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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奥是洛杉矶极有成就的建筑预
算师，也是近年来较为活跃的北美华
文作家，这种“跨界”现象在海外新
移民作家中比较多见，非职业作家的
文学姿态往往较为多元，中国经验和
异域体验又形成跨文化的思考空间。
从文学形式来看，北奥的创作在语言
表达、文体、写作方式上较为自由，
更贴近日常生活的本然状态，不少作
品还带有美国式的幽默感和浓厚的京
腔京味。

北奥的文学作品大抵可以分为三
类：第一类是以回叙方式讲述他所经
历的中国故事，比如获得国务院侨办

“恢复高考三十年海外征文比赛”一等
奖的作品 《小英子的故事》，获得 《上
海文学》 杂志主办的“我与改革开
放”主题征文一等奖的 《小安子的故
事》，以及近作 《小闻子的故事》，把
个人命运和时代背景关联起来，呈现
特殊年代的青春记忆，在怀旧情绪之
中又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
第二类是对中美关系或中美交流相关
事件的记述，可以看出中国是他情感
认同的指向，如 2008 年获得报告文学

奖的作品《天使之城的奥运往事》，以
见证者、参与者、旁观者的角度对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进行多方位再现，
重塑历史图景的过程也是作者表达自
我情感的过程，叙述者“我”经常溢出叙
事之外，直接抒发作者的感受或对事件
进行补充、评论，用书写纪念、再现“奥
运”所联结的海外华人群体的情感互动
与家国情怀；第三类是以观察者的角度
表现他对现实中国、生活美国的感受和
体验，在冲撞和对比中开启思考的空
间，比如“老北回国记”中对现实中国乡
村、都市变化的记录，“网络博文锦
集”中以友情、美国生活为主题的作
品等。

对于北奥来说，奥运会在 2008 年
的北京举办，是重要的情感“刺点”。
北奥不仅以留学生的身份参与接待中
国代表团的工作，他还见证了许多重
要的时刻，写了多篇感言、采访和报
道。因而，当奥运会在 2008 年真正要
走进中国时，对祖国的热切关注让他
的记忆重新复活。北奥以见证者、参
与者的角度重新讲述那些往事，再现
时光之外的中国故事，呈现出海外华
人的家国情怀。在对洛杉矶奥运会进
行回顾的时候，北奥讲述了大熊猫的
外交故事，再到 10 位美国少年被邀请
参访北京而引起的学习中文、研究中
国历史的“中国热”，补叙的意义呈现
了从中国到美国，从美国到中国的跨
国故事，也体现了海外华裔对中国的
文化认知和情感期待。

中国变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何 平：今年是《当代》创刊40周
年。《当代》 是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成
果。2014年，《当代》 明确地把“文学
记录中国”作为办刊宗旨。当时恰逢

《当代》 创刊 35 周年，“文学记录中
国”其实也是 《当代》 的办刊传统和
精神品格的确证，说是“刊魂”也不
过分，你作为 《当代》 现任的社长和
主编，如何理解“文学记录中国”？这
在你的办刊实践中又是如何体现的？

孔令燕：《当代》 创刊就是随着新
时期思想和社会的开放应运而生的。

“文学记录中国”既是杂志的发展轨
迹，又是现实主义办刊宗旨的具象描
述。自1979年创刊起，前辈们就将现实
主义确定为办刊宗旨。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这个宗旨阐述为“文学克隆真实，
关注现实民生”。2014年我开始全面负
责杂志工作，正逢《当代》创刊 35 周年，
就建议把办刊宗旨用更加当代化的语
言、更加精准有力的句式，概括出
来。最后议定为“文学记录中国”。

《当代》 发表的作品，几乎就是一部文
学性的中国新时期社会发展史。每一
部重要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对当时的社
会现实和人生命运进行了文学化呈
现，从中能看到中国如何从过去那个
时代，一步一步地走到改革开放的年
代。《当代》 走过的四十多年，中国社
会在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作为这种变化和成果的参与者、
见证者，《当代》 的确是用文学的方式
记录了中国发展的进程。

具体到办刊中，最主要的是在选
稿、约稿、审稿的过程中，时刻想着

“文学记录中国”的宗旨。这是我们取
舍一部作品的底线。一部作品，除了
艺术性和文学性，我们更看重的是作
品的现实性、社会性，希望能用文学
作品来记录我们时代发生的变化、人
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推动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何 平：说“文学记录中国”，可
能会想到报告文学。《当代》 的报告文
学确实有过不俗的表现。文学界对

