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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
作家要将精神体温灌注进笔下作品

本报记者张漫子

得知《北上》获奖时，徐则臣正在上海书展为新
作《从一个蛋开始》做签售。茅奖揭晓的消息传来，现
场沸腾了，热情的读者将他包围，为他祝贺。还有读
者冲到台上求合影。100 多本深蓝封皮的新书一抢
而光。

面对读者、出版人的祝贺，徐则臣频频道谢。

运河是一面镜子

本届茅奖的获奖作品《北上》是一部写运河的小
说。

杭州、无锡、淮安、北京……河畔的城市收录了
大运河的古今。从婚俗、船事、水文、景观，到摄影、戏
曲、收藏、绘画，由南到北，从古至今，包罗万象。

经时间的开凿，运河人的气息汇入这条河，中国
的历史、运河边的故事也聚到这条河上。“我们的四
大名著如果找一找，没有一部是跟运河没有关系的。

你看林黛玉入京，就是从京杭运河抵达张家湾，弃船
登岸。”徐则臣说。

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它沟通了北京到杭州之间的地理，加强了南北文化
的交流，造就了沿线城市的繁华。

几年前，一位运河专家陪徐则臣在通州作运河
考察。当专家指着一片房屋和树木说“100 年前运河
就在那里”的时候，徐则臣感受到曾经旷世风华的运
河正面临新的时刻。

2014 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这是一个重新审视
运河、唤醒运河的契机，也是我动笔写《北上》的开
始。”徐则臣说。

于是，《北上》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写了这
样一个故事。一百多年前，意大利人“小波罗”和弟
弟怀着对马可波罗书写的美好中国的期待，分别来
到中国。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他们走访，并先后召
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
兄弟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
运河一路北上，将一个想象中的“马可波罗的中
国”，转化为一个耳闻目见、鲜活生动的中国。而当
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 通州时，小波罗
意外离世。同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
性衰落由此开始。

一百年后，中国各界重新展开对运河功能和
价值的文化讨论。当书中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
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重新相聚，恰逢大运河申遗成
功之时，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各个故事片段，
最终拼接成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恢宏图卷。

在《北上》中，大运河成了一面镜子，河中有一个

民族的秘史。徐则臣在《北上》中勾勒出这样一幅夜
航船的画面：千里长夜，灯火为伴。谢平遥船舱夜读，
想到 1839 年龚自珍自京南归，而他此时北上，南归
是重返故里，北上却是无所知之地，不禁神伤。

看得见的是运河，看不见的是来时与去往。大水
汤汤，溯流北上，这一行崎岖渺茫，还乡却不知路在
何方。“这其中，有知识分子面对古老中国遭逢巨劫
奇变的举目茫然，运河之子在漕运断流之前的隐忧
与敏感，中西文明碰撞之时国人寻找精神原乡与到
世界去的矛盾与撕裂……这一个民族的秘史与旧邦
新命，最终尽皆赋予了眼前这一条大河。”《北上》的
责任编辑陈玉成说。

靠着这条河想象世界

用福克纳的话说，很多作家都是从自己“邮票
大”的故乡出发展开自己的文学创作。

用徐则臣的话说，京杭运河是他的文学原乡。
“运河对我很重要。20 多年的写作中，我的小说在大
河上下游走，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辟出一个纸上的
新世界。”

生于江苏的徐则臣从小生活在水边。“对农村孩
子来说，水就是我们的天堂，那个时候没有变形金
刚，没有超人，连电视都没有。但是我们有水，可以打
水仗、游泳、溜冰、采莲……”徐则臣回忆道。

初中校门前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徐则
臣记得，“一到冬天，宿舍的自来水管冻住，我们就一
大早端着牙缸、脸盆往校门口跑。石安运河的河面上
水汽氤氲，河水暖人。”

“如果把想象力固定在一点，而这点是一个流动
的点，你会发现世界将随着这个流动的点不断地往
远处跑。你想象的世界会不断开阔。”徐则臣说。

在素有“运河之都”美誉的淮安生活的几年里，
他每天在京杭运河的两岸穿梭，耳闻目睹的一切促
使他审视运河与城市的关系：“从韩信到吴承恩，从
近代摄影家郎静山到京剧麒派创始人周信芳，都出
生在淮安，这样的巧合说明了什么？在运河的运输功
能弱化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部分沿岸城市的
‘衰落’，以及运河存在于此时的意义？”

