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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前夕，新华社“大家悦读课”请来了一位“大家”
茅 盾 文 学 奖 得 主 陈 彦 ：“阅 读 就 像 一 棵 树 ，找 到 了 主 干 就 会 越 读 越 茂 盛”

本报记者刘小草

　　“我喜欢坐在剧场最后一排，看舞
台演出时演员的表演和观众反应。在
台上台下的互动中，你能感觉到一个
时代人的总体的精神质量。”
　　在新华社全媒体栏目“大家悦读
课”录制现场，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作家陈彦，聊阅读谈写作，目光坦诚且
敏锐。
  闲暇时，他喜欢在剧场静静观
察——— 演员观众、台前幕后、戏里戏
外——— 从舞台这方小天地出发，剖开
生活的肌理，见证大时代的变迁。
　　他是一位从戏剧舞台走上小说创
作道路的作家。
　　专注于长篇小说创作前，陈彦是
一位成功的剧作家。他在陕西省戏
曲研究院做了 20 多年专业编剧，还
担任过团长、院长。他凭戏曲代表作

“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
西迁》《西京故事》）蜚声戏剧界，囊括
了包括“曹禺戏剧文学奖”在内的各
项业内大奖——— 即便不算上 2019 年
让他在文学界“出圈”的茅盾文学奖，
他也早已是个名副其实的“获奖专业
户”。
　 频频获奖也见证了他在创作上的
勤勉。陈彦继承了陕西文学踏实、厚
重的现实主义传统，如陕西前辈作家柳
青一样，他特别重视深入生活。写《大
树西迁》时，他在西安交大待了 4 个多
月，又在上海交大生活了35天，录了几
十盘采访录音；写《西京故事》时，为了
展现农民工生存境遇，他先后到西安当
时最大的两个农民工聚居地采风，写作
历时3年半，先后大改7次。
　　“作家需要深入生活。”陈彦观察
到，当下的写作者有时局限在二手材
料中，忽略了真实生活，也写不出“烟
火气”。他建议：“一定要到田野去，到
生活最真实的场域去，要写出生活毛
茸茸的质感。”
　 “我无法想象一个作家如何写他
不熟悉的生活。”访谈中，陈彦屡次提
及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他的长篇小说
代表作被誉为“舞台三部曲”（《装台》

《主角》《喜剧》），小说的题材兜兜转
转，都没离开舞台内外他所熟悉的生
活：他关注舞台背后的装台工；讲山里
的放羊娃如何成长为“秦腔皇后”；写
父子三位喜剧人的悲喜人生……
  他跳出舞台走进小说，又在小说
里装下了整个舞台。
  他喜欢用舞台式的比喻。他曾经
如此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让暗室只
留一个光源，能照耀出一块仅够罩住
两只伏案胳膊肘的光圈足矣。光圈以
外的地方，越幽暗越好，目光止处，思
想前行。”如同一幕舞台布景；他形容
演员与观众的关系是“潮汐”，是“月球
与地球”，通过剧场展现“社会的各种
病和各种美好”……
　　他的作品特别关注小人物的命
运，喜爱“为小人物立传”。在剧作

《迟开的玫瑰》中，他刻画了一位背负
家人梦想、托举生活重担的大姐乔雪
梅。1998 年至今，这部剧被改编为各
类地方剧种，20 余年连演不衰，收获
无数掌声和泪水。小说《装台》改编
的电视剧中，“鸡贼又可爱”的装台工
刁顺子，让观众在家长里短中读懂了
烟火尘埃，读出了普通劳动者的责任

和担当。
　　“站在社会顶尖的成功者毕竟是
少数，而更多的人是塔身和基座。一
定 要 认 识 到 托 举 成 功 者 的 磅 礴 力
量。”陈彦强调，“如果看不到这种对
成功者的巨大的推动力，不肯定他们
的生命价值和劳动价值，作为一个作
家，他的创作是有巨大缺憾的。”
　　在《装台》的后记里，他写道：“有
人说，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我是觉
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去锦上
添花？即使添，对人家的意义又有多
大呢？因此，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
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
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
与其说为他人，不如说为自己，其实生
命都需要诉说，都需要舔伤，都需要
爱。”

