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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怀中：

为什么我到 90 岁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

编者按：

8 月 16 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揭晓。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
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5 部长篇小说获得该项殊荣。

茅盾文学奖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四大文学奖项之一，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４年评选一次。第十届茅
盾文学奖自今年 3 月 15 日启动，评奖范围为 2015 年至 2018 年间在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共有
234 部作品经推荐参评。8 月 16 日，经第六轮投票，产生了 5 部获奖作品并向社会公布。

“我一面写一面竭

尽全力挣扎，我不愿意

就范，我知道这么写不

行，但我也不愿完全屈

服 ，我要找到一个路

子。”他因在病中而略

显干哑的声音爆发出

一股力量，“我不甘心！

我知道自己受了概念

化等影响，但我还是尽

可能地做了挣扎。”

“

陈彦：

《主角》是一部秦腔史，也是一部社会史
本报记者蔡馨逸

陈彦的《主角》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放羊
娃磨炼成名角儿的人生历程，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跨度中，个人的机遇沉浮、秦腔的兴衰变迁和社会
的沧桑巨变在书中娓娓道来。

获奖后，陈彦向记者讲述了《主角》的创作历程。

一部向秦腔致敬的作品

记者：《主角》在斩获 2018 年度“中国好书”和
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后，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
一代表中国文学领域最高荣誉的奖项，您有何感
受？

陈彦：对于一个创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
策。正如您所说的，这是中国文学领域的最高荣
誉。我十几岁爱上文学，后来把精力主要放在舞
台剧创作上了。十年前写第一部长篇《西京故
事》，算是一种回归。后来又写了《装台》，《主角》
是第三部长篇。从内心讲，我并没想到要去冲刺
某个奖，只是写了自己浸泡过几十年的生活，那
个“浸泡池”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是一个有
着 80 年历史的剧院，4 个演出团，还有一个创作
研究中心。我干过专业编剧，也干过团长、院长，
始终都在与各种角儿打交道。是他们的喜怒哀乐
和命运起伏，搅动着我的心灵，让我有一种讲述
的欲望。这部长篇最早写下的名字叫《花旦》，写
写停停，直到后来离开剧院，才有点“庐山”之外
看“庐山”的感觉，便一气写了下来。获得茅奖，我
立即想到这个剧院，想到那些角儿，这是一部向
秦腔致敬的作品。

记者：《主角》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陈彦：我在这个大剧院生活了几十年，心里充

盈着无尽的故事，行走着数不胜数的鲜活人物，就
想把他们写出来。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是一定能打

动人的。再就是一部秦腔史，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继
承与发展的意义。这里面有许多值得发掘的东西，
这些东西能说清楚文化的根性，他们直接从民间
生长出来，经过成百上千年的裹挟，已经丰沛得满
树繁花了。这些花朵采摘下来，就是小说的“四梁
八柱”与骨架。我是希望在相对精彩的故事背后，
有一种硬朗的精神支撑，让角儿唱出的是有“丹
田”之气的浑厚嗓音。总之，我对浸泡了几十年的
秦腔文化有一种深深的眷顾，希望用鲜活的形象
加以诠释与概括。

把戏剧舞台以外的生活勾连进

来，折射出大时代的漩涡与洪流

记者：您曾在《主角》的后记中写道“生为主
角，其实是一场受难”，而忆秦娥一路走来也确实
经历了诸多磨难，但她却能非常有韧性地“熬”过
来。通过塑造这样的人物，您希望向读者传达什么
呢？

陈彦：干啥都不容易。当主角容易吗？主角就
意味着责任、辛劳、扛雷、磨难。没有韧性，你是当
不了主角的。舞台上的主角，哪个不是挣扎得红汗
淌黑汗流的。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几十年，
见惯了主角的劳碌辛苦。前台看着众星捧月、刀光
剑影，威风凛凛，一到后台，累得气息奄奄，欲活不
得，欲死不能。几多眼泪，腌渍、氤氲了华美的艳抹
浓妆；几多眼泪，只能到无人处才纵情释放。那是
怎样一种生命与艺术的较真抗争啊！你不能不对
他们深怀敬意。我常讲，主角又哪里是戏剧舞台上
独有的角色形态呢？生活中哪里没有主角、哪里没
有配角呢？生活中的主角又何曾好当？很多时候，
又何尝不是一场受难呢？你得熬，你得挺！谁让你
是主角呢？