《当代》 的印象，一个是现实主义文学
重镇，一个是长篇小说重镇。事实也
是这样，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少有
一家刊物像 《当代》 发表了这么多重

要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现实主义文
学在改革时代的中国文学有一个不断
深化的过程。一定意义上，这个深化
过程很大一部分都和 《当代》 有直接
关系，你是如何看待现实主义文学和
这个过程的？

孔令燕：推动和丰富现实主义文
学的发展，是《当代》几代人共同坚持和
努力的方向。大道至简，现实主义文学
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根本还是来自于社
会现实的变化。4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
巨大变化，从外部到内部推动或激发了
现实主义文学的变化。巨变的社会环
境推动作家们去自觉地感知、思考社会
发展背后的规律和原因，如全球化进
程、城市化发展、科技手段的不断更新
等等，显性或隐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和思维方式，这些影响落实到文学创作
上，都可以通过某个人物的生活和命运
体现出来。

何 平：如果我们看一下 《当代》
创刊 40 年来发表的长篇小说，像 《芙
蓉镇》《白鹿原》《尘埃落定》《活动变
人形》《古船》《人间正道》《沧浪之
水》《暗算》《新星》《藏獒》《古炉》

《高兴》《第九个寡妇》《英格力士》
《梅次故事》《我的丁一之旅》《圣天门
口》《笨 花》《安 魂》《中 国 式 离
婚》 ……等等，我们会意识到现实主
义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有着怎
样发展的和丰富的内涵。也正是基于
此，我认为 《当代》 在中国当代文学
期刊史上是一家特别具有开放气度的
文学刊物，不能一提现实主义文学马
上想到的就是过时、保守。《当代》 的
很多现实主义文学长篇小说不只带动
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也是文学史
无法绕开的经典。

孔令燕：第一任主编秦兆阳先生

曾说：现实主义的道路是无限广阔
的。我理解的“广阔”有两层含义，
一是作为文学创作源泉的现实生活是
广阔的，另一个就是现实主义是文学
创作的主流。如：当年的先锋作家们
几乎都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创作上，而
且产生了更大影响。我的理念是不要
有一定之规，不要划清边界，作品中
既要有“现实”，又要有“主义”，那
些真正能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独到的
见解、发现别人忽视的经验、能打动
人心的，就是好作品。

何 平：而且，从中国当代长篇小
说艺术的角度，《当代》40年也做了很
多积极的探索，提供了多样化和开放
性的样本。

孔令燕：其实所谓积极的探索，就
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时代发展、
关心人们生活的变化，在编刊的时候有
意识地寻找那些能够观察和思考这种
变化的作品。我们希望在文学作品中
看到作家对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有新
体验、新发现和新表达，要真的做到在
日常生活中能写出超乎寻常的况味，
做到艺术源于生活、更要高于生活。
这些名作虽都是现实主义，但是因为
作品关注的时代背景、现实命题、个
体命运不同，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各
不相同，客观上完成了现实主义文学
多样化的更新发展。

何 平：《当代》的长篇小说太强，
以至于我们往往忽视了《当代》在其他
文类上的贡献，《当代》 的中短篇小说
也并不弱。在栏目设置上，《当代》 这
些年加强了散文栏目的建设，比如

“讲谈”，比如祝勇“故宫谈艺录”和
李敬泽的“春秋随笔”专栏在读者里
都有很好的反响。

孔令燕：《当代》 毕竟是一本“杂

志”，要做到体裁多样、兼容并包，必
要有各种文学体裁的丰富和补充。中
短篇小说中有许多名篇：王蒙 《布
礼》、冯骥才 《雕花烟斗》、路遥 《惊
心动魄的一幕》、陈忠实 《初夏》、蒋
子龙 《赤橙黄绿青蓝紫》、王朔 《空中
小姐》、贾平凹 《艺术家韩起祥》、夏
天敏 《好大一对羊》、叶广芩 《太阳
宫》、尹学芸 《阵亡》、宋小词 《直立
行走》 等等。散文上，设立以纪实、
叙事、关注人物命运等为主的“大散
文”栏目，如“史记”“讲谈”“纪
事”等，目的在于丰富中国散文的当
代表达与实践，尽量摆脱“抒情散
文”的窠臼，根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精
神的体现。

编辑要尽心尽力展示别人的好

何 平：作为一个好文学编辑，你
在文学界是被公认的，我也曾经见过
你陪贾平凹参加他的文学活动，你是
如何看待文学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在
整个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各个环节，编
辑怎样去做才能算一个称职的编辑？