  阅读像一棵树，如果找到

了主干，越读就会越茂盛

　　草地：您已经从事文学写作 40 余
年 ，能 否 回 顾 一 下 和 文 学 最 初 的
相遇？
　　陈彦：我生长在大山里，按说我
的少年时期跟文学是没有多少关系
的，真正开始阅读是在改革开放初，
那时书店一下子就丰富了起来，歌
德、托尔斯泰、雨果、屠格涅夫等大家
的外国文学著作，还有《红楼梦》《西
游记》《儒林外史》等中国文学作品大
量出版。我印象很深，为了买一套

《莎 士 比 亚 全 集》，我 足 足 等 了 半
年——— 每次书店只能进一两套，很快
就被人拿走了。
　　我出生的镇安县是陕南一个相
对封闭的山区。但你想象不到，在
这个山区，当时有那么多年轻人喜
爱文学，有文学梦。县工会组织了
一个专供年轻人阅读的场所，从省
上、从《延河》杂志社来的作家们，经
常会来讲文学。在那里我学到很多
东西，很自然就喜欢上文学，为创作
打下基础。
　　草地：以您的经验看，应该怎样培
养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引导他们阅读
经典？
　　陈彦：阅读对青少年的成长太重要
了。如果青年时代我没有进入阅读，一
生很可能就和创作无关了。阅读是一
个很奇怪的东西，一旦你喜欢上它，读
一本书可以牵连出十本书。你读完莎
士比亚，就想去读研究他的书，想了解
他的戏剧借鉴了哪些历史故事，又带出
另外的作家作品，就这样越读越丰富。
阅读有时候像一棵树，如果找到了主
干，这棵树越读就会越茂盛。
　　今天这个时代阅读的方式很多，
比如通过手机或其他媒介。我看到有
些孩子现在读的书，虽然存在阅读快
感，但对建构心灵世界是不完整的。
青少年还是要阅读经过几百上千年，
人类共同选择出来的那些最优秀的作
品，可以从一些基础性的作品开始，逐
渐迈向宽阔和丰富。
　　我年轻的时候读一些经典，也是
似是而非的，并不能完全读懂。时间
长了，当我读出好来的时候，就觉得
挺愉快，这就体现出阅读价值。我 19
岁时第一次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罪与罚》和《卡拉玛佐夫兄弟》，当时
总有人讲，作家必须好好读读这些

书。我读了一遍，没有读懂，反反复
复，还是读不懂，但是在三四十岁的
时候读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去年疫
情期间，我又一次反复读了这些书。
越读越觉得，还是要回归经典，阅读
经典。

  阅读习惯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基本的精神面貌

　　草地：对于普通人来说，阅读特别
是经典阅读意味着什么？怎样理解

“阅读，创造价值”这句话？
　　陈彦：我的成长经历完全是阅读建
构起来的，我真是感恩阅读。阅读是从
别人的生命中获取经验，从历史中获取
经验，让我们可能活得更好一些、更接
近理想一些。阅读应该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我常说阅读是两个阅读：一个是
生活的阅读，就是生活经验的积累；再
一个是文化的、书本的阅读。
　　再者，阅读建构你的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想培养下一代的阅读习
惯，你自己先要养成阅读习惯。因为
阅读习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
的精神面貌，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气质。而且我始终觉得阅读应该是个
笨功夫，而不是读一些速成法。功利
化的阅读应该越少越好。
　　草地：如今进入一个全媒体时代，
短视频等传播形式开始深入人们的生
活，这一现象会对阅读、对文学创作造
成什么影响？
　　陈彦：我有时也看短视频，短视频
里有很好的内容，它像个压缩饼干。
毕竟今天的生活节奏非常快，需要提
供多样化的精神食粮。但如果碎片
化、娱乐化，甚至恶搞的视频充斥各类
传播平台，是要引起注意的。如果你
只是“抽取”一段内容，短时间内可能
觉得十分精彩，但长期“抽取”，很可能
最后会变得非常偏执。坚持综合性、
总体性的阅读对人解决问题是有好处
的，让你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到，再形成
你的判断和认知，形成你的人生观、价
值观、世界观。
　　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应该保持
对世界、对人类，包括对身边的社会生
活拉开距离的静静的思考、书写和阅
读。世界就是这样，必须有人要仰望
星空，有人要俯瞰大地。再艰苦的环
境、再浮躁的时代，肯定也有人不浮
躁，能够认认真真地静下心去读书写
作，去整体性地思考社会、思考人类。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草地：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
的阅读和写作习惯？你在创作上有没
有“独门秘笈”？
　　陈彦：对我而言，创作在某种程度
上还带着兼职性质，当然我比较喜欢
这种状态，可以广泛参与社会生活，了
解世界、了解生活丰富的样貌。
　　我从十几岁开始写作，近 40 年
间就没间断过。我从事写作的同事、
朋友，中途也有过各种变化，我始终
没有变，就喜欢这个。我一般没有什
么社会交往，下班以后很快回家，就
开始读书写作，周六周日基本也不出
去。写作的时候，我会把门窗紧闭，
哪怕是大中午都会拉上窗帘，用一道
灯光打下来，开始是聚焦到稿纸上，