本着对运河的天然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
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徐则臣都要收集、揣摩，以
至于一闭眼，1797 公里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

然而，了解越多，越会发现了解得还不够透彻。
2014 年，徐则臣决定重走运河。“这一次，我带着眼
睛、想象力、纸笔行走。我看，还要看见，看清楚，看清
楚河流的走向、水文，看清楚每一个河段的历史和现
在，看清楚两岸人家的当下生活。”

这是个大工程。京杭运河从南到北 1797 公里，

跨越浙、苏、鲁、冀四省及津、京两市，平常工作忙，
杂事多，难以一次性沿运河贯通南北，徐则臣只能
等待出差还乡等机会。

就这样，四年间断断续续的一次次“南下”后，
徐则臣用双脚把运河丈量了一遍。部分疑难河段
还反复去了多次。徐则臣说，“没办法，大运河贯通
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加上中
国南北地势起伏、地形复杂，河水流向反复多变，
不亲自到现场做详尽的田野调查，各种史志资料
中的描述根本弄不明白。尤其是几处重要的水利
工程，比如山东南旺分水枢纽，仅凭纸上谈兵是理
解不了的。”

尽管现在荒草萋萋，河道淤积，当年“七分朝
天子，三分下江南”的遗迹所存鲜见。“但到现场一
站，只 10 分钟，就比之前苦读 10 天的资料都管
用”。做足了充分的田野调查，徐则臣豁然开朗。

“当你对每一朵浪花，某一根水上的草，它的
想象不断展开时，这条河会越来越长，你想象的世
界越来越大。”他说。

小说写完，徐则臣一边散步，一边听陈铎解说
的《再说长江》。在听到片头曲里一段录音中，有一
滴水落进水里的非常清晰的声音，而后又听到长
江边一个小女孩在芦苇里非常清脆的咯咯咯的笑
声，徐则臣的眼泪一下掉下来。

“和一条河耳鬓厮磨了这么长时间，在我听
来，这些声音是那样悦耳。如果哪个读者能从我的
书里找到一两个细节，能像我听见那滴水声、那个
笑声一样心动，我觉得就值了。”徐则臣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

某种意义上，《北上》见证了徐则臣的中年写
作。

写作《耶路撒冷》的时候，徐则臣三十出头，曾
以一位青年人的心态与豪言，要进入宽阔复杂的
中年写作，甚至认真想象过中年写作究竟是什么
样子。

到《北上》告成，他已身处中年写作当中。他发
现自己要面对和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作品中要
容纳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和人生经验。

正因经历过《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的锤炼，
《北上》让 41 岁的徐则臣成为本届最年轻的茅奖
得主，尽管比史上最年轻的茅奖得主、《芙蓉镇》的
作者古华获奖时略大一岁，依旧有人将《北上》的
胜出视作 70 后作家的一次胜利。

在此之前的文坛，70 后作家的写作不可避免
地陷入一种“进退两难”——— 前有拥有文坛话语权
的，因亲历历史更迭、见证乡土逝去，有写不完的

物是人非与社会深刻性的 50 后 60 后作家；向后
面临着冉冉升起的、题材内容焕然一新、重新建构
自己的文学法则与价值观念的 80 后 90 后作家的
冲击。没有太多故事和历史，70 后作家夹在中间，
看似格外黯然。

在徐则臣看来，作家除了才华与勤奋之外，一
个关键在于能否看清自己，能否忠实有效地表达
自己。“这一代作家中有众多葆有才华者，正沉迷
于一些所谓的‘通约’的、‘少长咸宜’的文学款式，这
样的写作里没有‘我’的切肤的情感、思想和艺术的
参与，只能被称为假声写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徐则臣认为，70 后
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焦虑的、希望的，应该借
助有效的表达，提供一代人对世界的独特看法。这
是 70 后作家的价值所在，也是文学的应有之义。

在写作中，徐则臣这样破题。不疾不徐、稳扎
稳打的写作态度为他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史料根
基。为了保证作品“经得起推敲”，徐则臣总是下足
繁复的案头功夫，将历史细节形之于物。“写每一
部小说，自始至终我提醒自己最多的一句话是：要
坐得了冷板凳。跟别人我不比聪明，比笨。”

