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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漫子

对于没经历过上世纪 80 年代的人来说，80
年代是一个传奇。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电
话、没有网络、没有娱乐节目的时代，人们如何三五
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畅谈文学是怎样的场景。

今天说走就走、可以四处旅行的孩子们也许
无法想象，自己的父辈在 80 年代了解外面世界、
了解外国人吃什么穿什么平时聊什么，也许是从
一本《契诃夫小说选》的手抄本开始的。

80 年代初的燕园，学生人人是诗人。他们晚
上睡前讨论的是，那诗哪里好，这诗怎么写才好。
文学是文青彼此相认的“接头信号”，谈对象找话
题要靠聊小说和背诗歌，检验友谊的标准是看到
好书美文会不会“奔走相告”。

近期，诞生于 80年代并铭记在一代人心灵深
处的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舒婷的《致橡
树》、巴金的《随想录》、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刘
震云的《塔铺》和余华的《鲜血梅花》等作家手稿在
中国现代文学馆一经展出，马上引起了不同年龄
段读者的一场“奔走相告”。

手写的痕迹

舒婷的诗歌代表作《致橡树》就写在 42 年前
的两页“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印制的红色格子
稿纸上。如今它被串上线，悬挂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的展厅中央。

“一走进展厅，属于 80 年代的那种气息扑面
而来，真挚的，洋溢着热情。”前来观展的田磊记
得，这首诗的走红刚好是 80 年代初。“当时在北
京，许多新人在自己的婚礼上深情地朗诵这首《致
橡树》，想抒发新时期的年轻人特别是女性对爱情
的一种态度。”

但在那时还只有 15 岁的文学爱好者赵小梅
来说，这首诗还太“朦胧”。是时在“西铁局”创作组
任创作员的赵父下班后常带一些文学杂志回家，
供孩子们翻阅。

《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收
获》《十月》杂志都是赵小梅特别喜爱的。“文艺的
春天来临，我们兄妹几人就像高尔基口中‘饥饿的
人扑到了面包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刘心武的《班
主任》、路遥的《人生》、韩少功的《风吹唢呐声》都
是这时候看的，不仅看，还要翻来覆去看上好几
遍。”

在这些展出的手稿中，“北京文学稿纸”“人民
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稿纸”“农民日报社”等字
样出现在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稿纸页脚，颇具时
代特色。“那时，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能用上出
版社和杂志社的稿纸也代表一种认可、一种特别
待遇。常来稿件、跟编辑部关系好了，才能用得上
报社、出版社和杂志社给的稿纸。”作家李敬泽说。

对于上世纪 80年代的青年写作者来说，文学
期刊曾是他们实现文学理想的最佳舞台。随便一
本 80 年代文学杂志的发行量都在二三十万份以
上，有时一部小说在期刊的公开发表，能使杂志创
下“当日脱销”的纪录。

据说那时老牌文学双月刊《收获》的发行量曾
高达 100 多万份，这让时任主编巴金颇为担忧，
“满大街都是(这本杂志)，是很可怕的…… 100 万
份的发行量太高，宁可少印一些。”

在这股“文学热”的潮流中，无数写作者、批评

家、文学爱好者们共同组成了“文学的天堂”。与数
字时代不同的是，编辑们催稿靠嘴也要靠腿：距离
近的作者家门一推就进去了，距离远一些的要靠
骑着凤凰自行车在他们家与家之间来回穿梭。阿
城 198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短篇《树桩》和汪曾
祺发表在《人民文学》1983 年第 9 期的《故里三
陈》，就是那时《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这样得来的。

编辑骑车取回的稿子都是手稿，是作家一笔
一画写过、圈涂过的。那些手写的痕迹明白无误地
向人们坦露出一条写作者思考的轨迹。他们下笔
前后的犹疑、遗忘或是突然发现，甚至写作时的心
情起伏都跃然纸上，每一份与每一份都不重样。

与《致橡树》手稿一同悬挂在展厅中央的，还
有莫言 30 多年前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
部文化部”稿纸上的，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
卜》，和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

