。在故乡，他们
回溯自己的童年与过往，痛苦地却也是
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罪恶，进而忏悔，并
最终获得了重新开始的勇气。虽然小
说的结尾依然充满了困惑和困难，但正
是经历了这种寻找和确认，小说中的人
物以及现实中的“70后”一代，才能获得
新的看待现实与历史的方式。

在文学的世界中，“出走——回
归”不仅是一种经典的叙事结构，在
内在精神层面，重返的宿命更似一个
魔咒，最终将人们带回了此刻与当
下。在鲁敏的小说《奔月》（人民文学
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 中，主人公
小六在车祸后主动制造了“失踪”，这
也给了身边的人一个重新认识她的机
会，不管是丈夫贺西南还是曾经不为
人知的情人张灯，在寻找小六的过程
中，都完成了对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的重新认识。小说最后写到，“她总算
是实现她的妄想了啊，随便哪里的人
间，她都已然不在其中。她从固有的
躯壳与名分中真正逸走了。她一无所
知，她万有可能，就像聚香刚生出来
的那个婴儿”。对于小六来说，与其说
这是一次回归，不如说是一次重生。
她重新找回了自己，完成了对自我身
份和价值的确认。小六作为一个人物
形象，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出走，而
是回归。如果小六就此隐遁乌鹊，那
么她不过是无数逃避现实的逍遥派人
物之一。比这种逍遥更重要的是，她
在深知现实的平庸与坚固之后还是选
择了回家。如同生比死更艰难一样，
回归比出走更需要勇气。我们相信，
再次回归之后的小六真正认清了自
己，她的内心积攒了能量，完成了涅
槃，因而成为内在精神世界的强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人公短暂的逃
遁与永恒的回归，虽然对于改造现实
并无实际意义，但在内在精神层面却
完成了关于“拯救与逍遥”的辩证法。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书写青
年一代内心的苦闷、挣扎，书写他们
在生活中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人生
态度，成了一部分作家尤其是青年作
家的写作主流——如同青年人正在面
临的现实的挣扎一样，这是一个痛苦
的生长、酝酿与积蓄的过程。直到近

一两年来，一种具有内在力量感的时
代新人形象逐渐浮出水面。孙慧芬的
小说《寻找张展》（《人民文学》2016
年第 7 期） 中，主人公张展在父母、
亲人、“交换妈妈”眼中，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问题青年”，但在同学申一
申、聋哑学校的老师、癌症病人等另
一些人眼中，张展几乎就是天使。是
什么造成了这个青年身上巨大的撕裂
感？孙慧芬以一个作家的无限耐心结
结实实地接近了她笔下的人物。因为
父母都是政府官员，张展从小就享受
着无忧的物质生活。但与此同时，父
母对于权力的过分信仰、追逐，一方
面让他们疏于关心孩子的内心世界，
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手中的权力和自
以为是的教育方式，强迫张展面对他
们所铺就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一个
以不断的自我沉沦报复家长的孩子，
忽然遭遇了命运的重击。父亲飞机失
事，让曾经沉沦、叛逆的张展开始了
深刻的自我反思，同学于永博和他癌
症晚期的爸爸，又将张展推向了真切
可感的生活现场。在那些被需要的濒
死之人、残缺的孩子们身上，张展看
到了希望，也得到了力量。

正如 《人民文学》 的卷首语中所
说，“《寻找张展》是近些年创作中的
一个异数。在满地蝼蚁般的无力青年
形象过剩的情形下，在密密麻麻零余
者书写已成为一种‘纯文学’恶俗之
时，小说将以最为罕见的饱满可感、
真切可信的新人典型的书写，成为作
家自己文学履历上的现象级力作；在
真正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已经
缺席太久、遍寻无望之时，终于找到
张展，这也许会是一个具有文学史意
义的事件”。张展这一形象，为我们提
供了观察当下青年的另一个面向。以
张展为代表的当代青年，在面对现实
时勇敢地迎上，以正面强攻的方式对
抗现实的残酷、生命的无常。正是这
种勇气，让他具有了自我反思、自我
拯救的能力，也让他终于看到了个体
生活的希望与价值。消极颓废地活着
其实一点都不难，真正困难的是如何
挣脱、超越沉重的现实和肉身，如何
找到生活的光芒和生命的意义。感谢
张展，正是他痛苦的蜕变和主动的自
我救赎，让我们终于在当下文学中看
到青年人重新焕发生机的可能性。

托多罗夫在评价巴尔扎克和他笔
下的人物时曾说，“与其说巴尔扎克发
现了他的那些人物，不如说是他‘创
造’了这些人物。但是，一旦这些人
物被创造出来，就会介入当时的社
会，从那时起，我们就不断与他们碰
面”。不管是陈金芳、初平阳、小六或
是张展，近年来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形
象，一次次让我们想起自己身边的青年
人。我们不断地书写他们，不断地在生
活中与他们碰面。他们或许正在经历
物质世界或个体生命的艰难，却从来没
有放弃对理想与精神追求的向往。他
们是痛苦的、挣扎的，但更是无时无刻
不在焦虑地思考现实、反顾自身的。正
是在这些青年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属于
当下时代的“新人”，看到了一种力量正
在缓慢而稳固地积蓄着。

（本文图片来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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