更为可贵的一点是，他知难而进，掀开并剥开
日益坚硬的历史茧壳，以雄健的笔墨寻回了历史
记忆，为“到世界去”的文学版图提供了兼具历史
维度和文明深度的参考系。

于是，运河上几个家族的百年故事有了内在
的精神深度，其间有了关于起源与去处的疑问，有
了关于兴盛与衰亡的探寻，有了关于战争与和平
的思考，有了关于情感与心灵的救赎。

正如本届茅奖评委张莉所说，徐则臣的作品
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中国长篇小说应该有的长
度、宽度和密度。“长篇小说就应当承载历史中最
宏大、最沉重、最耀眼的那些内容。”评论家李林荣
说。

文学在发展，每一代作家面对的世界不同、想
法不同，表达方式和途径也不尽相同。徐则臣说，
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写
作本身逐渐改变了我，修正了我过去的很多想法，
比如我的历史观，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一代代作家
要将自己的精神体温灌注进笔下的作品，通过‘有
我的文学’和时代互动同行，与时代血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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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

文学改变了我，我欠文学一个回报
本报记者姜潇

一部 115 万字的《人世间》，完成于北京语言大
学四百字的方格稿纸上：前半部分一笔一画，字迹工
整，干净漂亮；而后半部分字体开始“拳打脚踢”，软
弱无力，这时的写作者已经体力不支。据作者本人
说，三年中，忍受着胃痛和颈椎病的折磨，但仍坚持
写完了这部作品。

这就是著名作家梁晓声创作《人世间》的真实模
样。而日前，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他凭借《人世
间》(上、中、下)获奖。

长篇小说《人世间》以北方省会城市一位周姓
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从上世纪 70 年代写
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呈现了普通民众追求美好生
活的努力，多角度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2019 年，梁晓声将迎来 70 岁生日，他从事的文
学创作生涯已逾 40 载。在 40 余年来的创作历程中，
他与时代同行，笔耕不辍，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
与思考，用有温度的文字、鲜明的人文关怀，记录时

代，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中当之无愧的“常青树”。
“尽管文学有各式各样的流派、各式各样的主

义，但是影响我最深的、我最喜欢的，还是现实主
义。”在任何时候，梁晓声都坦言对“现实主义”的热
爱和坚守。

“我们作家就是为写他人而存在的，为有读书习
惯的人服务的。不断写形形色色的他者，这个过程也
是自我教育的过程，克服自我的主观性、狭隘性和片
面性。”

“写作不仅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还要写人
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由于在思考，不断有新的主
张，这时候的写作功利性就少了。”

……
梁晓声娓娓道来。他用作品向现实主义致敬，现

实主义亦寄托着他对人的理想。
“年近 70，还求什么呢？”梁晓声坦言，文学改变

了自己，自己也要向文学做一种回报。“文学给予了
我很多，我欠文学一个回报，我应该反馈社会、反馈
那些帮助过我的人，这次创作《人世间》就是圆了自

己的这个心结。”他说，“写建筑工人、写那些留城
的姊弟，这些人在文学画廊中被忽略很久，我希
望把城市生活状态做一个扫描式的呈现。”

阅读进入快餐时代，微阅读日益繁盛。是否还
有人读长篇小说，甚至也曾一度引发讨论。对此，
梁晓声极力倡导人们应该重视阅读。

“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发育、思想沉淀史，一
定伴随着阅读史，古今中外都如是。人类社会的
文明进步，同样是与人类的阅读史相伴同行
的。”梁晓声认为，迄今为止，人文的全部成果主
要还是在书籍中，因此国家一直号召全民阅读、
提高公民素质，文化养成还是要靠读书。

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农村，从小的艰难生活，
让他对社会人生有着不同的思考。正因为如此，从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年轮》等
脍炙人口的作品，到三卷本《人世间》，对社会的责
任与担当，从他的日常生活一直蔓延到作品中，也
在影响着他身边的人。

北京语言大学里有一个学生微信群，名叫“梁

师亦友”，是梁老师学生的群落。因为其中有梁老
师带的各届的学生，有的人互相并不认识，但又因
为梁老师，感觉又彼此熟悉。

一个 2002 年曾上过梁晓声创作课的学生回
忆：“那时，梁老师上班的标配是一辆二六自行车
和一个帆布袋。多年如一日，这于是成了我对他最
深刻的印象。”

