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作家青青的《落红记——萧红的青春往事》

出版以来，已经成为我国读书界的一个令人注目的看

点。2014年12月11日，由河南日报社、河南省文学院主办，济源市委宣传部承办的

“作家和他的时代暨《落红记》研讨会”在济源市举行。

青青本名王小萍，现任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驻济源记者站站长，是河南诗歌学会副

秘书长，先后出版《白露为霜——一个人的二十四节气》、《小桃红》、《采蓝》等多部文

学作品。《落红记——萧红的青春往事》是她历时7年，走访了萧红漂泊流浪过的十几

个城市倾心创作出的一部萧红传记。该书出版后，出版界将其誉为“采用最新披露的

萧红史料和萧红研究成果的才女传记”、“国内唯一配有精美手绘萧红文化地图的有

趣传记”、“一本与萧红身世性情相近的女记者近距离逼近萧红的感性之作”。

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主持了研讨会，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肖建中与来

自省内外的文学评论家、作家和萧红研究家鲁枢元、李佩甫、耿占春、艾云、刘先琴、单

占生、李静宜、章海宁、袁培力、朱自奋、张鲜明、张爱萍、冯杰、张延文等，高度评价了

青青严谨的创作态度，并对她在传记文学方面的创新，以及在语言方面所显现出来的

卓越才华给予了高度评价。本版对研讨会上专家的发言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编前的话

何弘：我们对《落红记》，对青青，对萧
红的关注，大家提了很好的意见，再次对

各位出席今天的会议发表真知灼见表示
感谢！谢谢大家！

作品 2015年1月28日 星期三8 编辑∶杨呈霞 电话：0371-65795723 E－mail∶ncbycx@126.com 版式∶屈伸 校对∶王姝

何
人
绘
得
萧
红
影

—
—
作
家
和
他
的
时
代
暨
《
落
红
记
》
研
讨
会
发
言
摘
要

感谢小萍给我们大家生了一个漂亮的娃
娃，这个娃娃就叫《落红记》。这个娃娃是在
河南日报怀孕的，在济源市出生的，所以河南
日报和济源市是有血缘关系的，这种血缘关
系如果追溯到从前，河南日报的著名诗人王
怀让老师是济源人，河南日报的原总编辑郭
正凌也是济源人，所以济源人杰地灵。

今天特别感谢东道主济源市，特别感谢我

们省文联原副主席李佩甫老师和省文学院的
何弘院长，更要感谢我们各位专家，尤其是从
苏州、海口，从哈尔滨、西安，以及包括上海、广
州其他地方过来的老师们，还要特别感谢关注
我们这一次研讨会的媒体记者朋友们。

最后，我祝愿今天的研讨会圆满成功，
祝愿王小萍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走得更加
稳健，更加高远，谢谢大家！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肖建中

省文学院院长、评论家 何弘

刚才肖总做了一个致辞，下面进入
研讨环节。我们先请萧红研究会的常务
副会长，同时也是《落红记》的策划人章

海宁先生介绍一下有关情况，章会长对
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起到很大的推动作
用。

萧红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萧红文学馆馆长 章海宁

说起《落红记》这本书，其实跟萧红有很
大的关系，因为小萍前几年到哈尔滨去踏访
萧红遗迹的时候，我们有幸相识。有的人可
能就是仰慕萧红的名字去看一看，像到此一
游这种感觉，小萍是把心放进去的，其实这
个是很重要的。

由此我想到，萧红这样一个作家为什么
在当下大家那么关注她？不是因为萧红有
坎坷的情史，也不是因为萧红有很多离奇的
东西值得我们关注，其实我觉得萧红身上更
多的还是一个作家的那种精神，文化传承的

那种力量。萧红的作品既有深度，又有广
度，更重要的是有热度，热度是说她关注民
生，关注疾苦，关注那些最贫困的生活在底
层的生存，还有精神上的困境。这个恰恰是
我们当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精
神深处很缺乏的东西。