孔令燕：根据多年的职业经历和
人之常情，我以为，编辑和作者之间
应该是一种基于作品和专业的朋友关
系。做一名称职的编辑，是我追求的
目标。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编辑，我
总结了三个方面：一是精神追求，二
是职业素养，三是职业定位。具体到
工作中，我比较认同 《纽约客》 的资
深编辑威廉姆·肖的部分说法：“一个
好编辑正如同一个好教师，他的工作
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而是为了展示别
人的成就。”作为一名编辑，重点是要
尽心尽力地把别人的好展示出来，要
做到“君子有成人之美”。

我的长篇小说《北上》，写的是
京杭大运河。

如果把这条河仅仅理解为舟楫
之利，就是来来回回运运粮食和蔬
菜，那就错了。中国有五大水系，
从南到北依次是钱塘江、长江、淮
河、黄河、海河，这五条大水都是
东西走向，把中国的版图分割成了
六块，这种分割导致各部分之间政
治、经济、文化、物产、气候等都
有巨大的差异。水的力量人类永远
不能低估。中国有个成语，南橘北
枳，说的是淮河以南产的橘子，到
了淮河以北就变成了枳，一河之
隔，水土不服，就变成了另外一个
东西。河这边的方言到了对岸，那
边的人可能就听不懂。这个时候，
又有一条大河，它从南到北把东西
走向的五大水系贯穿了在一起，就
像人的大动脉从头到脚把身体里的
各个血管支流联通起来一样，这条
河，就是京杭大运河。

的确，京杭大运河自元朝开始，
就不仅仅是一条南北走兵运粮之河，
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物候等诸方面
交流融会的最重要的通道。

文化之“富”，也需要交通
便 利 。 列 一 个 数 据 ： 有 清 一
代，260 年间一共出了 114 位状
元，苏州一地有 26 位，占了近四
分之一。为什么苏州文脉如此
发达，源远流长？因为京杭运河
经行苏州，这里是交通要道。

中国古典文学中有4部著名
的长篇小说：《红楼梦》《西游
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没
有京杭大运河，可能这四大名
著都不一定有问世的机会。曹
雪芹的祖父曹寅，当年康熙皇
帝的红人，每次康熙皇帝沿运
河下江南，曹寅都负责接待。
运河边的经历肯定也影响到了
后来的曹雪芹。在 《红楼梦》
中，林黛玉进北京，就是坐船
走的运河。《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长在淮安河下古镇，该镇是
京杭大运河沿线的重镇，曾是清朝特派盐运使驻地。从吴承恩
故乡沿里运河南下，很快就到了 《水浒传》 作者施耐庵的老
家，江苏兴化。只有对水边生活极为熟悉的人，才可能把水泊
梁山的聚义生活写得如此地道，而小说中的梁山，也地处运河
边上。《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据说是施耐庵的弟子。老师
生活在运河边上，弟子料想也不会跟运河绝无瓜葛。

由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一条大河，不惟繁忙地
转运了粮草，也不仅是政治权威贯彻的通道，还是一条融会文
化乃至催生新的文化与文明的要道。如此评价这条河依然不
够，因为深究下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内陆文化的形成，都
可以在这条浩荡的大水中部分地找到源头。有学者认为：中国
文明的讲述，说到底就是讲清楚两件事，一个是横着的长城，
一个是竖着的大运河，两件事弄妥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就都
明白了。以我对这条河的理解，此言非虚也。这也正是我决定
以《北上》写这条大河的理由之一。

但我是个小说家，不管你的书写和探讨的对象如何高深、
伟大，你都要以小说的方式去呈现。小说靠什么？人物，故
事，细节，结构，语言，如同一座宏伟的建筑，你必须从一块
砖、一片瓦开始，沉着笃定地一点点垒起。所以，我虚构了一
个意大利人，他在 1901 年春天的某一天，沿着京杭大运河北
上，去寻找他的入侵中国的弟弟，另一个意大利人。他在北上
的途中与随行几个中国人，翻译、保镖、脚夫、水手，建立了
生死与共的关系。在抵达大河尽头时，他不幸离开了这个世
界，但那些中国人，那个潜藏在中国的弟弟，他们以及他们的
后人，从此与这条河结下不解之缘。1901年，作为漕运的大运
河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2014年，那些与大运河怀有不解之
缘的后人们，在这条大河边再次相聚。于是，汤汤大水成了一
面镜子，映鉴出一百多年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历史，和几代人深
重纠结的命运。一条河流的历史，是几代人的历史，也是一个
民族的历史，只是，这一种家国历史是以个人的、隐秘的、日
常的、细节的方式呈现出来。