莫言在创作《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
作品时，共手写 4万余字，修改誊写数次后方才发
表。《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是 1985 年
他在《中国作家》第 2 期发表的中篇小说，其创作
冲动源自于 1967 年莫言儿时随石匠打石头时的
一段经历。

莫言的两份手稿中多处布满醒目的勾划与修
改痕迹。在《白狗秋千架》的手稿中，仅第一页，莫
言就删掉了七八处、三四行，还在删除的部分旁边
补充了 11行对大狗午后活动的细致刻画。

《透明的红萝卜》原本的篇名是《金色的红萝
卜》，或许是字多读起来拗口，作家徐怀中用笔圈
掉了“金色”，改为“透明”二字，于是“金色的红萝
卜”成了“透明的红萝卜”。徐怀中把这篇小说推荐
给他的老上级冯牧，这小说就刊发了。据亲历者回
忆，“黑娃”的故事见刊以后还专门开了座谈
会——— 此前，没人能将一种意象表达出一种油画
般的凹凸感———“那篇文章真有一下子耀亮整个
文坛的感觉”。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瞧
一眼莫言的字迹就猜得到，‘一定是写黑板报写出
来的’。”李敬泽说。的确，青年莫言曾是连队的一
名通讯员，黑板报是一门“必修的功课”。前来观展
的书迷朋友一边凑近观察这些细节，一边感慨，
“莫言的字迹变了”，“手写的痕迹太珍贵了”。

书写方式“小变”，文明之大变

“上世纪 80 年代，是手写时代最后的灿烂绽
放。”此次手稿展的策划人李敬泽说，“几千年来人
类从用笔写字的习惯在咱们这一代发生了变化。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一些作家们放下笔，改用电
脑敲出一排排方块字。这是文明之大变。”

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国文学迎来
了光荣的新时期。活跃的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代表
作以罕见的速度涌现、迭代。他们心中想到的和要
写的东西像春运时火车站里的人群——— 紧紧挤作
一团。每有作品公开发表，数百上千封热情的读者
来信犹如腊月飘雪，从大江南北扑面而来……

文学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初入文坛的余华一
篇习作在《北京文学》发表，轰动了他所在的整个海
盐县。他被通知去县文化馆工作，从此结束了在乡
镇卫生所 5年手执钳子的拔牙生涯。

在没有网络，没有娱乐、看个电视还得去邻居
家的时代，文学承载了太多东西。“我们怎么感知
世界，怎么自我表达——— 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爱
恨、我们的嘲讽，怎么在语言中找到自由和娱乐，

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学开拓出来的。真的是，领时代
风气之先。”在《小说选刊》做编辑的李敬泽 1985
年第一次看到中篇小说《红高粱》时，他惊呆了，
“语言可以这么炫目？汉语写作可以这样打开民族
的感受力？”

新时期以来，涌现出的新的语言、新的思想、
新的表达，这些“崭新事物”的形成过程无一遗漏
地反映在作家笔下的稿纸上。此次展出的“国宝”
级手稿中相当一部分是之前《人民文学》杂志社、

《中国作家》杂志社历年的存稿。
此次展出的手稿，还有手写于农民日报社稿

纸的刘震云小说《塔铺》。与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类似的，这篇“新写实小说”代表作的篇名也是修
改过的，原名叫“河堤”，后来才改为“塔铺”。尽管
是誊清的手稿，其中仍充满大量细微的删减与成
块的涂抹。“不小心”改为“无意间”，“聚在”改为“聚
到”，连“地”“的”“还”“又”等字眼也在斟酌后删去，
体现了作者对凝练精准、不冗不赘的语言风格的
极致追求。

再比如，他把原本写的“父母”“爸爸”字眼修
改成“大人”“爹”，“两个孩子”改为“俩孩子”，“风气
太坏”改为“风气恁坏”，修改后的语句更贴合乡土
文学气息，读起来更接地气，符合创作时的语境，
令小说平易近人，通俗易懂。

