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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其历史
悠久，不少人认为 《史记》 是最早的一部
传记文学作品。传记文学经过长期发展，
在今天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可入传的除名
家大家、时代英模外，更多普通人成为传
主，让传记文体走下神坛；另一方面，没
有生命的大江大河、工程项目、城市小镇
也成为传记文学书写的对象。

先进人物、普通人成为传主

传记发展到了现当代，早已突破以往
“生者不立传”“死者才入志”的传统，出
现了很多为尚健在者立传修谱的作品，包
括自传、自叙传、自述等，如 《王蒙自
述》、张雅文的 《生命的呐喊》。各地在修
方志、族谱时，也将健在的相关名人收录
其中。

传记文学从主要为伟人、名人或作出
卓越贡献、杰出成就的人物立传，发展到
今天为英雄模范、楷模人物、时代新人等
作传，为影视明星、企业家立传，尤其是
为普通人、平凡人、寻常百姓立传。普通
人开始拥有进入文学人物画廊的机会。

以往，立传被认为是一桩庄严慎重的
事，它与作史、树碑 （包括死后立墓志
铭、纪念碑、塑像等） 一样神圣，是并非
凡人均可“享受”的一种文化“待遇”。而
到了今天，人们对于立传作史已然没有了
那种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即的心理，更多
是抱着一种实用、入世、济国齐家的心
理。于是，姓氏家族修谱时开始为本家族
的名人或有点影响和成就的人立传。在
出版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为企业或企业
家立传的作品。这固然有经济利益驱动
的因素，但也与人们看待传记的眼光发
生改变有关。

时代新人囊括了全国评选出的各类
“最美人物”、“中国好人”、时代楷模、全
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以及各行各
业、各地评选表彰的各类先进典型、优秀
人物等。譬如何建明的 《山神》 写带领乡
亲20多年修通“天渠”的黄大发老人，张
子影的 《洪学智》 写我军现代后勤工作奠
基人，陈霁的 《雀儿山高度》 写川藏线上
的邮车司机其美多吉，李春雷写廖俊波的

《县委书记》，王宏甲的 《中国天眼——南
仁东传》，陈启文的 《袁隆平的世界》，一
直到徐风写紫砂壶工艺大师蒋蓉的 《花非
花》，党益民写战友守墓人陈俊贵的《守望
天山》，这些传记既有为各路英杰作传，也
有为原本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平凡人树碑
立传的作品。

因此，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成
为一个鲜明特征，可以立传的人物对象越
来越宽泛，内容上越来越深入。

在这中间，作家传记大量涌现甚至被
不断重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譬
如，关于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有不止
一部传记，特别是路遥的传记差不多已有
10部。但凡获得国家级文学奖项或有全国
性声誉的作家，往往都有传记。这或许是
因为作家的生平经历及创作道路，对其他
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具有启示与感召意
义，同时又具有文学史价值。

从写作手法上看，传评结合，夹叙夹
议，注重传记的学术性和研究性也成为传
记文学一个发展新趋向。作家评传、艺术
家评传，往往夹叙夹议，带有对传主人生
历程和学术业绩的评价。这样的传记不仅
是一种记录、记述和历史还原，还是对传
主的一种研究评析，有可能对推动社会科
学和文学发展产生作用。

为江河湖海、大国重器立传

以往的传记，立传对象几乎都是人。
如今，传记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
城市立传，为江河湖海洋立传，为大桥道
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自然有机体、
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
有自身来龙去脉、前世今生的事物立传。

这些年出现了许多为一座城市立传的
作品。譬如何建明 《我的天堂》 描写苏州
改革开放历史，聂还贵 《有一座古都叫大
同》 为大同千年历史作传，李朝全 《最好
的时代》为浙江长兴40年改革开放历史作
传。白描的 《天下第一渠》 尤为奇特，是
为一条人工运河郑国渠立传，讲述郑国渠
2000 多年演变史。还有郭保林的 《大江
魂》 试图为长江立传，陈启文的 《大河上
下》、张中海的《黄河传》为黄河作传，张
加强的 《太湖传》 为太湖作传。还有曾平
标描写港珠澳大桥前世今生的 《中国桥
——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是为一项具体
工程立传。徐剑的 《大国重器》 则是为中
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新传记，作传对象几
乎都不是人物和生命体，而是工程、城
市、部队、江河湖海渠等“泛生命体”。在
作家眼中，这些事物似乎都变成了有生命
的物体和存在，他们通过细致深入地梳理
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力
求进行详尽准确的考据考证，以此还原历
史。这些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史志、史
传、文献和学术价值。