记者：《主角》不仅讲述了忆秦娥从放羊娃一
路成长为秦腔名伶的经历，更反映了秦腔的兴衰

和社会的变迁，您如何看待和处理小人物与大
时代的关系？

陈彦：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周遭与身
后，一定网织着密切的社会关系。忆秦娥也不例
外。尤其是成为名伶以后，关系就更为复杂一
些。舞台小世界，本来就联系着广阔大社会。秦
腔自身对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法律、宗教、人
文、民俗的饱蘸，使它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成为
独自低吟浅唱的孤岛。在写这部作品时，我自己
也有一种努力，就是想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社会
人生感悟，都附着在小说人物身上，加以尽情抒
发。

一部秦腔史，也是一部社会史。它饱含着社
会发展的兴衰与变迁。自己在文艺团体工作几
十年，学习、研究、实践这门艺术，汲取了很多十
分宝贵的营养。甚至形成了一种民间视角的看
待社会历史演进的方式。包括对小人物与大时
代的关系的认知与辨识，也与秦腔这门古老艺
术教给我的思维与认识事物的方式有关。历史
是人民推动的，这句话也在某种程度上讲清了
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

记者：您的三部长篇作品分别聚焦农民工、
装台工人、秦腔艺人，他们都是小人物。您当初
怎样选择自己作品的主角，为什么要为这些小
人物立传？

陈彦：是的，《西京故事》几乎完全聚焦在进
城农民工与贫困大学生身上。《装台》也是写了
一群农民工与戏剧舞台的故事。他们到城里来
讨活计，巧妙与戏剧接壤，成为舞台演出的装台
人。所谓装台，就是为演出装置布景、灯光、道具
的人。过去老戏舞台装置简单，就是一桌二椅。
什么都是虚拟的，不需要人装置舞台。现在演
一场戏可不同了，有时真山真水、真汽车、真飞
机都上去了，因此，装台成为十分繁重的劳动，
有时一台戏需要好几天装台时间，且还有一定

的技术含量，这就催生了装台这个行业。他们搭
台，别人唱戏。这里面的事情，颇有一些味道，因
此就写了出来。而《主角》就完全写的是演员、乐
队、编剧、导演、团长等职业生态，由此波及社会
的方方面面。出场人物过百。职业也涉及传统说
法的三教九流，七行八作。我是想尽量把戏剧舞
台以外的生活勾连进来，从而折射出一种大时代
的漩涡与洪流。想法归想法，是否达到，还需读者
检验。

双脚坚实地踩在大地上

记者：在中国文坛上，陕西作家群是一支特
殊的力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曾斩获茅盾文
学奖，他们用文学作品书写、关照黄土地上的悲
喜人生。作为第四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陕西人，
您的创作是否受到文学“陕军”的影响？

陈彦：深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爱读陕西作家的作品。柳青、杜鹏程、李若冰、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我在他们身上都汲
取过丰厚的营养。他们都是把双脚坚实地踩在大
地上，严格走现实主义路子，创作严谨，著作等
身，生命辉煌。陕西还有好多大作家、评论家，都
对我的创作有过指导和帮助，我深深感恩这些
人，也深深感恩陕西这块养育我的土地。我在这
里生活了 50 多年，积累的素材一辈子也写不完。
我会珍惜这块热土所赋予我的激情和力量，努力
再为“文学陕军”增砖添瓦。

一部秦腔史，也是

一部社会史。它饱含着

社会发展的兴衰与变

迁。包括对小人物与大

时代的关系的认知与辨

识，也与秦腔这门古老

艺术教给我的思维与认

识事物的方式有关

“

本报记者王京雪

“别人见面都称道，你 90 岁还能写出这样一
本书！实际他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我到了 90 岁，
才能写出这部书？”90 岁的徐怀中是在病房里，得
知长篇小说《牵风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
这位茅奖史上最年长的获奖作家，言及当时的感
受“不胜感慨”，漫长的写作过程涌上心头。

1947 年，18 岁的徐怀中随刘邓野战军挺进
大别山。当时已参军两年的他，在一个乡里担任武
工队队长，手下管着十几杆“枪”，多是掉队和受伤
的战士。有大半年时间，他们从不敢在同一个地方
过两晚。历经生死，许多战友的尸骨留在了大别
山。

以这段“参加革命后，考验最严苛、冲击最大
的战争经历”为素材，徐怀中创作了长篇小说《牵
风记》，写作过程一波三折：1962 年，他动笔写初
稿，用正面全景式的纪实笔法，描写人民解放军的
这次重大战略行动。写了 20 万字，“文革”来了，他
将手稿付之一炬。粉碎“四人帮”后，他急忙从头写
起，写了几万字，自觉索然无味，再度搁置。直到
2014 年，85 岁的徐怀中又一次重写《牵风记》，耗
时近 5 年，终于完成了这部仍以挺进大别山为背
景，内容较之初稿却仅余书名相同的“三个人物一
匹马”的故事。