那么，我们去纪念萧红，去纪念这样一
个作家，或者我们去关注一个作家，怎么为
我们当下文化的发展服务，建构一种我们自
己的精神生活，或者说建构我们文化大的架
构，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苏州大学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联合国人与生物圈项目中国
委员会委员 鲁枢元

小萍写了一本好书，她送我书之后，我真正
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现在我已经很少
读大部头的书，但是小萍这部30多万字的《落红
记》，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她给我的感觉是
清新流畅，晶莹剔透，写的是民国旧事，处处流
露出作者的心性和才情。我觉得她这个书因史
实而丰韵，显得更厚重，又因为小萍的才情，文
字上又显得非常灵动。下面我谈三个问题，都
是王小萍的书《落红记》引起的思考。

一、传主和传者
传主就是萧红，传者就是写传记的人，

传在汉语里面就是一个阐释写书的意思。
传记提倡过一种零度写作，要求作家在写作
过程中保持思想和情感的中立，不带任何主
观上的爱憎去书写对象。

小萍写《落红记》不是这样的，她不但没
有零度写萧红的念头，甚至也不愿意与传主
稍稍拉开一点距离，反而恨不得以上百摄氏
度的高温和自己的传主写在一起，融为一
体。为了写好萧红这部传记，小萍积数年之
功，勘察了凡是萧红驻留过的地方，在写作时
经常陷入她与萧红亦真亦幻的境界。在众多
的萧红传里这样的写法不多，所以《落红记》
就显得自成一统。我读《落红记》的时候，就
有这样一种感觉，有时候觉得是一位当代的
记者在诉说一位民国年间老祖母的故事，但
是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像是一位宽容厚道的成
熟女性在关爱体贴任性而又命运多舛的这样
一位姐妹。她这个投入好处是情真意切，感
同身受，文字灵动，布局活泛。她的布局也是
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每一节都是按照两
三千字，这样读起来非常方便，所以能够给读
者更多的审美和享受。这正是《落红记》获得
许多读者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史实与诗情
确切地说，《落红记》是一部“传记文学”，

横跨在“史实”与“诗情”之间。传记，最应该写
出的是历史的真实还是文学的情愫，一直是存
有争议的。美国当代史学家海登·怀特就曾强

调指出：历史学注定蕴含着文学性，历史书写
避不开诗化的诱惑（前提是不要把文学书写当
做胡编乱造）。对于这样一部传记文学来说，
史料当然是重要的，青青在这方面着实下了大
工夫，而且得到许多师长与友人的援助。但对
于一部传记文学来说，诗情更是必不可少，正
是诗情使那些史料洋溢着生机与活力。史料
的真实与诗情的幻化是可以相互认可、融为一
体的。传记写作尽可以发挥作者的文学才华
与诗歌灵性。

三、性爱与文学
两性之爱，在萧红的生活中无疑占据了

显著地位。在她31岁的漂泊生涯中，不止与
6位男性陷入情天恨海。对于萧红繁复而跌
宕的两性关系，不乏有人站在道德高地上责
骂她。青青则相反，她在《落红记》中对萧红
在婚姻爱情中遭遇的不幸百般回护、万般同
情。从青青对萧红的袒护与辩解中我们可
以感觉到同是女人的那颗柔弱善良的心、那
种诚挚而又无奈的爱。

但青青的辩护有时又显得如此苍白，比如
她在访谈中说：萧红一生都在追寻爱与温暖，
她不是追寻男人，她寻找的是灵魂的知己，是
亲人般的宠爱与温暖。这实际上是女作家对
于进一步谈论两性关系的回避，甚至是落逃。

青青另一解说是“所嫁非人”：命运待她不
公，她遇到的男性，都不能算是“对”的人。那
么对的人又在哪里？后来的史料说明，未婚夫
汪恩甲也并非负心之人；第二任丈夫端木有些
懦弱也仍旧是一个好人；萧军毛病的确很多，
但萧红临终前最信赖的还是他。