后来聚焦到电脑上。这种聚焦非常
好，我可以全部进入我的世界里和文
学人物去对话、去创造。我没有什么

“独门秘笈”，就是爱上一个东西不能
分心。《庄子》讲“用志不分，乃凝于
神”，人一辈子干不了多少事情，要干
什么就把心思多朝上面用，自然就会
有收获。
　　草地：作为陕西的代表作家之一，
您对陕西有什么样的感情？
　　陈彦：陕西是养育我几十年的地
方，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丰厚的、滋养
的土地——— 一方面是自然的、生活的
喂养，一方面是精神的喂养。
　　陕西有一个长安画派，他们有两
句话，我觉得对文学创作也非常有价
值，叫“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
活”。陕西是一块历史的厚土，也是文
学的厚土，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
等一大批作家在中国文坛上立下了创
作的标杆。我跟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应该也算他们的
晚辈和晚生代，我的创作始终都是从
他们的创作中汲取营养。
　　草地：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曾经评
价您的作品“扎根中国传统，充分反映
中国的时代变迁，是现实题材的创作
典范”。在您看来，新时代文学应该如
何回应时代的召唤？
　　陈彦：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必然
对时代要有回应、有发声。我是始终
坚持现实题材创作的，也比较关注身
边的人和事，关注我所经历的社会演
进的方方面面。从某种程度上讲，这
也是继承了陕西优秀的创作传统，努
力关注现实，关注火热的当下生活。
作家确实要写自己烂熟于心的生活，
我们对置身其中的生活了解透了，才
能下笔写好。否则，连皮毛都描摹不
好，更别说深层解剖了。当然，生活不
是拘泥于自己身边的那一点小我、小
事、小个人。有了生活，再用一种眼光
和格局去折射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可
能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有一定的深度、
宽度和广度。

作家要写他最熟悉的生活

　　草地：您的作品一方面体现了现
实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
古典文学的影响。尤其是作品的题
材，经常涉及传统文化，特别是关注戏
曲从业者的生存境遇。在当下，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
　　陈彦：我始终觉得一个作家要写
他最熟悉的生活。我在陕西省戏曲研
究院工作了 20 多年，这里是研究机构
也有文艺团体，这些内容很自然地就
成为我的一种创作方向。
　　我在戏剧团体待的时间长了，阅
读的古典与经典作品多了，也经常思
考这些作品怎么能穿越数百数千年，
到今天观众还这样认同、这样喜欢。
当然其中有封建糟粕，但也确实有能
够超越历史、跨越时空、走向未来的东
西。比如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很多
内容就是放到今天看，都具有现代文
明的深切洞穿；包括宋元杂剧，有些剧
本即使用现代意识去烛照，也具有一
定的“文明”价值取向，这是非常了不
起的。你可以在其中找到传统、找到
当下、找到现实、找到未来。长期浸泡
其中，自然而然就会把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融会贯通进去。
　　这和阅读又有关系，通过阅读建
构起你的判断，然后用现代的眼光回
溯历史和传统，就自然会对优秀传统
做出你的判断——— 哪些是文明的，哪
些是今天我们仍然适用的，哪些是要
进行创新转换的，哪些是会走向明天
的，哪些可能是人类恒常、恒久不能改
变的。我们要用一种眼光去把传统中
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并传承下去。
　　草地：您在 20 多岁时就已经创作
了大量的戏剧作品，一直到今天都笔
耕不辍，如何保持写作热情？
　　陈彦：当然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创
作找不到感觉，就会停下来。比如我
写《大树西迁》的舞台剧，背景就是上
海交大西迁西安。我在西安交大待了
4 个多月，在上海交大也待了 35 天，
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开始是准备写电
视剧，结果怎么都写不下去，因为题材
确实浩大，牵扯的生活纷纭复杂，有很
多东西不好处理，所以很长时间过不
去。后来我把它写成了一个两三万字
的舞台剧，已演出十七八年。创作确
实可能会遇到很多困境，但总体还是
要反复去熟悉，要进入到生活的本质
里捞取干货。