回头来看，为写《牵风记》，徐怀中用了近 60
载光阴准备，他说自己后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在写，对自己的写作生涯，他认为用两个字描述最
准确———“挣扎”。

被莫言称为“恩师”的军旅作家

2012 年，作家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
讲中提到“我的恩师徐怀中”，说考入解放军艺术
学院文学系后，在其启发指导下，写出了《秋水》

《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中短篇小说。
徐怀中说这话讲得太夸张，自己谈不上有什么

“启发与指导”，只能说莫言有幸适逢思想解放、改革
开放的黄金时代，改革开放才是莫言的“恩师”。

改革开放也是徐怀中自己的“恩师”。
他从上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写作，1956 年，27

岁，就已写出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为文坛瞩
目。叶圣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论，称“看完一
遍又看第二遍”“对他那创造境界的功夫和挥洒自
如的笔墨，非常钦佩。”

上世纪 60 年代，徐怀中因电影剧本《无情的
情人》遭受批判，之后十几年，他心灰意冷，不愿写
“没意思”的东西，几乎要放弃文学创作。

1979 年，徐怀中接到命令，带领一个战地采访
小组，前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那时，他大病

初愈，身体虚弱，提着一大包中药丸子上的飞机。
采访归来，他拿出了新作《西线轶事》，这篇描写 6

个普通女电话兵和 1个男步话机员战地经历的小说，
以 9万余读者选票获得 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第一名，被誉为军旅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开启了当代
军旅文学新时期”“启蒙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

徐怀中说，他是在写《西线轶事》时，才从长久
的蛰伏中“醒过一点劲儿来”。“我说要写个女子电
话班，编辑说电话兵不就是爬爬电线杆、架架线
吗？有什么意思呢？大家还是希望我正面宣扬战争
的胜利，但我内心想写的是另一些东西。”

如果说战场是一棵树的“树冠”，徐怀中更感
兴趣的是战场外的“树根”，他想写出历史纵深感，
体现战争在怎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

他认为英雄人物与普通人是自然统一的关
系，英雄不是超人。并且，评功可以分一二三等，人
的思想境界却未必适合这样区分。“许多战士牺牲
了生命，但没有成为英雄，这并不说明他们不具备
成为英雄的素质，只不过没有某种客观条件。”

1979 年，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气
候里——— 也只有在这样的气候里，徐怀中写出了
想写的东西，站上了个人创作的新起点。

1984 年，55 岁的徐怀中接受任命，主持创办
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系，他为此中断了创作。文
学系草创之初，没有师资，没有教材，徐怀中遍访
名师，一次次登门，把丁玲、刘白羽、汪曾祺、王蒙、
吴组缃、李泽厚、任继愈等名家一个个请来。

文学系首期学员 35 人，莫言、李存葆(代表作
《高山下的花环》)、钱钢(代表作《唐山大地震》)都
在其中，作为系主任，徐怀中总是坐在课堂上跟他
们一同听课，“我常说我是班上第 36 名学员。”徐
怀中回忆，就是这种“旁听”，促成他文学观念的进
一步觉醒，也为《牵风记》的写作做了准备。

“我觉得我的创作思想还需要解放，自己以前
总觉得已经够解放了，但实际上受概念化、公式化
影响很深，不自觉就会疏忽，要 90 岁了才彻底醒
悟，我像蹚一条大河，我已经蹚过来了！我不管了！
我就放开手脚做最后一击！”

突破概念化束缚的“爬行者”

1985 年，徐怀中被调往总政文化部，几年后
出任总政文化部部长，他再次推延了重拾个人创
作的计划，“但也还在写”。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展
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系列电影《大决战》，徐怀
中任艺术指导，亲自修改了全片剧本。

忙于工作和各种社会事务，徐怀中到 2003 年
才真正有时间写长点的作品。上世纪 60 年代“抗
美援越”期间，他在越南南方战地采访了 4 个多
月，根据当时的日记，他写出了非虚构作品《底

色》，2014 年获得鲁迅文学奖，接下来的，就是去
年写完的《牵风记》。

他是个写得太少，也写得太慢的作者。30 万
字的《底色》，徐怀中写了 8 年，十几万字的《牵风
记》，他写了四五年。“所以我总说我是一个文学的
爬行者，我就像动物，把爪深深插在泥土里，这么
抓着往前爬。”

他说他写作的“坏毛病”，是每写一个自然段，
都要先在心里背诵下来，觉得没问题了，才写下
来。“写下来一看，简直不像话，又改来改去，不知
道改多少次。”

夜里突然想到什么，无论几点，他都要爬起来
在小本上记下，本子不在手边，就记到药盒上。“想
到一两句话很得力，必须记下，不然就睡不着。”