青青自己也说：时代是在进步，女性的处
境并没有变好，在爱的历程里，女性的困惑仍
然在。看来问题并不只在萧红这里，而是一个

“普世性”的问题。
青青笔下的萧红，就是这样一个一生追梦

的人。
这样的萧红，方才是一位自然天真、任情

率性的文学家。

省文联原副主席、著名作家 李佩甫

小萍是具有优秀作家和好作家潜质的，
我觉得她是个性的、精神的、有选择、有方向
的，对一个作家是很重要的，我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有用的，都是有价
值的，凡是无用的都是没有价值的。看了王
小萍的文字之后，觉得首先她具备的是个性
的，独一无二的，这是最难的，每一个作家最
基本的素质。

我看小萍写的萧红，至少她写的这个角度
是独一无二的，她那带有一点忧郁的笔调是个
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个人的，这是王小萍不同
于一般作家的地方。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我想谈谈《落红记》。在我心目中，
有三个萧红，一是鲁迅那时候的萧红，在我印
象中是带有一些政治符号的。今年我又看了
两个河南作家写的萧红，一是电影《黄金时
代》，编剧是安阳人，现在已经成为大腕了，我
看了以后觉得《黄金时代》里面的萧红是一个

真实的，物质化的萧红，我不太喜欢。包括演
出，我都觉得不是最好的，不是我心目中的萧
红。接着我看《落红记》，《落红记》是一个真
实的精神化的萧红，小萍的萧红是纯个人的，
她这个纯个人之所以能在诸多有萧红的传记
中脱颖而出，正因为她是一个个人化的穿越
时间的精神旅行，是一种自我的精神发问，通
过萧红实际上她内心是很想写一些自己的，
把自己的内心话写出来，是一个对照检视自
己一生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对萧红本身的
一种研究，这就是她的可贵之处。

另外，她的语言很具个性化，这是非常
可贵的，尤其是在新闻圈子里，能有这样个
性化的语言，我确实有点吃惊，这是一个作
家必备的素质。我觉得小萍将来在个性化
创作当中是有潜力有发展的，希望越写越
好。我觉得河南将有一个新的女作家出现，
对河南文学是一件大好事。

这个书其实挺特别的，好多年也没看过
这样的书，说它是传记吧，它带有很强自转、
自我表达的动机，前半部分写到童年的时
候，青青投入的认同比较多，到后半部分她
就隐去了，不再讲述自己跟萧红的相似之
处，比如关于婚姻、情感、写作，反而把这种
认同隐去了，可能还是有一点顾虑，那个认
同就变成了为萧红生活做一些辩护，隐藏在
这种辩护中，不再谈论自己的生活和她的相
似。

如果说这个作品是一个传记的话，刚才两
位老师指出了除了有非常强的传记之外的因
素在里边，甚至可能还隐含着自传的动机。在
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书应该是一个跨文体的
作品，她里面有很多小说的段落，比如萧红和
其他人的私人生活、私人空间的谈话，这个未

必都是能够找到史料的，所以她在一定意义上
有一定的虚构。其实历史著作本身就带有一
种不可避免的虚构，因为历史并不是档案，并
不是文献可以自觉呈现的，它必须对档案和文
献进行一种叙述才能够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
所以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作品，或者说是一部
小说，但是它确实又是一个传记，在某种意义
上，它还有研究的性质，因为有些地方她注明
了叙述的来源，资料的来源，这是一个很混合
的文本。

另外，刚才有老师谈到，研讨会的主题
挺好的，就是“作家和他的时代”。其实这里
面隐含着双重的意思，一是萧红和她的时
代，二是青青和她的时代。在这种关系中，
青青一个女性作家选择写萧红的书，和她对
自己时代的认知还是有关系的。萧红和自

己的时代无疑构成了一种特别紧张的关
系，在她的身体里面，还有一种和她时代另
外的一种紧张关系，就是两性的关系。

青青觉得有一个可能适合萧红的人，
其实永远也没有，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一
个人适合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在某一个瞬
间是适合的，所以萧军一定在某个时间适