传记文学在写作手法上也在努力出新

出奇。譬如在叙事人称上，有的尝试运用
第二人称，蒋巍的《牛玉儒定律》，唐明华
为横店影视城创始人徐文荣立传的 《中国
好莱坞》，都采用了第二人称，很好地拉近
了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给人以亲切如朋
友促膝谈心式的带入感。还有王旭烽的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采用与亡灵对话的
叙事方式，方敏 《熊猫史诗》 对动物进行
拟人化、人格化叙事。

有些传记作者更注重以亲历者和见证
者身份，来写人物生平。比如像新近出版
的航宇的 《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
的日子》，就是以一个亲历者、见证者的身
份生动讲述路遥在人世间最后一年的生存
状况和经历。

坚定史家立场求真求是

敬畏感、庄严感的淡化乃至丧失，导
致人们对待立传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有了微
妙但却明显的变化，那就是“隐恶”甚至
于“虚美”。按说，传记属于历史书写，秉
持史家春秋笔法，“不虚美、不隐恶”，追
求全面真实是基本要求。但今天传记的繁
荣或某种程度上的泛滥，导致了人们有意
甚至刻意讳言传主之“恶”，回避其不光彩
的往事、不愿公开的隐私。尤其是在为生
者立传时，这种价值取向更为突出和普
遍。今天我们读到的生者传记，几乎很少
写到人物的缺点、不足、遗憾。有的传记
甚至为了拔高人物，还存在一些人为编造
美化、“涂脂抹粉”的成分。传记文学的这
一发展趋向，尤其值得作家们引以为戒、
高度警惕和自觉防范。作为史志的传记，
应求真务实、正本清源，努力挖掘探究和
还原历史真相，而不应一味曲意逢迎，甚至
为五斗米折腰，为稻粱谋而牺牲品格操守。

另一种趋向同样值得警惕，那就是片
面解读或一味“曲解”历史、“歪解”历
史，把那些历史上早有定论的人物拿出来
炒冷饭，打着“重写历史”的旗号为某些
历史人物翻案，有意回避或者淡化其在历
史上的负面形象。这种趋向，可能是一种
历史虚无主义，也可能是哗众取宠故作惊
人语。

传记文学的发展，需要作家们在守正
基础上创新，而不能一味为了出新出奇而
片面剪裁历史、打扮历史，断章取义或以
偏概全地对待人物及其历史。作家应该回
到史家立场上来，以今日之眼观昨日之
事，以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和刻画自己笔下
的人物。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这 些 年 ， 北 美
华文文坛可谓水草
茂盛，作家身份也
是色彩斑斓。马蹄
花 香 ， 风 吹 草 低 ，
如野火燃尽后生机
勃勃的草原。时空
变 幻 ， 遥 望 云 天 ，
一 个 个 倔 傲 的 灵
魂，在生命的原乡
里 吟 唱 。 蓦 然 间 ，
在散文高地上，蔡
维忠的名字迎面走
来了。

蔡 维 忠 是 1977
级大学生，本科就
读于厦门大学，之
后赴美留学。取得
博士学位后，他先
于哈佛大学医学院
从事分子病毒学方
面 的 博 士 后 研 究 ，
后于纽约长岛生物
医药公司从事新药研究和开发。这样一位科学
家，近年来成为美国 《侨报》 及 《北京晚报》 的
专栏作家，散文发表于 《当代》《散文》《光明日
报》《读者》等海内外报纸杂志，随笔集《美国故
事》深受读者喜爱。

蔡维忠足迹遍布几大洲，从纽约的长岛，到
大海彼岸的家乡。他喜欢穿越在时空的隧道里，
写自己遇见的人、看见的事，洞察世界的前因后
果，揣摩地球和人类命运的未来。

蔡维忠的写作风格以严谨著称，这得益于他
的医学背景。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是相通的，前者
研究自然的真实规律，后者以心灵诚实为基础。
他笔下的文字，简洁明晰，凭内容和真情吸引读
者。他从不用艰深的句子，文风平淡朴实，思想
和文采却蕴藏其中，他的文章总有强大的内容做
支撑。