正如马克·波斯特所说，手稿作为原始件，能
让研究它的人们，更接近作者的创作意图，从中发
现“真实”文本的演化过程。从作者擦掉、替换和删
除的地方，从旁注和增补中，从笔迹的微妙变化
中，人们可以看到整个创造过程。

“广大的读者通过期刊或图书看到的当代文

学作品，并不一定都是作家的意图，这些作品是
作家和编辑们的共同产物。”中国现代文学馆常
务副馆长刘方认为，手稿体现了作家的创作初
衷，也体现了手稿出版的精神、灵魂所在。

“手稿是时间的证物。字迹作为身体的延
伸，清晰地标记着时间。不仅如此，一个重要作
品的形成痕迹和个人气息也是明明白白地留在
纸上的，这与电脑打印稿完全不同。”李敬泽说，
一份手稿兼具作为文物的历史价值、作为文献
的研究价值，以及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文明就是想象力”

站在巴金的《随想录》手稿前，田磊回想起
他中学时代的“手抄记忆”。

上世纪 80 年代初，书出版得少，新书常常
买不到。因此不仅作家成稿用手写，读者传阅也
靠手写。

从合肥转学回老家上学的同桌带来一本巴
金的《随想录》，田磊翻看起来觉得，“哪一页都
好，哪一句都妙”，就拿家里的《名人名言》去换，
换回来就拿钢笔抄。常常还没抄完就被其他同
学借走了。

班里花三角钱班费买的《解放军文艺》以最
快的速度传阅遍整个年级。“有的同学来不及
看，就在放学后悄悄拿回家，第二天一早要提前
到校，爬窗进来把书归还原位。后来我们才知道
他看了一夜，抄了一夜。”

外国文学也在这时进入中国，走进中国青年
的视野。有的故事要靠口耳相传，听同学提过一

嘴“好看”的《欧也妮·葛朗台》就再也不能忘了。
“外国人冬天有什么娱乐？堂兄从巴黎带来

的那件金纽扣一直扣到脖子的新奇背心怎么
穿？欧也妮会像冬妮娅一样穿着蓝白条海魂衫
吗，还是穿像大扇子一样的长裙子？”这些田磊
在生活中得不到的答案，在“封皮是米黄色网格
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里面有。

每到周末，他和他的同学就一遍一遍搜罗
能找到的每一家新华书店，看看有没有新书到
了。可最多的答复永远是“还没到货”。

这在拥有 33万余种图书出版规模的今天，
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每年出版的
图书是每年一万四千种左右，拿 2017年图书出
版数据来看，仅是图书出版的品种就翻了二十
多倍。

当今，文化生产和文化供给更加丰富，人们
对精神产品的选择权不断在扩大。在李敬泽看
来，文学地位的这种变化恰好说明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社会的长进和时代的发展，这不是
坏事。

从手写时代进入数字时代以后，除少数坚
持用笔在纸上创作的贾平凹等作家之外，书写
历史随书写方式的改变，对作家和读者、对阅读
和写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看来，从
手写到打字的媒介之变，带来的是思维方式和
内容创作的改变。“由于电脑写作免除了我们的
誊抄之苦，由于光标点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插
入或删除，完整的构思已显得多余，齐全的材料
准备也似无必要。我们完全可以想到哪儿写到
哪儿，写到哪儿再想到哪儿。砖不够了先上瓦，
瓦不足了先按梁。只要那套复制、粘贴、查找、替
换的技术熟练起来，这座房子最后怎么也能把
它造得像模像样。大概我们不会想到，就在这样
一种颠三倒四的‘修建’中，我们的思维开始变得
零散而破碎了。”

Kindle 里，手机阅读 APP 里，动辄几百万
字一部的网络小说，每天还可被更新一万
字——— 这也是在手写时代想都不敢想的速度，
即使高产如金庸，平均每天写个千字也不得了
了。背倚装满书本典籍的联排书柜，李敬泽点燃
烟斗，“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电脑的出现，就不会
有网络文学的产生。你再看我们长篇小说的出
版量，一年的量要比曾经十几年的总量还多。书
写变得太便利了，这时候我们还能不能保留一
种敬重，一种敬畏？”