合她，端木也在某一个时间适合她，汪恩甲
也在某一个时间适合她。这是另外一种残
酷，其实，作家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应该
是面对真实的，他们和一个道德家或者一
个社会管理者考虑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是
要通过认识来表述世界真实性的作家。在
这些方面，青青过于善良了。

广东作协创联部主任、作家 艾云

我看了《落红记》以后，非常震动，尤其
是在家乡，能有这样一位潜心写作的女人，
写出这么空灵的文字。关于萧红，关于青青
的《落红记》，我想到一句话，我的痛苦配不
上我。《落红记》给我的一个基本印象：在场
中的词语。我说的在场，首先是在诸多的萧
红研究中，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落红记》的
出现最大的特点是在于我引入，我在场。

这个在场的个性化，我觉得写得非常
突出，而且感受也非常好，她有一种我的心
到哪儿，手也到哪儿。她这种在场性的写
作，如临其境的写作，自由和舒展的写作，
文本宽松的写作，都是我要学习的。

关于词语方面，我记得有一个老师说
过，她这个词语是被不断附加的，那么小萍
的词语呢，我们看着这本书的基本线索来
理，比如母亲、倾城、鲁迅，都是一些人名，
基本上都是一些名词，我觉得这些东西都
非常敞亮，这种敞亮让这个人，这个事情都
慢慢还原到它本身的东西。青青在这还原
符合人性真实的那些东西。比如她说到，
鲁迅见到萧红什么感觉？一个病弱的四面

都是敌人的可以说每天都彷徨的鲁迅，一
个又干又瘦的老头儿，这个时候他看到萧
红像乡野一样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她让他
高兴，让他笑起来了，我觉得这种在场的还
原都非常好。这里面每一次的阅读，看了
还想看，我觉得它是让人欣赏的。

一个女子要想美好，她要有三个条件，
一是智力的条件，二是审美的力量，三是生
命的能量，就是心智、审美和能量。如果真
正的女人要想一辈子坚持到最后，必须有这
三个能量。萧红有两个能量，她的审美和心
智足够，但是生命能量不够，萧红就是在用
她很微弱的生命在坚持着写作，很了不起。

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想，青青的这个东
西，她写得好像很遥远，好像写的不是我们
的乡土，好像也不涉及河南，但是我觉得恰
恰在这里面，她恰恰写出了更文学性的东
西。我觉得文学的很多东西是失效的，写
作开端你想到的是占据某种领地，但是它
传达的是非文学的价值，是失效的。《落红
记》本书放在书架上，偶尔和它相遇的人会
心一笑，我觉得这就是有效的写作。

光明日报驻河南记者站站长、作家 刘先琴

第一，小萍是一个成功者，在这个时
代，当下吸引了这么多读者，让大家来看她
的书，说不定这本书的后续还会有不小的
波澜在这儿等着她。我觉得这是她成功的
一个地方。

第二，我也是在新闻和文学之间经常
串场的人，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是有时候她

写的传记，在浪漫和真实之间非常自如地
表现她的个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存在。

我一向认为，一个作家可能会当成一个
好记者，但是一个好记者如果重新去开始当
一个作家是不容易的。我不敢在这儿鼓动
我们记者都去写小说，写诗歌，但是做新闻
的去关注文学是一件好事。祝贺小萍！

《莽原》杂志社总编、作家 李静宜

在《落红记》里面是可以触摸到青青的
心跳，感受到青青的呼吸。这个传记真的可
以很鲜明地看到传者和传主之间是心心相
映、心气相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读这本
传记的时候既是在读萧红，也是在读青青。

我看了青青的《落红记》以后，就有一
种安慰，因为在她的《落红记》里面，她真
的对萧红有一种深度理解，而且对她的优

缺点全部都是包容的，还有她自己和萧红
心气相通，心心相映。有她的理解、呵护、
心疼之后，我们再看萧红，最明显的一个
感觉就是钦佩。

当下社会这样一个很缺少诗意，很物
质化，很功利的社会，感谢青青给我们带
来这样一部很美好的《落红记》，在这里既
祝贺青青，也谢谢青青。

河南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评论家 单占生

《落红记》吸引我并使我产生了丰富的
审美愉悦，应该有其诗性的语言和自由化
的表达，有扣人的情节线索和开阔的文化
视野。但是，也许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对
于一个有一定阅读经验的读书人来说，《落
红记》最吸引我的还是书中蕴含的精神品
质。在我看来，一部传记之所以能吸引人，
依然是要看书中有没有活生生的人，要看
这个人有没有性情、性格，要看作者写没写
书中人物命运的纠结，要看这纠结的命运
是不是引起了读者真心的关心，喜其所喜，