没有微信、不会用电脑的作家梁晓声，就这样
一笔一画地把《人世间》朴素、真切地展现在人们
面前。

“这个梁老师，朴素得让人敬佩。”这位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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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

处理复杂现实，现有的文学范式已不够
眉豆

小说《应物兄》的主人公应物兄具有真诚和狡黠
两重性格。李洱说，我不认为作家自己写自己，当然
首先是自己写自己。

李洱当然是真诚的，但，当他微笑起来，眼镜片
儿后面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丝“狡
黠”一闪而过。这种狡黠也可以称为眼镜后面的智慧
在闪烁。有人说他既真诚又狡黠，既严肃又八卦，既
得体又放松。

《应物兄》近 85 万字，讲美国的儒学大师程济世
先生要回国弘扬儒学，惊动了国内政界、学界、商界
各色人等，大家都在期待着儒学大师的回归。在筹备
过程中，儒学研究院也从一门文化事业，最终演变成
国内外企业经济问题和政绩工程。

李洱认为，在处理复杂的现实时，已有的文学范
式不够用了。新的现实对作家提出新的要求。作家应
该借鉴古今，寻找新的方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
祥说，《应物兄》在长篇小说艺术上做出了很多积极
探索，带有某种先锋性。

《应物兄》在表达上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张
力十足。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平认为，《应物
兄》经史子集般郑重其事的叙述方式，荒腔走板、
调侃戏谑的语调，旁逸斜出的各种细节，把大千
世界的形形色色勾连在一起，形成一种强烈的戏
剧化效果。

李洱把叙事与论述、事情与认知融汇在了一
起。叙事时他会不断停顿下来，插入很多知识讲
述、思想分析、学术探讨，就像日常说话一样，没有
谁是专门叙事，也没有人是专门议论或抒情的。他
的语体是混杂的——— 说一些事情，发一些感慨，同
时夹杂着一些抒情，显得自然、驳杂、丰富。李洱
说，读他的作品，无所谓前后顺序，从中任意抽取
一个章节，都可以阅读。

但很多人为这种小说写法感到惊异。《应物
兄》自问世那天起就引起很大轰动，引发很多争
论。针对《应物兄》评论趋向两极化。有人说这是升
级版的《围城》，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

李洱回应说，我是欢迎争论的。有了不同的声
音，才能打开作品空间。欢迎不同的阐释，但是一

定要联系上下文，不能脱离文本、断章取义，尤其
不能把我以前的作品里面的一些字、词、句挑出
来放到一篇文章里，让读者感觉是这篇小说里
的。

李洱在写《应物兄》的十三年时间里，生活发
生了巨大变化，经历了大喜大悲。他的家从郑州搬
到北京，他在北京被车撞差点丧命，他的母亲病重
去世，他的儿子出生。这本书是在顶着内外的压力
完成的。他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坚持每天晚上
9 点半开始，写到 12 点半，用坏了 3 部电脑。

他把自己放进小说的每一个人物里，体会人
物的难处，从不刻意地批判什么。在《应物兄》里，
可以看到他对知识分子、商人等各类人的批判、
嘲讽与质疑，也能看到他对这些人的理解、同情
与悲悯。他愿意对文字负责、对作品中的人物命
运负责，愿意对他们所遇到的每个困难、他们心
灵里的每个褶皱负责。

对于获奖，李洱平静如常。有人说《应物兄》是
冲着茅奖去的，他说如果为了获奖不会写这么多
年，否则早就拿出来了。他说，对一个认真的作家

来说，在写作过程中不会考虑奖项的问题。写作过
程跟奖项无关，完成之后才跟奖项有关，因为奖项
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作品也是一种社会性资源。

“获奖不会改变我的生活，该怎么过还是怎么
过，但获奖可能会有更多读者。”李洱愿意参加读者
交流会，但排斥开研讨会。他诙谐地说，一个人听好
话只有三个时候：一个是刚出生过满月的时候，一
个是死后的追悼会，再一个就是研讨会。第一个你
记不住，第二个你听不了，只有这个研讨会能好好
听听。

李洱准备这辈子写三部长篇小说，现在写了一
部关于历史的《花腔》，一部关于现实的《应物兄》。他说，
如果上天眷顾，10年后我可能会拿出第三部小说。

“他愿意对文字负

责 、对作品中的人物命

运负责，愿意对他们所

遇到的每个困难 、他们

心灵里的每个褶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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