对于可以接触海量信息的阅读者来说，越
来越多的人有时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富余的
困境”——— 每天可打开百篇难辨真伪的文章，却
难以周详、深入地把某一个问题搞清楚。当面对
一本书的时候，许多人发现已经少有从第 1 页
开始，一行一行边读边批注到第 200页的耐心。

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站在手稿前的人们，
在回望手写时代的同时，似乎也意识到，重返一
个年代是不可能的了。然而，即便在文学不再是
必需品的今天，不论是睡前把童话寓言读给孩
子的母亲，还是逛街时顺便逛一逛“西西弗”“言
几又”的年轻人，没有人拒绝文化与艺术的滋
养，也没有人否认文学对于生命、对于人类文明
的某种意义。

“我们为什么搞文学呢？它不是一种现实的
谋生手段。人类的文明在于我们发明了那些无
用的东西。”李敬泽停顿了一会儿，“我记得一本
书上有这么一个比喻——— 如果在河边，发现一
头狮子在那儿饮水，有个声音说，赶紧跑吧。那
这可能是一只动物，也可能是一个人。如果有个
声音说，有狮子，我们把它打死，吃它的肉吧。
那么很难辨别这声音是人是兽。如果有声音
说，啊，这个狮子真美。于是拿起了一块石头，把
狮子的模样刻在了山洞墙上——— 这才是人类。
文明就是想象力，文学就是这种想象力的母
体。”

作家“手稿”热展，作别手写时代？

上图：陈列
于中国现代文学
馆的刘震云成名
作《塔铺》的手
稿。

中国现代文
学馆供图

上左图：舒
婷的《致橡树》手
稿。

左图：余华
及其小说《鲜血
梅花》手稿。

本报记者
张漫子摄

“在大陆，我还有好多人想去见，好多风景想
去看。”因为膝盖做过手术，78 岁的张晓风拄着拐
杖，走路缓慢，但她说要抓紧时间多去大陆走走看
看，“有些地方可能去了发现没有什么东西留下，
但它们单凭名字就让我牵挂”。

在 60 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台湾作家张晓风的
创作涉及散文、诗歌、小说、剧本等，其中《行道树》

《有些人》等作品入选大陆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她
的作品内容涉猎广泛，对故乡的乡愁、对古典文学
和传统文化的乡愁、对现实的感悟，始终贯穿其间。

替上一辈人品尝故乡美味

张晓风 1941 年出生于浙江金华，8 岁随母亲
一起赴台，后毕业于东吴大学。她被余光中称为“第
三代散文家里腕挟风雷的淋漓健笔”“能写景也能
叙事，能咏物也能传人，扬之有豪气，抑之有秀气”。

记者近日在台北见到张晓风时，她身穿暗红
色中式长袍，上面绣着飞舞的蝴蝶。说起往事和文
学，她娓娓道来，语调温柔又透着自信，一如她的
散文文风，“在柔婉的时候也带一点刚劲”。

故乡是绕不开的话题。“我出生在浙江金华，
因为小时候常听母亲讲故乡的事，就仿佛一直保
留着那个地方的记忆。”张晓风说，金华产一种坚
果叫香榧子，要历时三年才结果，是母亲常常提起
的美食。

60 岁时，她回到金华，终于尝到了香榧子的
味道，那就是她记忆中故乡的味道。如今，大陆的
一些出版社和读者经常给她寄香榧子。

去年 10 月，张晓风在宁波演讲交流，一位读
者塞给她一箱橘子。“看到橘子，我很感动，因为那
是浙江黄岩的橘子。”她说，因为她想起东吴大学
中文系主任是浙江黄岩人，想起这位老师总是用
浓浓的黄岩口音夸当地的橘子。

