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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作家写散文并不
是难事，可张翎却坦言强
烈的隐私观让她在散文的
世界之前“举步维艰”。二
十多年来，张翎只积攒下
这么一本散文集 《废墟曾
经辉煌》（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版），这与她高产的
小说数量相比实在微乎其
微了。这本散文集由“雪
泥鸿爪”“朝花夕拾”和

“ 书 言 书 语 ” 3 个 主 题 组
成，是张翎所写的文化散
文、忆旧散文和创作谈的
合集。总体来看这本散文
集的重彩之处在于她真诚
地提供了她的创作历程，
为我们了解她的创作提供
了一个重要途径。文中涉
及 她 和 国 内 重 要 文 学 期
刊、出版界之间的交往，
具有海内外文学交往方面
的文学资料价值。

张翎是位具有学者气
质的作家，学者的儒雅、
敏思求真的特点体现在她
的文化散文中。她所到之
处，无论是周庄，还是古
巴，吸引她的都是历史文
化的印记。《废墟曾经辉
煌》 是她对古巴社会政治、文化、经济问题的思
考，文中有她对中古两国兄弟情谊的历史记忆。张
翎不是那种以性灵书写见长的作家，但思想与见识
使得她的散文颇显气度。《小忆梅娘》中她对新文学
史上“南玲北梅”之说的不以为然，她总是能看到
女性遭际背后世道运转的沧海桑田，“女人的痛不见
得是世道的痛，而世道的痛却一定是女人的痛”。

《杂忆洗澡》从洗浴的角度书写了在物质匮乏的
年代，在城市家居缺乏隐私性空间的年代，女性更
见尴尬的日常生活。女性主义者若仅仅在两性张力
中书写女性的创伤与疼痛，格局未免显得有些狭
小。张翎虽未标榜过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但她倾
力书写女性的历史风云变化中的命运沉浮，体现出
对女性的人道主义关怀精神。正是因为张翎长期以
来对女性的关注和思考，所以有时一个别人很容易
忽略的细节，比如衣橱中的一件夹袄、他人口中的
一句话就会牵出她笔下一个生动的女性形象来，《金
山追忆》、《通往玉壶的路》都让我们看到这个特点。

《废墟曾经辉煌》中最有价值的文字大概就是张
翎谈及她小说创作的那些篇章，有珍贵的文学资料
价值。1986年，张翎到加拿大留学，在她随同学去
卡尔加里去赏秋，途中在野草之中她发现了那些三
三两两裹着鸟粪和青苔的墓碑，有的墓碑上尚存留
模糊的照片，墓碑上的名字让张翎认出那是一些华
工的墓碑。在看到墓碑的那个时刻起，张翎似乎就
领受了一个使命，她要将这些华工的故事纳入文化
记忆。从那时起她便开始了资料准备工作，由此她
也渐渐地走近了现今已经被认定为世界非物质遗产
的碉楼。《岭南行》和《〈金山〉追忆》见证了张翎
为创作 《金山》 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并走访广东开
平的历程。

张翎曾说，“我一生都在逃离故土，我却在孜孜
不倦地书写那个我一直都在逃离的地方；我明知道
我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园，我却在试图通过
写作一次次地回归故里。”

新世纪以来随着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兴起，海外
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叙述的兼容性问题已经成
为一个热议的学术问题。我注意到上个世纪 90年代
一批海外华文作家的起步都是与大陆重要文学刊物
的编辑对他们的倾力扶持有重要关联，正如张翎在散
文集中《文学的驿站》一文里所回忆的：1995年，张翎
在成为专业听力康复师解决了谋生问题后，开始了她
的作家梦想，那年她完成了一部名叫《寻》的中篇小
说，寄给了上海的《收获》杂志社。仅在3个星期后她
便收到了编辑李国煣的传真，通知她《收获》即将刊登
她的小说 《寻》。“ 《收获》 以如此快捷的速度，回
应一个毫无名气的新作者的自由投稿，我当时的震
惊和喜悦不言而喻。”

《收获》被张翎称为文学驿站，在她文学创作道
路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她曾在《收获》发表了8部
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张翎在散文集中的“书
言书语”中提及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主编韩敬群、责
编朱丹，作家出版社编辑袁敏对她的小说创作出版
的影响。张翎的这些详尽记录对我们梳理海外华文
文学发展史，梳理大陆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和海外
华文文学的关系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今天我们阅读这些散文，沿着她二十多年来留
下的足印，也将能更好地理解从 《望月》 到 《胭
脂》，张翎在精神上所做的求索。