小说还需要什么？激情与爱。我从小生活在水边，在这条
大河边也曾生活过多年，这条绵延近两千公里的长河成为我认
识和想象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方法和尺度。它是我生活的沉默
的背景，写《北上》，我要做的就是让沉默者开始言说，把多少
年来我听懂的这条河的故事，以文字的形式讲述出来。

邱华栋小说集《唯有大海不悲
伤》将作家的视角楔进探险体验之
中。我在阅读时，常被他叙事中的激
情所感染。作家邱华栋本就是一个
激情四射的话语光源，而这次的写作
冲动源于世界的远方与人的极限，分
明是他那光源的绝佳燃料。3个中篇
小说，3个极为好看的故事，分别写了
深海潜水、抓巨型鳄鱼和攀登雪峰。
3种极限运动，也是他创设的3种极限
的心灵语境。

第 一 篇 小 说 《唯 有 大 海 不 悲
伤》 写个人心灵的创伤。孩子被大
海吞噬，导致主人公胡石磊的家庭
遽然崩溃。胡石磊无法从中解脱，
干脆选择了潜水。在大海的深处，
他看到了那种生命的狂放：一个物
种为了繁衍可以瞬间产卵弥漫视
野，但很快又被捕食者吞噬一空。
自然生存的残酷时时刻刻在上演，他
逐渐理解着自然与生命的原始本能，
受过创伤的心也被一点一滴疗治着。

有时候人走得越远，反而离自己
的心灵更近，这其中充满了神奇的辩
证关系。在《唯有大海不悲伤》中，人
对于空间尤其是大海这一高密度空
间的观察与探询，唤醒的不止是人所
固有的创伤记忆，而是我们心中那深
不可测的大海。

其实，空间上的探寻对人类来
说从来都不是游戏，而是对应着一
种历史文化上的深层建构。一个当
代中国人对这种空间疆域的体认，
是需要一个强健的精神胃口才能反
刍和品味的大餐。邱华栋的生机勃
勃转化成了文学上的盛宴。《鳄鱼猎

人》 充满了紧张与动作，追捕白化
巨型鳄鱼与追捕奸杀了华人少女的
白人谋杀犯并行，构筑了某种当代
寓言。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扭结在一
起，本身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鹰
的阴影》 中，讲述了一个当代中国
人的复杂心绪。

在邱华栋的叙事中，我对那些
遥远的地方从陌生到新奇，产生一
种微妙的变化。当中国文明与世界
文明像今天这样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的时候，一个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
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心灵空间不断
拓展的过程。这种拓展是一种生命
的积累，也是一种生命的修复，这
个时刻我们所说出的，将不仅仅只
是为了表达我们所看见的，而且更
是为了表达我们所不见的、所想象
的。就像是那不悲伤的大海。

本报电（任 立） 南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库切文
集”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举办首发式暨文集首部作品

《此时此地》 的读书分享会。《此时此地》 是两位世界级的作家
J·M·库切和保罗·奥斯特3年间的通信集。外国文学专家陆建德
和青年作家蒋方舟以互问互答的方式，分享了书中的精彩片段
和关于文学的精彩见解。

蒋方舟是库切的忠实读者，并且通过自己的推荐使非常多
的年轻读者接触到库切的代表作《耻》；而陆建德不仅为库切多
部书撰写过序言或评论，还到库切家中做过客。《此时此地》的
作者之一库切来自南非，影响了无数作家的创作，代表作有

《耻》《等待野蛮人》等；另一位作者保罗·奥斯特是来自美国的
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纽约三部曲》《幻影书》等。这两位作
家的作品风格颇为不同，库切的作品聚焦于南非社会，对社会
现实有比较强的指涉性；而奥斯特作品多写纽约，描述的是都
市人的生活状态。他们成为朋友之后，库切向奥斯特发出邀
请，约定两人通信3年，话题不限。

陆建德说，两位作家选择写信或传真交流，因而他们的交流
有延宕，虽然慢一些，但有一种特别的亲密感；蒋方舟分享道，即
时通信让我们有很多退避的方式，但书信是不太能逃避的表达方
式，对方诚恳的、洋洋洒洒的叙事会要求我们认真回答。两位嘉
宾就体育、电影、文学与时代等等书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近两年，人文社签下了J·M·库切的全部重要作品，包括通
信集《此时此地》、3部文学评论及14部小说作品，将在“库切
文集”中陆续出版。

据了解，库切的书在国内出版的已有 《青春》《耶稣的童
年》《夏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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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诺奖作家“库切文集”走进中国读者

文学记录中国
——《当代》主编孔令燕访谈

何 平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文学期刊篇③

大海为什么不悲伤
王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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