她还惦记着宁波的黄泥螺、扬州的鸡头米、南
京的野菜马兰头……

“其实，关于大陆和故乡，多数记忆不是我自
己的，而是来自我的父母和老师的记忆、上一辈人
的记忆。我在大陆，走到任何地方，吃到什么东西，
都会想起他们，好像是在替他们去那里，替他们品
尝那些美味。”张晓风说。

唐诗宋词有乡愁

乡愁，对张晓风来说，来自长辈们思念的美
食，也来自中国古典文学。

张晓风回忆说，上大学时，台湾高校的中文系
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台大为代表，主要继承五四运
动的精神，主张文学求新求变；另一派以台师大为
代表，偏爱以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主张传承。

“我在东吴大学读中文系，受的是‘国故派’的
国学教育，自然走上了偏保守的路线。”她说，早
期，唐诗宋词对自己的影响最大。“可以说，古典文
学最契合我的性情。”

她曾撰文回忆，刚进中文系，她就买了最古老
的字典《尔雅》，打开第一页就被迷住了。第一个字
就是“初”：“初，裁衣之始也。”这个解释让她仿佛
看见：某个女子从纺织机上把布取下来，手握剪
刀，当窗而立，屏息凝神，考虑从哪里下刀，她用神
秘而多变的眼光打量着那整匹布，仿佛在主持一
项典礼……

汉语之美是张晓风最深的写作动力。然而，在
当时的东吴大学里，老师看到她发表在报纸上的
白话文会“骂”她，因为他们只鼓励写文言文、诗词
歌赋。她笑着回忆大学的经历：“其实，我的白话文
从遣词造句到思维方式，都深受古典文学影响。后

来有读者说‘以前不知道散文还可以这样写’。”
“现在想来，这条文学之路是对的。因为单

是求新，可以自己学习。相比之下，古典文学修
养的积累，如果没有老师的指导，很难自己找到
路径。有了古典文学的基础，写作就会容易很
多。”张晓风说。

在张晓风的散文中，除了诗词，《诗经》《世
说新语》等典籍中的片段，总是闪耀在她对生活
的观察、思考和感悟中。她说：“这个古典的文化
中国实在是太迷人，这个诞生过汉朝、唐朝的中
国是超越现实的。”

“听说四川有个尔雅台，是郭璞注释《尔雅》
的地方，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张晓风说。

替传统打个圆场

虽然如今年事已高，但张晓风还是觉得有
很多事要做，比如用写作向年轻人诠释好祖宗
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其实，早在阳明医学院教文学时，张晓风就

意识到一个问题：如何让不懂平仄的普通学生
从古典文学中取得力量，获得享受？“年轻人离
我们的文化传统越来远。如何诠释好祖宗留下
的文化遗产，让年轻人明白，是我现在最想做的
工作。”她把这项工作称之为“文普”，和科普相
对应。

“长期以来，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批判太
多。传统不是用来挑刺和出气的，它需要我们理
解和诠释，我想替它打个圆场。”张晓风解释说。

她举例说，有一次她在文章中用了“花坼”

一词，很多人已经不认识了。“坼”出自《周易》：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坼有把外壳或甲胄打开来的意思，非常有力道
和形象，有独特的韵律感。

“忘记了这个字，就是忘记了我们本来就有
的对春天、对花开、对自然的一种感受。所以，从
字到思想的诠释和联结，对激活传统很重要。我
必须要用现在的话，把隐藏的意义说出来，把它
们的美好说出来。”张晓风说。

写作之外，她说她对生活没有计划，她是一
个“命运的不抵抗主义者”，就像她在新书《不知
有花》序中所说：“人生的事，其实只能走着瞧，像
以下几件事，就完全不在我的规划掌控中：1 . 我
生在二十世纪中叶；2 . 我生为女子；3 . 我生为黄
肤黑发的中国人；4 . 我因命运安排在台湾长大。”

(记者章利新 刘斐)新华社台北 1 月 10 日电

从香榧子到唐诗宋词
台湾作家张晓风的乡愁

书写变得太便利了，这时候我们还能不能保留一种敬重，

一种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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