本报电（文一）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贵州人民
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汪一洋长篇小说 《国脉：谁寄锦
书来》首发式暨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国脉：谁寄
锦书来》小说名语出周恩来同志为邮政人题词：“传
邮万里，国脉所系”。作者以简洁的文笔、宏阔的视
野、生动的故事，精心塑造了秦鸿瑞、方执一、郑
开先等几个邮工出身的工运旗手形象，通过三人不
同道路的选择，揭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
史必然性。

确名与兴盛

报告文学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和中国特色的文体。新中国 70 年的报告
文学，从大的段落上划分，大致可以分为
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而改
革开放前 30 年的报告文学成就主要体现
在新中国成立初 17 年。在这期间出现了
描写和反映新中国成立大典的林韦《中央
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司马文森 《新中国
的十月》、华山的 《英雄的十月》 等作
品。也有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如巴
金的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魏巍
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有反映大陆对
台湾当局军事行动的刘白羽的《万炮震金
门》 等。《谁是最可爱的人》 描写在抗美
援朝中涌现的志愿军英雄形象，讲述了一
些感人至深的故事，作家发自肺腑的感慨
与抒情等引起了读者深切的共鸣，它因此
成为新中国17年报告文学的优秀代表。

新中国 17 年报告文学另外一大创作
题材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和人民
新生活、社会面貌的新变化、涌现的社会
新人形象，包括李若冰的 《柴达木手
记》，王石、房树民的 《为了六十一个阶
级 弟 兄》， 魏 钢 焰 的 《红 桃 是 怎 么 开
的？》，穆青、冯健、周原的《县委书记的
榜样——焦裕禄》，西虹的 《南京路上好
八连》，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

50年代中期，受苏联“干预生活”特
写的创作思潮影响，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干
预生活的批评性纪实作品，产生了较大的
社会反响，也奠定了八九十年代以后风起
云涌的社会问题报告的基石。

文学是时代的先行者，这个特征在新
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1978年1月徐迟的

《哥德巴赫猜想》 发表，揭开了新时期报
告文学的大幕。徐迟的创作融盎然的诗意
与深刻的思考于一体，站在时代的前列，
呼吁科学的春天，呼吁尊重知识、尊重知
识分子新的时代到来。《哥德巴赫猜想》
因此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一只报春燕。

与新时期文坛的文学浪潮同向而行，
报告文学也涌现出一批刻画时代先锋、反
映时代先声的优秀作品，譬如柯岩塑造有
胆有识的 《船长》、理由描写中国击剑运
动员栾菊杰故事的 《扬眉剑出鞘》，鲁光
深情赞美女排精神的 《中国姑娘》，陈祖
芬刻画内燃机工程师王运丰形象的《祖国
高于一切》等。

进入 80 年代，报告文学昂然崛起，蔚
为大观，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报告文学的文体自足性、自立性由此确
立。一大批优秀的新闻记者，诗人，散文和
小说作家纷纷转向报告文学创作，由此造
就了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高潮。

在此阶段，报告文学最受社会关注的
题材主要是聚焦社会热点、焦点、症结点
的问题报告。出现了乔迈的 《三门李轶
闻》，涵逸聚焦独生子女问题的 《中国的

“小皇帝”》，胡平、张胜友反映出国潮纪
实的 《世界大串连》，徐刚表现告别伐木

时代、拒绝乱砍滥伐森林主题的 《伐木
者，醒来！》。还有体育报告如赵瑜的《兵
败汉城》《强国梦》，贾鲁生的亲历记《丐
帮漂流记》，陈桂棣反映生态危机的 《淮
河的警告》等。这些作品都带有鲜明的问
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注重百姓关切的社会
热门话题，题材新颖生动。每部作品发表
之后几乎都产生了轰动性的社会效果。

改革报告和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作品亦
相当壮观。包括张锲反映河南大地上的改
革热潮的《热流》，袁厚春描写军队改革的

《百万大裁军》，程树榛的《励精图治》，李延
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麦天枢的《西部在
移民》，卢跃刚的 《长江三峡，中国的史
诗》，王宏甲的 《无极之路》，杨守松的

