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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写“平原”的。在我心中，“平原”是一
块特定的地域。我说过，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

“领地”，而后在自己的领地里挖上一口“井”。
可对于一个初学写作者来说，要找到真正属于
自己的领地并不容易。我是在东奔西突、苦苦
寻觅了七年后，才找到了属于自己领地——

“平原”。从一九七八年发表作品，到一九八六
年我才发表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有独特认识的
作品，也叫成名作。这是一部三万多字的中
篇，题目叫《红蚂蚱、绿蚂蚱》。此作当年全国
各大文学选刊几乎都选登了。在这部作品中，
我开始有意识地聚焦中原、思考中原。关于

“平原”，应该说在我找到我的写作领地之后，
我各种作品里都有所涉及。全面而系统地传
达出我的“中原声音”的，就是这三部：《羊的
门》、《城的灯》、《生命册》。

“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写作领
地，也是我的精神家园。在一些时间里，我的
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
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当作

“植物”来写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羊的门》是
写“草”的，写的是原生态。主要写的是在一个
特定时期里，“土壤”与本土“植物”的生长的状
况及关系。写的是“败中求生、小中求活”。同
时，我要告诉人们，在这块土地上，最好的植
物，可以长成什么样子，也只能长成什么样
子。《城的灯》呢，就这部小说来说，它的不同，
首先在于“城”的出现，“城”的诱惑。写的是

“逃离”，是对“光”的追逐。第三部，《生命册》
是写“树”的，以树喻人。写了一个人五十年的
历史，写的是“树”的生长状态及背景。同时也
是一个知识分子五十年的内心独白，是对这块
土地的回望及拉开距离后的再认识。

如果将三部长篇相比较的话，《羊的门》写
的是客观，诉说了土地的沉重，及植物（草）生
长的向度。《城的灯》写的是主观，是逃离，是对

“灯”的向往。而《生命册》则主写“背景”。写
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土壤的丰富性。同时也
是五十年后对这土地的重新认识。三部作品
相比较的话，是递进关系，是一次次的发问，是
三部曲。所以《生命册》无论从宽阔度、复杂
度、深刻度来说，都是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
是一次关于“平原说”的总结。

二

我在《生命册》中写了一个重要人物，就是
吴志鹏，他是我所有作品中，我认为写得最成
功的人物。吴志鹏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孩
子，是上过大学、读过研究生的当代知识分子，
同时他又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他一
直“活”在别人的眼睛里。他是一个有乡土背景
的人，他先后得到了时代生活、时间、书籍的三
重淘洗。他有过沉沦、有过堕落、有过迷失。但
他有自省意识，他一直在反省自己。就是因为
他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在清洗自己、反省自己，
他避过了很多的陷阱，很多有可能使他走向覆
灭的时刻，他是一个清醒的人。正是通过不断
清洗自己，认识自己，不断地内省，他就有可能
成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人。

《生命册》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骆
驼”，书中的那个“骆驼”，他在追逐金钱的过程
中沦为了经济动物，最后跳楼自杀。在一个时
期里，潮流决定风尚。资本经济年代，社会普遍
存在着“投机心理”。当人人都渴望越位，渴望
靠投机成功，这个社会就很危险了。人一旦越
过了底线，就不称其为人了。人走得太远，就回
不来了。我们每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骆驼”，都
渴望或曾经渴望成为“骆驼”。骆驼是时代的弄
潮儿，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是一
开始就种下的，是含在骨头缝儿里的。最后，拥
有亿万资产的骆驼还是从十八层大楼上跳下去
了。可杀骆驼的是他自己，是精神上的“贫
穷”。骆驼不是坏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纯
粹意义上的坏人，只有活在“环境”中的人。