怒其所怒，痛其所痛，哀其所哀。这些，小
萍做到了。一部《落红记》，真可以说是两
个有着诗性心性和孤独灵魂的女性的隔世
对话。小萍是如何做到如此的呢？

我觉得青青的这部作品是一种自己
内心的创作，因为这本书和她现实的利益
也没有关系，这部书是脚和手并用来写
的，实际上她对萧红的经历，她用脚做了
一些考古。脚和手并用这种创作应该给
予充分的肯定。脚、手、脑并用的创作，就
很容易产生有温度的作品。

河南日报文体部主任、诗人、作家 张鲜明

小萍虽然是个女性，但我始终认为她
有自然之美，是南阳盆地那个地方多少年
来土地、生灵，包括幽灵在用很大的能力
在塑造和支撑的一个作家。比如她在写
《落红记》的时候给我讲为什么要写这个
东西，除了对萧红本身的兴趣之外，更重
要的是来源于萧红的《呼兰河传》，对她早
期的阅读和写作产生了影响，是她对土地
深层次的思考和迷恋。我感觉到她确实
是个自然之子，包括她的小说、散文等。

今天这个研讨会，我们要说的是作家
和他的时代，而我想谈的是作家和他的土
地。每一个作家和他的童年，和他的土地

都有一种极深的关系。小萍的人生经历，
早年的孤独造就了她和自然的亲密关系，
她和田野的关系，那些经历，她和大自然
融为了一体，她听到了一般人听不到的东
西，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也感受
到了人与自然更深层次的东西。我感觉
到《落红记》仅仅是她创作的一个开始和
她前期准备的一个阶段，但是已经显示出
来了非凡的才华，就是对人性深处东西的
挖掘。

所以，我感觉到青青的写作对我的启
示是，怎么样更加贴近大地，贴近我们童
年的记忆，贴近人性本身。

《文汇报》读书周刊主任 朱自奋

在拿到《落红记》的时候，我是抱着读
一本传记的心态去看的，但是我打开之后，
说实话我有一种吃惊，因为青青在写作当
中把自己放进去了，所以我们同时可以看
到一个当代女性，和100多年前上个世纪
初的一个才华女性，这两个人物之间隔着
时空的对话、交流是那么坦诚，不加掩饰，
非常细致，而且最可贵的是，她是以一个知
识女性的角度零距离地去贴近。在这个过

程中，我觉得很能打动读者这种情感的表
达，或者女性特有的评点。青青几乎在每
一章前面都有一个她自己的评点，这个时
候她是用一种研究者的笔触在写的。

70多本萧红传记里面，这本传记如何
得到大家的认识，尤其是好评的一个原
因，就在于她有浓烈的感情投入，同时又
有一种清新的评价。我觉得，读的时候我
是一口气读下来，觉得很过瘾。

萧红在河南是待过的，只是没有被人注
意。1938年1月27日，萧红在武汉奔赴抗
日前线临汾，为国效力，乘坐的火车在1月
30日到达河南省陕县会兴镇（今三门峡市
湖滨区），走在一段下坡的路上，经过一座桥
的时候，火车发生了事故，经过了两次猛烈
撞击。相信这列火车不能继续前行了，需要
修理。萧红他们在会兴镇遇险，在萧军书信
中和胡风日记中都有记载。而且因为火车
上还载有弹药，更增加了危险程度。