他的身体自年轻时就不算健壮，后来更常受
病痛侵扰。写《底色》和《牵风记》，状态好的时候，

他上下午各能工作个把小时。

妻子于增湘一直在旁“监督”，“一会儿该休息
了，一会儿该喝茶了，一会儿该吃水果了。”徐怀中
笑着说，上世纪 50 年代，他在于增湘的鼓励下开
始文学创作，此后，妻子始终是他的“第一读者”。

徐怀中写得慢，但并不赶，90 岁的人了，“赶
的话就把自己赶垮了，我就这么慢慢磨、慢慢写，
即使只能写半拉子，那也是一部作品，我就是抱着
这种必死的决心，要把这两部东西写出来。”

他是写作上的“爬行者”，这不止体现在对文
字的精打细磨上。徐怀中曾说，他们这些作者就像
蚯蚓，“从泥巴里面那一个小洞，弯弯曲曲地终于
钻出去了，过去以后，身体还没有变形，仍是它自
己，没有成为别人的传声筒。”

从成名作《我们播种爱情》起，甚至从处女作
《地上的长虹》开始，徐怀中就以“爬行”的低姿态，
义无反顾地爬上一条高峻险路。有评论者评价，徐
怀中的创作在其所处年代不断在“越位”，他也因
此不断被判“犯规”。

“我一面写一面竭尽全力挣扎，我不愿意就
范，我知道这么写不行，但我也不愿完全屈服，我
要找到一个路子。”他因在病中而略显干哑的声音
爆发出一股力量，“我不甘心！我知道自己受了概
念化等影响，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做了挣扎。”

他回忆 1964 年应杂志编辑约稿，为当时部队
开展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写的小说《四月
花泛》，讲一个战士春节回老家，身上背的全是帮
战友带的东西，他一家一家去送，送完年假也休完
了，又赶回部队。

“真有这样一个战士，我冰天雪地地跑去他在
东北的部队，住在连队炊事班一段时间，又沿战士
回家的路走了一趟，走到湖北浠水，一家家去探
访。那些战士的母亲、妻子、未婚妻都让我很感动，
最后写了一篇讲战士和他们妻子、未婚妻内心感

情的小说。写的时候用了湖北方言，让湖北作家
误会我是个湖北人。”徐怀中说，“写这篇文章是
我的任务，但我写出来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追求回归人性底色的《 牵风记》

每代作家都要直面各自时代的局限与挑
战，有胆识、智慧和想象力的人，才有机会成为
牵风弄潮者。徐怀中的可贵，在于他从未停止这
种追求，直到今天，还在做新的探索。

1962 年，徐怀中给手中的小说起名“牵风
记”时，“牵风”指的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
山，揭开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牵引了战略进
攻之风”。56 年后，等他完成这部作品，“牵风”
又多了许多别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牵引个人写
作转变之风”“牵引古老的‘国风’”等等。

没从正面角度反映这场重要的战略行动，
徐怀中尽可能淡化具体的战争场面，将笔触聚
焦在两男一女和一匹老军马的命运上。

他笔下的人物，在今天看，仍令人惊讶———
背着古琴、有洁癖，会用手帕包着钱交团费的女
文化教员；留学日本学莎士比亚，兼修油画、人
体艺术摄影的精英知识分子旅长；英勇忠诚，但
一身“风流韵事”的警卫员；还有总尿床的壮烈
牺牲的小战士；被逼上绝境，跳崖前投出手榴弹
却忘拉引信的学生兵们……

有老战友说，青年作者这样写情有可原，
你作为亲身经历战争的老作家写这样的作品，
让人无法理解。也有老同志质问，我们的革命
队伍中怎么会有警卫员曹水儿这种目无军纪
的人？

“其实曹水儿这类人物，我太熟悉了。”徐怀
中说，“战争是复杂的，我觉得读者想了解的，是
战争背后人的内心世界，如果是要了解战争过
程，他不如去看战史。小说的真谛是虚构，但你
经历过，就不会虚构出没影的事情。”

他写那些在今天的很多读者眼中，仍属“越
位”的人物，是为了凸显人性的纠结与光辉，其
实徐怀中写作中的每次“越位”，都是为了回归
人性的底色。

“讴歌革命及反映革命战争生活，并非只能
走上公式化、概念化道路。”国内作家里，徐怀
中最爱孙犁。他为孙犁写过的许多评语，人们
都可以拿来评价他本人，“他不可能像别人那
样去写战争，把主要人物拔高到理想化，让别
人来陪衬这个所谓的英雄人物……他不会强
迫你承认他写的这个人，他笔下的人物，大多
普普通通，甚至带着性格和思想上的缺点，但
别忘了，就是这样众多的普通中国人揭竿而起，
打败了日本。”

人像手绘：刘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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