书中，虫嫂也是我植物系列中的一株。她
的名字就来自于一种叫“小虫儿窝蛋”的野花。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世间所有的生命都是大
地上的“植物”。在平原，土地是很宽厚的。给
人吃、给人住，任人践踏；承担着生命，同时也承
担着死亡。土地又是很沉默的。从未抗拒过人
的暴力，却一次次给人以警示。在平原，草是最
为低贱的植物，书中的“小虫儿窝蛋”就是这样
一种草花。平原上的草是在“败中求生，小中求
活的”，它靠的就是四个字：生生不息。书中的

“虫嫂”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她就像“小虫儿窝
蛋”一样，可以任人践踏，贱得不能再贱了。可
就是她，靠捡破烂供出了三个大学生。就连死
的时候，也是自己花钱葬的（她把自己的丧葬
费藏在了一把破扇子把儿里）……

我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背着“土
地”行走的人。这不是沉重不沉重的问题，也
不是扔掉扔不掉的问题。就比如一个“伤口”，
一条“尾巴”，或者说是一个“胎记”，它是长在
身上的，含在血脉里的，割不断的。你只不过
是一次次地抚摸，发问，回望。

三

小时候，我是一个“饥饿的小儿”。六七
岁，刚上小学一二年级，几乎每个星期六的下
午，我都会背上小书包，到乡下我姥姥家去，为
的是能吃上四顿饱饭。去姥姥家要走三十里
路。我一个小儿，总是很恐惧、很孤独地走在
乡村的土路上。一个人的童年是至关重要
的。童年里，我是在姥姥的“瞎话儿”（民间的
传说、故事）中长大的。那时候，姥姥已是半
瞎，记忆力却惊人的好。有无数个夜晚，我都
是在她老人家喃喃的“瞎话儿”中睡去的。夸
张一点说，我的童年，是在姥姥的“瞎话儿”中
泡大的。她讲的“瞎话儿”就像明月一样，每晚
都在我的床头升起。那时候，我家所有的亲戚
也都是乡下人，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在上世
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一个乡下的亲戚进

城到我家里来，手里提着两串从田野里捉的蚂
蚱。他有些羞涩地站在门口，给我母亲说：大
姑，实在没啥可拿，逮了两串蚂蚱。当然，后
来，我也下过乡，种过地，当过知青队长，挂过
职……这都是点点滴滴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
累。因此对我来说，《黑蜻蜓》是一部情感小
说，是离我童年最近的一部小说。那里面有一
部分生活是以我一个乡村表姐做原型的，是对
童年生活记忆的一种唤醒。它和《红蚂蚱、绿
蚂蚱》一样，是对诗化了的乡村记忆的一种唤
醒。也是我寻找写作领地的一种过程。

“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
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
最深的内殿。”30年前，我看到了泰戈尔这两句
话，30年之后，我才用到《生命册》里头。人只有
拉开距离之后，才能看清楚。有时候我写了 1万
多字，突然觉得没有语言感觉，于是又重新回到
乡村，住了两三个月，在平原上到处走。回来之
后，觉得这是在找一些过去遗忘的记忆。

获茅盾文学奖是对我笔下的土地和人的肯
定。我对我的家乡，对这块平原，有很深的情感
在里面。写作，是映照自己，反省自己，反省这
块土地，反省我的亲人们，他们是这样走过来
的。所以当我拿起笔，或者在电脑上打字的时
候，真是一种指甲开花的感觉，很疼。写着写
着，不是你在写，是生活在写你，是它引导着你
走。你跟这块土地上的人同呼吸，共命运。④6

北京西山八大处公园正对门，有一个没
有任何文字标识的小院，楼内的结构像迷宫
一样很容易让人迷糊。这个西山脚下不起
眼的小院就是全国宣传干部学院所在地。
四年多来，中国文学四大最高奖——茅盾文
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骏
马奖的评奖活动一直在这里进行。我有幸
数次在这里参与评奖，一住就是半个月以
上，对这里，包括对面常去爬山的八大处公
园，自然已经非常熟悉。

虽然多次在这里参加评奖，但第九届茅
盾文学奖的评选无疑是最让我感到紧张，又
是最为欣喜的一次。这不单是因为我们河
南的作家李佩甫终于实至名归，以《生命册》
荣获大奖；还在于本届评出的五部作品，包
含了多样的风格和特点，我以为是代表了四
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
总体看是一个漂亮的盘子。