我们知道在当年2月4日，萧红他们
的火车到了陕西潼关，从潼关乘船过黄河
到山西。从1月30日到2月4日，有6天
时间，而会兴镇离潼关107公里，火车跑
起来顶多半天就能跑到。那么推算起来，

萧红最起码在会兴镇待了4天的时间。
可以想像到在这4天时间里，萧红在

中原大地上曾经多次散步，会兴镇北面茅
津古渡吹来的黄河之风抚摸过萧红的脸
颊和身躯。

萧红在河南驻足过，我觉得她的气场
在中原应有存在。青青初次看到《呼兰河
传》，就立即觉得她和作者萧红一定是亲人
是姐妹，她甚至说萧红一直住在她的血液
里，萧红简直就像是另一个隐蔽的自己。
青青的这种感觉，是萧红给的，茅津古渡的
黄河风百年来一直刮着，把萧红的气场吹
遍了中原。王小萍和萧红在中原交集了，
我个人相信这种交集。王小萍写萧红也是
写自己，亲人姐妹就是这样息息相通。

海南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 耿占春

萧红研究学者、作家 袁培力

诗人、作家、画家，获得台湾文学奖项最多的作家 冯杰

《落红记》里的萧红文化地图是我画
的，其实我画插图也不专业，我考虑到文
学人物插图，我是外行，我就通过文学地
理进行插图，过去的地名如何说，现在的
地名如何说，我就做了一个插图。“萧红地
图”，说是传记的一个亮点，还在封底广告
上大书一笔，破例用彩印。以往出版的萧
红传记多附图片，我有意避开这些，萧红

一生都是人在途中，选择地图作元素我认
为恰当，我不能画成实际地图，太像地图，
还不能离题太远，又不像地图，这样才有
现在的“萧红地图”。像简笔画，像童画。
首先我写了自己的一些感悟，一些体会，
最后还加上了一些平时用的章“不系之
舟”，我觉得这四个字代表了萧红的一生，
一个是心灵的漂泊，一个是文学的漂泊。

河南教育学院教授、评论家 张延文

我有一个想法，我个人认为，大家一般
都把青青的《落红记》重点放在了对萧红的
传记上。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喜爱看，是当做
文学作品。我更看重的是《落红记》的独立

价值，它作为一个文本，它的独立价值显然
是要大于萧红的，要大于青青的，因为它一
旦沉淀了以后，将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存
在，在时间和空间中拥有它自身的价值。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 马治军

青青作为一个创作主体，对她描写对
象主体的情感穿透，以及这种情感的归
宿。作者对萧红经历中生发出来的那种

感悟，那种敏感的感触，那种在史实之上
重在抒情的这种风格，使我感受到，这是
一个非传记的散文化的作品。

大河报副总编辑、作家 赵红

非常了解青青和王小萍这两个不同的
角色，我的理解是，作为媒体人的王小萍帮
助作为文学人的青青完成了她的一系列作
品。看过她所有作品的人，对她写作的轨

迹应该有所了解，她的《二十四节气》解决
了她和她故乡童年的问题，她的《小桃红》
解决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问题。《落红记》
她解决的是她和她生命的问题。

省文学院院长助理、办公室主任，诗人 萍子

我觉得王小萍的作品之所以与众不
同，就是因为她有一颗美丽的心，她的心
里面装满了植物花朵，就像一个巨大的花
园，里面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更加美好的
东西。我觉得，小萍的写作是她修心的过

程。她其实一直在修行，我们一直走在一
条路上。我可以这样说，小萍因为对这个
世界，对人的热爱，因为她对自我要求很
严谨，她一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一定会
走得更好，走得更远！谢谢！

我今天特别幸福，因为这里面有很多
我在大学听过课的老师，这么多老师不远
千里之外跑过来，我特别的感动、感恩。
昨天他们开玩笑说《落红记》有三个男人，

一是章海宁老师，书的策划人，一是在史
料上给我无限帮助的袁培力老师，还有为
我书插出非常美妙图的冯杰先生，感谢所
有的人！

农村版

《落红记》作者王小萍

《落红记》研讨会现场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驻济源记者站站长、《落红记》作者 王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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