  把生活掰开了揉碎了，再

建构你的作品

　　草地：很多评论家认为“舞台三部
曲”长篇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您有
20 多年的戏剧院团创作经验。您在写
作“舞台三部曲”时，创作初衷是什么？
　　陈彦：写“舞台三部曲”的确是因
为对生活熟悉。柳青为了写笔下的人
物和那个时代，能在一个村子一待 14
年，就是要深入到生活的内里去研究
问题。你要完全把生活掌握了，掰开
了揉碎了，再建构起你作品里的故事、
人物和世界。写《装台》时，我住在三
楼，底下就是剧场，后台口就在我的窗
户下。剧场每天都有演出，人进进出
出的，每天几乎都有一个调整舞台、重
新装台拆台的过程。
　　装台人和演员过着两种完全不
同的生活，开始排练的时候他们就退
得不见了，排练完，舞台又交给他们
来装置。大量的舞台装置劳动催生
了装台这个新型行业。其实一开始
他们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时间长
了，我就发现这帮人很有意思。有些
事特别触动我，比如舞台上的主人公
要做一个飞天动作，操控动作的机械
装置要许多人来推动。他们做出很
大的牺牲，但舞台上再怎么红火与他
们都没关系。观众看到的是最美好
的那一部分，而装台人都在观众看不
见的地方。我就思考了这些装台人
和台前光鲜的、获得荣耀的生命体之
间的关系。
　　《装台》写的是幕后，而《主角》写
的是台前，讲一个人怎么成为主角。
　　现在这个时代相对比较浮躁，选
择也多元化，一个人对成长的要求比
较急切，戏曲艺术要催生一些大艺术
家，就出现了一些困境。静下心来实
实在在地将生命奉献给一门艺术的
人，越来越少了。有些年轻人觉得成
名很容易，甚至出现一种幻觉，今天搞
一个短视频突然有几百几千人转发，
就觉得自己已经很成功了。这种幻觉
可能让很多本来能取得很大成就的
人，牺牲在成长的路上。
　　创作《主角》，我更多还是思考一个
生命的挫折、奋进，以及她和社会之间
的关系，社会对她的推动力，她在社会
推动力面前的应对能力、判断能力、攀
登能力。这部小说结合了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心灵感悟，
当然，我不是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

  生活尤其是成功，是为有

准备的人留的

　　草地：《主角》的主人公忆秦娥通
过 40 多年的不断努力，在各种内外在
因素的加持下，成长为“秦腔皇后”。
她身上有哪些特质促使她取得了成
功，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个人物？
　　陈彦：忆秦娥是“不疯不魔不成
戏”的。我写《主角》，也是对今天这个
比较浮躁的社会的回应：很多人都渴
望成功，都希望能快速获得社会认可，
但又不愿意做出过多奉献和付出。
　　苏东坡讲过：“古之立大事者，不
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
志。”生活尤其是成功，是为有准备的
人留的。你有了准备，别人才有可能
用各种方式把你推到生命的高点上
去。改革开放 40 余年，让很多人在这
个大时代中成才了。我想忆秦娥也要
感恩这个时代，让一个山区的孩子最
后获得了成功。当然她的成功可以说
受尽了艰辛、受尽了折磨，连她自己最
后都不想再唱戏了，但是有那么多观
众需要她唱下去，所以她不断背负着
沉重的压力，一直在朝山巅上攀登。
　　草地：《主角》之后，您又创作了长
篇小说《喜剧》，讲述一家父子三位喜
剧演员的生命故事。为什么转向关注
喜剧和喜剧演员？
　　陈彦：我认为《喜剧》呈现了这个
时代亟待思考的一些问题：比如娱乐
化的问题，追求幸福感的问题，追求
快乐的问题。追求幸福与快乐是人
的本质要求，但追求怎样的幸福快乐
就是时代精神要关注的问题。社会
演进的总体面向是努力趋善，善是人
类长河不舍昼夜的“万水朝东”。而
幸福与快乐必然要建立在向善的面
向上。快乐与喜剧紧密相连，喜剧是
快乐的集中表达方式。喜剧也是一
个时代人的精神向度。如果快乐只
剩下刺激性的单向度，那么喜剧就会
出现偏差。