李佩甫是河南作家的优秀代表，他的创
作生涯已有 30多年，从中短篇小说到长篇小
说，屡有佳作问世，遗憾的是阴差阳错地一
次次与中国文学最高奖失之交臂。这次《生
命册》能够获奖，应该说不论从作家本人的
创作实力来说，还是从作品本身的思想性、
艺术性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生命册》全
方位展现了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
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实体经济
到资本经济曲折复杂的发展变化，对人生与
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深
刻揭示，对中国经验进行了有力书写和全面
表达，精准描摹了“背着土地行走”的一代知
识分子的心灵史，多角度透视了国民灵魂，是
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厚重之作。作品以独特
的“树状结构”展开叙事，语言感性湿润，情节
紧凑精彩，细节致密精妙，塑造了一系列遍及
城乡各个行当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文本表
达效率极高，显示了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和
深厚的艺术功力。作品涉及的生活宽度、思
想深度及其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均代表了中
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流水准。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由《人面桃花》《山
河入梦》《春尽江南》组成，旨在描绘自晚清至
今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衍变的轨迹。
格非是先锋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去年刚刚以

《隐身衣》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这次
又斩获茅盾文学奖，证明所谓“先锋文学”退潮
或死去的观点是多么的不靠谱。但同时也告
诉我们，仅仅玩弄文字和文本技巧的所谓“先
锋”是没有出路的，注重语言和表达的技巧，
具有深邃的思想，同时坚持现实关切，才是
文学创作的坦途。

王蒙的《这边风景》能够获奖，对于王蒙
和文学界来说，都是一个意外的惊喜。这部
作品从 1974 年开始创作，完稿于 1978 年。
此后稿子被束之高阁，直到前年被家人发
现，王蒙重读后觉得还不错，重新修订并添
加“小说人语”后才予以出版。小说创作于

“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肯定带
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作品总体的思想意
识与那个时代的多数作品相比，还是有着明
显的差异，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称道。
从文学意义上说，作品对新疆伊利地区少数
民族生活的精准描摹，对那个时代经验的记
录，是今天的写作无法完成的，具有独特的
价值。而且这部作品表现的内容对于我们
今天正确处理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问题也
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金宇澄的《繁花》是近年来文学百花园
开出的一朵奇葩。这是一部用适度改造的
上海方言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式完
成的地域小说，有人甚至称之为最好的上海
小说，将之与张爱玲的小说甚至《红楼梦》相
提并论。作品的叙事在上世纪 60年代和 90
年代两个时空里交错，描写市井生活，读来
别有韵味。这部作品随手拿起读来的感觉
非常好，但读久了会有沉闷之感，我是在很
长的时间里断断续续读完的。不知道吴方
言区的读者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苏童是另一位靠“先锋写作”在文坛走
红的作家，他在中短篇小说写作方面所表现
出的才华的确令人敬佩。《黄雀记》仍然带有
先锋写作的某些特点，写的是小地方的小人
物的精神生活。作品围绕发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一桩青少年间的强奸案展开，描写了蒙
冤者、真正强奸者和所谓受害者间的复杂关
系，表达了罪、罚、救赎的主题。很多人觉得
就作品的格局和情节的展开程度等各方面
来看，像一个拉长了的中篇。这也许是《黄
雀记》没有获得一些评委认可的原因。

本次评奖共有 252部作品参评，是历届
评奖中参评作品最多的一次，这使阅读作品
成为一个极耗体力精力的苦差事。好在评
委中大多数都是“职业读者”，很多作品以前
早就读过，甚至写有评论文章，使集中阅读
量大为减少。阅读虽累，但对多数评委来说
这本来就是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其实真
正让评委纠结的是究竟该把有限的投票名
额给谁，这种纠结越到后面越严重。本次评
奖共经过了六轮投票，从 80部、40部、30部、
20 部、10 部到最终投出 5 部获奖作品，前边
还好，越到后面就越为该把票投给谁犯思
量。从这个角度看投给张三好，换个角度看
投给李四也不错，再看看王五觉得也有其优
长，于是就要在反复比较中做出痛苦的抉
择。好在本届评奖相对是受外届干扰最少、
过程最为平静的一届，这使评委可以从文学
本身出发，做出更为恰当的选择。