近年来，蔡维忠发表的散文越来越多，仅以
《散文》 月刊为例，就有 《舞台上下》《远古的呼
唤》《安第斯山双城行》《告别金门的炮声》 等。
其中，《六个签名》写的是一个美国医生从抗战前
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的经历和命运，激荡起
伏，感人肺腑。《马拉松》 表面上是写马拉松比
赛，其实是写一个叫丹尼的人。这是一个曾经吸
毒的孩子，他进入空军服役，还成为一名警官，
仍然必须以性命与毒品抗争。作者巧妙地用他参
加的马拉松比赛，象征他的成长经历，即丹尼的
一生是与毒品进行“马拉松战斗”的一生。

特别要提到《明月孤舟尺八箫》，写日本尺八
大师塚本竹仙将尺八传回中国，他的学生逍遥在
中国再传承尺八的感人故事。尺八音色独特，契
合心灵，表现力强，自由度高，但吹奏难度很
大。这个在中国消失的古乐器，却在日本依靠修
行人的虔诚重返故国，文章中回荡着一种对生命
炽爱的神圣力量。

蔡维忠的散文，首先吸引人的是他下笔的独
特视角，他总是在平凡的世界里给读者构筑出一
个奇妙世界，在干净理性的文字里，隐藏着寓意
深邃的思考。例如他的《美国故事》，写美国的平
常生活，却能解析出美国社会中人性的光芒与晦
暗、人生的精彩与无奈，当然还包括当地风土人
情、文化传统、社会制度、道德观念和美国梦的
过去与现在，等等。

曾经在纽约见到他。都说他性格比较内向，
其实他内心敏感又热忱，对外部世界洞若观火，
内心坚定坦荡。他的写作起步较晚，却非常稳
健，犹如窖藏的陈酒。他强调写作需要深度，他
探究无穷的生命奥秘，更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
文学。

王鼎钧先生曾说，《美国故事》 里都是好故
事，是“摭拾异域珍闻趣话以中式烹调飨客”，
可见蔡维忠的散文创作选材好，他笔下的故事涉
及政治、文化、制度、 观念、衣食住行、邻里朋
友，被誉为“万谱全书”。他能把一件复杂的事情
用简短的文字写得精准透彻，如美国选区的重
划，内幕重重、相当复杂，蔡维忠只用 1000 多
字，不仅讲得清清楚楚，还意味无穷。

有人说蔡维忠的文字有陶渊明的风格，平
和、精炼、流畅，没有废话，冷静如手术刀般。
这是蔡维忠的独门功夫。在他的文章里几乎没有
长句，也少比喻等修辞手法，很少有感情化的描
写，因此董鼎山先生评论他的散文有“无我”的
特点。

扫描美国华文文坛的散文作家方阵，感觉个
个身手不凡，独立洲头。王鼎钧的丰厚圆通、刘
荒田的沧桑诙谐、宣树铮的沉郁顿挫……或是两
种异质文化的正面碰撞，或是个体生命意识的发
扬，再加上千年中国散文传统的熏陶，异乡人独
特的生命体验，使他们的文字异彩纷呈。蔡维
忠，正向形成美华作家所独有的文化内涵而努力。

好的散文家是睁眼看世界，目光有多深邃，
文章就能有多辽远。好的散文，如同正楷，最见
功力，无法藏拙，那种水落石出的境界与坦荡，
标识着散文家心灵的高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蔡维忠以他真情流露的生命感悟、个性突出的鲜
明语言，为我们带来一道当今海外文坛奇妙的散
文风景线。

本报电 （刘泽溪） 1 月 10 日，由浙江联合
出版集团主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承办的

《萧乾致李辉信札》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该书
收录了萧乾先生十余年里写给 《人民日报》 文
艺副刊原编辑李辉的150多封书信。

《萧乾致李辉信札》生动展现了一位文坛前
辈与副刊编辑的交往，记录下 1984 至 1998 年
间，二人就文学创作方法、副刊编辑经验、文
学翻译、文化名家评价等问题的思考。本书还
收录萧乾早年文学创作 《痕迹》 的全部影印手
稿。“信札手迹选”单元收录了多封萧乾书信影
印件，为读者展现了印刷文字之外的丰富细节。

萧乾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编辑、记
者、文学翻译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 《篱下
集》、长篇小说 《梦之谷》、新闻特写 《一个中
国记者看二战》等。今年适逢萧乾先生诞辰110
周年，新书出版蕴含着后人对这位文坛前辈的
无限追思。