《昆山之路》 等。这些作品关注中国正在
发生着的剧烈的变化，特别是人民生活工
作状态和发展趋势的变化，表现变革图存
求发展的鲜明主题。

转折与新机

1992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转
折点，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主体地位，由此揭开了由市场主导的最重
大的一场经济社会的变革。这场变革直接
反映到报告文学的创作上来，也影响到文
学整体的发展走向。

1992 年 至 今 的 报 告 文 学 创 作 如 果
从题材上观察，大致可分为时代主旋

律 、 社 会 问 题 报 告 、 历 史 纪 实 、人物
传记等四大类型。

在反映时代主旋律报告文学方面，有
一部分作品是描写与时代发展主题相关的
时政报告，譬如 90 年代发表的邢军纪、
曹岩 《商战在郑州》，黄传会的 《希望工
程纪实》，直到 21世纪初何建明的 《国家
行动》《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
前行动》《那山那水》《浦东史诗》，王宏
甲的 《智慧风暴》《中国新教育风暴》 一
直到《塘约道路》《中国天眼——南仁东
传》，吕雷、赵洪描写广东改革开放成就的

《

国运——南方记事》，蒋巍讲述中国高铁事
业发展的《闪着泪光的事业》，肖亦农反映
沙漠治理成就的《毛乌素绿色传奇》，纪红
建描写脱贫攻坚总决战的《乡村国是》。

还有一大部分是关于国家重点建设项
目、重大工程的文学报告。譬如李鸣生的

“航天七部曲”包括《走出地球村》《飞向
太空港》《千古一梦》《发射将军》等以及

《中国 863》，徐剑描写青藏铁路的《东方哈
达》，讲述火箭军前世今生的《大国重器》，
梅洁记录南水北调的《大江北去》。许晨的

《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和陈
新的《探海蛟龙》都是关于蛟龙号探海的生
动纪实。反映港珠澳大桥建设情况的则
有长江的 《天开海岳》，曾平标的 《中
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这些时
政报告都紧扣社会变革的主旋律，具有突
出的史志特征。

在社会问题报告方面，报告文学作家
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聚焦教
育、医疗、就业、生态环保、反腐败、道
德建设、农民工、留守群体等社会热点、
难点、疑点、焦点、重点问题，主动回应
群众关切和百姓期待。如何建明反映乱采
滥挖国家矿产资源的 《共和国告急》，反
映贫困大学生生存窘境的 《落泪是金》，
描写“黑色七月”的 《中国高考报告》，
反映天津大爆炸事件的 《爆炸现场》。杨
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聚焦贪污腐败
现象，探析腐败的危害和根源，《瘟疫，
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探究瘟疫同人
类如影随形的关系。赵瑜揭秘式的《马家
军调查》，一合揭示腐败、反思腐败人物
两面性的 《红与黑》，梅洁反映西部女性

生存状况的《西部的倾诉》，广州第一人
民 医 院 护 士 长 张 积 慧 所 写 的 《护 士长
日记——写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等都产
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曲兰较早关注老年
人生存状态，写出了 《老年悲歌》，后来
还出现了一些关注留守空巢老人的作品，
如彭晓玲的 《空巢》、弋舟的 《我在这世
上太孤独》等。在反映医疗腐败方面，朱
晓军的 《天使在作战》《一家疯狂医院的
最后疯狂》 等作品相当深刻。李鸣生的

《震中在人心》 则是对汶川大地震的一次
深入反思，揭示出世道人心和精神道德重
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同样旨在针砭社会
人心的作品还包括赵德发的《白老虎——
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白描的 《秘境
——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黄传会的

《我的课桌在哪里？》反映进城农民工子女
教育困境，《中国新生代农民工》 描写新
一代进城农民工新的生机和发展走向。阮
梅的 《世纪之痛》、方格子的 《留守女
人》 关注留守孩子、留守妇女的生存状
态。杨晓升的 《只有1个孩子》 较早对独
生子女国策提出殷切反思。

历史纪实方面，如金辉的 《恸问苍
冥》，郭晓晔的《东方大审判》，张建伟的

《温故戊戌年》 是对抗日战争、战后审
判、戊戌政变等历史事件的重述。王树增
的“战争三部曲”《朝鲜战争》《解放战
争》《抗日战争》 聚焦历史上的三次重大
战争事件，运用丰富翔实的国家档案资
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力
图揭示历史的真相。赵瑜《寻找巴金的黛
莉》 通过7封旧书信挖掘巴金和一个少女
之间的友情和交往，刻画了一位普通少女
的成长历程。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对知青
一代的历史进行梳理和记录。何建明的