就本届获奖的 5部作品来说，其艺术风
格、表现特征、题材内容等更趋多样化，而作
家作品相对来说也都是经得起推敲和检验
的。因此，虽然经历了阅读的疲劳和抉择的
纠结，但对最终的结果我是感到满意的，我
希望并相信广大读者和社会也应该是基本
满意的。④6

□何 弘

背着土地行走的人

“茅奖”评奖记 在中原大地上，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视写作为信仰，为生命。

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他们守着
寂寞，在深厚的土壤里精耕细作，读
书，行走，观察，思索，写作，时代的
风云、现实的厚重和生活的气象都
化作笔底的波澜。

某一天，喜从天降，累累硕果获
得最闪亮的肯定。那一刻，好像也
没有特别的激动，只是淡淡的一句：
多吃一碗烩面吧。

作家李佩甫知道，他不是一个
人。

他 的 师 长 ，他 的 朋 友 ，他 的 晚
辈，一茬一茬优秀的河南作家在拔
节生长。

闪闪发亮的是这一个群体。
我看重的是这巨大的肯定之后

带来的鼓舞和振奋人心的力量。
此 次 参 评 茅 盾 文 学 奖 的 作 品

中，乔叶的《认罪书》、邵丽的《我的
生存质量》、墨白的《手的十种语言》
等，各具特色，代表了河南作家的整
体实力。《生命册》的获奖将带动更
多的河南作家，潜心创作，关注本土
经验，书写时代精神，以深刻的思想
和悲悯的情怀发出中原声音。

我看重的是一个有公信力的奖
项所带来的良性文学生态环境。

在这个时代，文学艺术容易被
娱乐化、消费化，真正的纯文学创作
常常面临被急剧变化的、五光十色
的社会生活淹没的危险。也因此，
我们迫切需要极具公信力的文学奖
项来建设高品质的文学标尺。有了
这个标尺，就有了精神的向度。我
们的写作者不浮躁、不炒作、不张
扬，默默耕耘，拿出真正能滋养心灵
的有分量的作品；我们的读者不再
被种种风靡一时的浅薄之作遮蔽眼
睛，不再为读什么而失望，而摇摆，
可以从容地仰望头顶灿烂的星空，
让涤荡灵魂的清风扑面而来，让一
个个字、词、句变成种子，种到心田，
萌 生 最 鲜 嫩 的 芽 ，开 出 最 美 丽 的
花。而作者与读者之间这种美妙的
互动将推动良性的文学生态和文化
生态建设。

而我更清楚地知道，对于真正
的写作者而言，他们在获奖之外早
已获得了更为深沉、丰美的馈赠。

在向生活深处挖掘的艰辛劳作
中，在叩问灵魂的痛苦纠结中，在一
次次回望、唤醒、寻找的过程中，那
文字所散发的光芒厘清了纷繁的人
世，也照亮了自我的精神。

那种愉悦大概很难与外人道。
熬至滴水成珠也好，
熬煎草木之心成精神药汤也好，
倘如此，闪亮的肯定不过是锦

上添花，深沉的馈赠才是文学不竭
的魔力所在。④6

闪
亮
的
肯
定
与
深
沉
的
馈
赠

八公桥
八公桥，镇名，位于濮阳县城东南，古属卫地，近

黄泛区，据传名称来源于宋代。某年黄河泛滥，又秋
雨成涝，肆水断桥，村人度日如年，八位老者呼号奔
走，募钱出力终筑一桥，解村人大患。此事传开，为
彰其功德，官府特命名该桥“八公桥”，村因桥得名，
后繁衍聚居而成镇，名称沿用至今。