本报电（文一） 兴安的散文集 《在碎片中
寻找》 近日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一
部分为作者对文学与艺术、社会与生活的亲历
和感悟，饱含对故土、山川风物的观察和感
怀。第二部分记录作者对国内文化名家汪曾
祺、林斤澜、张洁、刘恒等人的回忆和印象。
其文字饱含情感，见地深刻。在 30多年的文学
评论和编辑工作中，兴安与许多作家建立了深
厚友谊，是新时期文学进程的见证者。第三部
分是作者在阅读和研究外国作家和作品之余写
的人物随笔，视角独特，旁征博引，引人思索。

用小说的手法写历史传奇，不失
为一个好办法，但同时也是对作者功
力的挑战。《燕云台》 在想象的历史空
间里展开叙事，体现出作者蒋胜男的
写作自信。

《燕云台》 是一部辽阔的小说。蒋
胜男的历史观在小说里徐徐铺展。故
事围绕辽国太后萧燕燕的一生展开，
历史风云、家国情怀、民族融合蕴含
其中。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蒋胜男
秉承这一创作原则，形象再现了活生
生的辽国故事。

《燕云台》 是一部精致的小说。历
史小说一怕假，二怕真。“假”是说脱
离了史实，离小说近，离真相远，不
足取；“真”是说和史实相同，离真相
近，离小说远，缺乏艺术加工。一极
是艺术，一极是历史，中间的广阔地
带才是小说家的天地。无疑，蒋胜男
对此是清醒的。

《燕云台》 是一部温暖的小说。小
说写人物，历史中的人复活了，且活
得更生动，体现出作者人物塑造上的
功力。北方民族风情和民族性格在历
史人物身上再次复活，韩德让与萧燕
燕的故事，是中国北方的爱情范式。
通过蒋胜男的叙事想象，将大女人和
小女生完美融合，让这部小说具备了
网络小说的特质，同时也可见蒋胜男
驾驭历史大题材的创作抱负。

在我看来，《燕云台》 的意义有两
点，其一是找到了民族题材历史小说
创作的“正道”。

写历史上的民族，如何在小说中
展现民族融合和文明发展？契丹民族
消亡了，在这个过程中，“汉化”到底
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对民族文
化心理的深层作用甚至是民族文化基
因的影响，都是小说家需要直面的。

公元91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
辽上京建立第一个孔庙，儒学正式进
入契丹民族文化领域。辽太宗耶律德
光得燕云之地后，推崇汉制、学唐比
宋，在这个过程中，契丹民族的文化
性格融入到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里，世
代传承。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和历史
走向在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
现。这也正是 《燕云台》 切入历史的
角度。

其二，在民族交融之外，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共生共荣”的格局
中，中华文化如何发展？网络小说在
其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燕云台》 也
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蒋胜男用这部小说，准确地说，
是用文学化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
化的包容性是其延绵几千年，自身不
断发展的保证，这一点在世界文明交
流互鉴的今天尤为重要。

在 当 下 跨 文 化 传 播 的 生 态 语 境

下，网络文学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
重要载体。民族题材历史网络小说对
世界文明交流与互鉴必将起到促进作
用。弘扬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是
彰显文化自信的表现。在世界文化、
国际文学格局当中，发挥网络文学的
作用，是蒋胜男这部小说的贡献。

她的作品体现出作者对文化自信
的自觉追求。她在小说中完成了民族
历史文化的自省、融合。蒋胜男说，
她小说中塑造彼此矛盾的人物，并不
是要写对立。他们彼此不是敌人，而
是彼此的镜子。是的，她是先选择了
历史，才找到了人物。今天的网络文
学作家正通过文学，自觉承担起坚定
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

◎文学聚焦

中国传记文学新发展
李朝全

◎文学聚焦

中国传记文学新发展
李朝全

●为普通人、平凡人、寻常百姓立传，是传记文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传记文学已扩展到为一切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有自身来

龙去脉、前世今生的事物立传
●作家应该回到史家立场上来，以今日之眼观昨日之事，以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和刻画自己笔下的

人物

文化自信的发现之旅
——评网络小说《燕云台》

肖惊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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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维忠

蒋胜男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蒋胜男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散文集《在碎片中寻找》出版

《萧乾致李辉信札》出版
◎新作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