《忠诚与背叛》则对红岩故事作了重新书
写，揭示出信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南京
大屠杀全纪实》 运用了中国、日本、美
国、德国等的历史文献，力图还原大屠杀
的真正面目。余艳的《板仓绝唱》通过杨
开慧遗留下来的书信还原她对毛泽东的爱
情，动人心弦。

人物传记方面，有些是对于时代精
英、英雄楷模的刻画和塑造。如何建明的

《根本利益》《山神》，李春雷的 《木棉花
开》《朋友》。张雅文的自叙传《生命的呐
喊》给人以励志和鼓舞。党益民的《守望
天山》讲述数十年守护战友墓地感动中国
人物陈俊贵的故事。李青松的 《一种精
神》描写一个“倾家荡产”种树不已的企
业家，陈启文的 《袁隆平的世界》 刻画

“杂交水稻之父”的鲜明形象。张子影的
《试飞英雄》 勾勒了一群试飞员的英勇形
象。近年来还涌现出了一大批描写全国道
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的报告文学，譬如
黄传会追述罗阳生平事迹的 《国家的儿
子》，李春雷描写新时代的雷锋郭明义的

《幸福是什么》，李朝全讲述盲人穆孟杰创
办特教学校的《梦想照亮生活》等。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

长篇小说新作《息壤》是彻底的女性
主题的作品，写生育，写女性的精神，写
女性的权益。我的写作分两部分，其中一
部分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写女性，持
续关注女性，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尤其
是我关注的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话语权、
不能自己发出声音的、生活在非常封闭环
境当中的女性。如果我创作的作品能影响
女性，能影响她们的思想，影响她们的行
为，进一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放她们，
那么我觉得这对社会进步有非常大的帮
助。因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是跟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觉醒、女性的思想
都有非常直接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一个
衡量的标准。

童年的印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我觉得
童年的成长或者故乡的水土对一个作家的
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走到哪儿可能都是无
法抹去的，所以这个作品延续了一种从绝
望中寻找希望的基调。当然回故乡肯定再
也找不着那种原来故乡的感觉，因为很多

人也不认识，有很多房子也破了。有时候
我是一边在写，耳朵一边听着外面的人在
聊天，其实他们聊的也就是他们乡村的变
化，包括女性的思想变化。这样在我写作
的时候透过窗口传到我的耳朵里，他们的
聊天给了我特别多的启发。有的时候他们
聊天的内容我当时就写进小说里面。我觉
得可能我在别的地方就不会遇到这样的素
材来源。

以前有人说跟故乡拉开距离可以审视
得更清楚，写得更冷静，但是我觉得你置

身故乡，就是身在其中，其实会有一种截然
不同的收获。这也是我面对故乡的一种收
获。这本书写的时候有高强度的压力，有
比较深刻的自我挖掘。我写的是这群女
性，我觉得其实是在写我自己，写那个可能
的我，未知的我，也许是在另外一个维度的
我，所以感到非常痛苦，有切肤之痛。

在我即将写完这个小说的时候，我看
到一个新闻：就是二胎即将放开生育，我在
想大量的中国女性，她们在几十年内所承
受的身体上的以及精神上的迷茫和困惑，

《息壤》 这个作品也许可以表达对她们的
一种理解和抚慰。

为什么作品会有温暖的底色？可能跟
我年龄有关，跟我经历了特别多的生和死
有很大关系，比如有初月的丈夫，这样一
个能给予女性关爱的男性角色。也许这也
是我自己内心的一种想象，寄希望于女性
能获得的尊重、关心和爱，所以这本书里
有更多的爱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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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缔造新中国邮政的壮丽史诗

发时代先声 抒人民心声
——新中国70年报告文学发展

李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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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新
中国17年报告文学的优秀代表。

●1978 年 1 月徐迟的 《哥德巴
赫猜想》发表，揭开了新时期报告
文学的大幕。

●进入 80 年代，报告文学昂然
崛起，蔚为大观，在全社会产生了广
泛而深刻的影响，报告文学的文体
自足性、自立性由此确立。造就了
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高潮。

●1992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个转折点，这场变革直接反映
到报告文学的创作上来，也影响到
文学整体的发展走向。

●我在想大量的中国女性，她们在几十年内所承受的身体上的以及精神
上的迷茫和困惑，《息壤》这个作品也许可以表达对她们的一种理解和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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