八位宋代耄耋枯指遒劲
重新书写“卫，多君子”，镌刻于
光阴的杯沿与金属国度的基座
书写一座桥
嫁接悲悯

他们的桥毁于哪朝的战火
共同浴火的 还有那些
桥两端姓氏众多的稼禾与花朵

君子成为示弱的外号
我们的桥垮塌于内心
波涛万顷的洪流向前
心与心到达率急转直下

八画写成国
八位老人抽起的响亮耳光，回响于
光阴的杯沿与金属国度的基座

神垕
神垕，镇名，位于禹州，地处伏牛山秀美余脉

间，名胜古迹众多，是中国“五大名瓷”之首的钧
瓷原产地，有宋代钧窑官窑遗址，今仍是钧瓷生
产基地。

神最疼爱的宝物偶遗人间
神一向苛刻 岂愿与蒙昧众生共享
神将宝物的下落埋没深山密林
及亘梁上分叉无数的小径尽头
差神兽驺虞化身河流盘绕看护

唐代的火焰失口吐露玄机
宋人的风箱小窑自花釉的杯口启程
历经七十二道浩劫
终捂火还原
神怒施咒语
充耳不闻凡间的祈祷
千年来，宝物频死胎中

神无后人，神垕有人
煽动变幻而不朽的火焰
善待火神，惯养驺虞
静待风与火的砥砺、密谋，以及妥协
祈求釉彩炙焰上鬼使神差的韵步与凝思
趁神不备
藐视金银的万彩刺破瓷区峪口
神垕，因难以预料的偶然或必然
渐渐辉映大宋的广袤江山

都汴梁的赵氏自诩神子
私享宝物的借口最为充分
青河畔驻兵与匠人行色渐忙
白峪山梁间商贾万流
贡瓷满溢大宋的盛世荣光
巧工画匠弃笔喟叹
宋人妙笔无数 却集体失语
珠玉锦帛沦为砝码乃至添头，而
宫阙幽处的纹片细声默数着太平光阴

宋其实是神的一处宝藏
与钧瓷一起被置于人间最耀眼的殿堂
光彩万古不腐，命运易碎无常
金人的乱蹄踏进古玩店，前朝的歌舞
腔调幽咽
赵氏儿孙慌乱的脚步节奏凄惨
神垕窑毁屋塌，匠人消散
神趁机重隐玄机

神垕的子孙固守一道著名哑谜
企图祭出标准答案
神躲在暗处笑着

君召
今乡名，位于登封境内，原名“军赵”，始建于

明。明末，美丽的嵩山西麓因匪患路断人稀。明朝
政府从山东青州调来千人军屯部队，千总官赵进贤，
明崇祯五年（公元 1633年）始扎寨狂河西岸，阳乾山
前，军垦并保境安民。十余年后，大清入主中原，赵
家军被迫落户。清雍正五年改“军赵”为“军召”，后
改为君召。

季节已挥舞软鞭驱雁南去
羊群进山，收拾衰败的残羹冷炙
野菊花侧骑山石
随时滚落的黄
演奏丰盛人间的尾音
牧童，目光陷在某块巨石后面
刚好涵盖整个羊群

闯王的兵马在山上
青州千总的兵马在路上
前朝的江山在濒危的边沿
风，越过嵩山

赵氏军马佯装扬锄开垦
在狂河西岸掩埋姓名
在阳乾山前收起旌旗
闯王早不见，惊闻江山改
叹辫子悬上了大清朝
叹难以踏上的青州路
风，越过嵩山

君子石横亘君召主路上
子孙们费尽心机的经济账
偏漏写了野史上的赵千总
他的军号凝霜
军马幻化为羊群
马鞭驱赶犁铧
风，越过嵩山

修缮万千出山的路
翻过丘陵，穿越平原，直抵海滨
山民的记忆
带齐了漫眼的山花和青石
独遗失了赵千总的青州
风，越过嵩山 ④1

中原的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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