　　我觉得表演是一个“潮汐”关系，
就像月球和地球，观众和演员都是巨
大的引力场。演员通过表演把观众
吸引过来，而观众通过掌声、欢乐与
悲痛反应，又会把演员的表演分寸吸
引过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各种
病、各种美好，在剧场里都能展示
出来。
　　我是一个编剧，我常常喜欢坐
在剧场最后一排，看舞台演出时演
员的表演和观众的反应。一个敏
感的人，能通过演出感觉到一个时
代人的总体的精神质量。当观众
拼命向你索要包袱、索要喜剧的时
候，你努力去给，你怎么表演，他怎
么给你掌声。一旦到了他们不能
忍受的娱乐极限，他们又会齐声反
过来说你低俗。具有判断力、具有
对喜剧本真的深刻认识能力的人，
很可能会守住喜剧的底线，而《喜
剧》中的兄弟二人之一就没有守
住，我写了他坠毁的过程。在这本
书中，我想做一些比较深入的思
考，至于呈现得怎么样，还需要读
者来考量。

  一定要认识到托举成

功者的磅礴力量

　　草地：从“西京三部曲”到“舞
台三部曲”，您一直聚焦小人物的
悲欢离合，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如
何做到用“小人物”来见证“大时
代”？
　　陈彦：可能与我的社会接触面也
有关系。在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作家
的生命记忆中，少年时期的记忆可能
特别重要。我很小的时候在大山里
跟着父母一块生活，那个时候经见的
是社会相对比较底层的人。来到城
市后，我在文艺院团工作了20多年，
单位大门口来来去去有大量的农民
工。文艺团体中很多人也是从农村
来的，我接触的这些人比较多，当然
就要思考这些人的生活。
　　我写《迟开的玫瑰》时，讲述了
一个多子女家庭的故事。由于家庭
出了问题，这个家中的大姐乔雪梅
放弃了她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一直
托举着几个弟妹，最后弟妹们都成
了社会英才，而她却一步步在“下
沉”。我是在这种“下沉”与“上升”
的剧烈“升降”中，思考这位大姐的
生命价值与意义。
　　社会就像一座金字塔，站在顶
尖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而更多
的人是塔身和基座，每个人的成
功都是由多少块砖铺垫、多少个
推力推上去的。我们的社会不能
失掉对底层的、塔基的深刻认识，
而只认可塔尖上的光鲜与美好。
成 功 者 固 然 应 该 得 到 社 会 的 尊
敬，让大家都努力去为社会做出
更大的贡献。但也一定要认识到
托举成功者的磅礴力量，他们的
生 命 价 值 ，同 样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我这几年写的很多作品，其实都
在肯定这个价值。
　　如果这些东西倒塌了，整个社
会也会轰然坍塌。最近热播的电视
剧《人世间》，我认为也在演绎这样
的故事。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
14 亿多人中有多少人在为别人搭
建舞台，让别人去成功。如果看不
到这种对成功者的巨大的推动力，
不肯定他们的生存价值和劳动价
值，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创作
是有巨大缺憾的。
 　草地：近年来，如《装台》《人世
间》等严肃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
剧，在青年群体中引起巨大的反响。
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陈彦：我的小说《装台》，包括

《西京故事》，都被改编成影视剧，
《主角》和《喜剧》也在改编。影视剧
是在文学文本的基础上，再朝前推
进一步，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这
种改编让更多人进入文学审美。我
觉得《装台》改得很好，尽管跟小说
之间出现了不尽相同的解读，毕竟
电视剧是另一种创作样式，他们有
他们的创作与运行规律。《装台》的
电视剧比小说更加温暖、更充满市
井烟火气。
　　《装台》编剧马小勇、导演李少
飞，还有张嘉益、闫妮等艺术家、包
括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为这部小
说走向更多受众付出了巨大的创造
性劳动和牺牲。我在追剧的时候说
过，应该向他们致敬。

▲陈彦近照。  本报记者李贺摄

大家悦读课

■开栏的话

  “十四五”规划提出，深入

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

国”。如今，全民阅读已上升为

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 27 个世界读书日来临前

夕，新华社推出重点全媒体栏

目《大家悦读课》，每周一期，邀

请知名作家分享创作心得、阅

读体会。

  阅读发现美好，阅读创造

价值。让我们跟随《大家悦读

课》，共同打开新时代阅读的想

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