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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读书会十二月号部分读者合影。

有些人，提或不提，总在心底的某个角落
存放着。忽然有一天，听闻他的名字，所有的
记忆都回来了，那些曾被点燃的岁月透过时
间的风霜依然传递着暖意，仿佛生命的河流
奔涌，总会带来春天的消息。

岁末，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叶辛来了。
与新中国同龄的他已是 66 岁，皱纹爬上

脸庞，头发已花白，但他仍是一名“知青”，永
远的知识青年。

从 1969 年 3 月 31 日到贵州大山深处一个
叫砂锅寨的村子插队，到 1979 年 10 月 31 日返
城，叶辛的知青生涯长达十年七个月。

是的，他仍是那个温雅谦和，讲话轻声细
语，条分缕析的上海男人，但有些东西永远地
改变了，比如吃饭的口味，比如看待这个世界
的角度和目光，比如日渐悲悯和谦卑的心，比
如身为写作者的命运。

少有人像他那样，频频回首那段青春岁
月，反反复复书写那片高山河谷，始终惦念那
群人的命运起伏。那一代人的辛酸和苦难，
那一代人的热爱和执著，在叶辛笔下汇成一
条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12 月 27 日，在河南日报中原风读书会上，
一双素手轻轻弹奏起古琴，在青年演奏者吕
小平带来的清幽动人的乐曲声中，每个人都
似乎都在回想往昔的时光。

叶辛说，岁月不是空白的。
漫长的知青生涯改变了一个上海小青年

的傲慢和自以为是，他和当地农民一道挖地、
耙田、播种、锄草、收割，有时还到砖厂做小

工，到煤窑挖煤，或到山坡上放牛，真正体会
到生活的不易，了解到中国农民土里刨食的
辛苦。那些耳闻目睹，无法忘怀的人和事都
被他写进了小说里。

当时村外有座古庙，很静，他栖身其中，
夜晚，点着空墨水瓶改成的煤油灯，趴在床铺
上写作，下雨天不出工，就抓紧时间写，在劳
动和写作中，他日渐融入农村的生活。所以
后来回上海，站在街头，看到自行的洪流如潮
水涌过来，有种不适应的感觉，他带着陌生化
的视角观察市民的生活，并把这种别样的感
受写进作品里。

也因此，叶辛说，漫长的知青生涯让他学
会用两副目光关照中国的现实。一是用城里
人的目光看待偏远山乡，会发现当地农民看
不到的真实；二是用农民的眼光看待现代化
的都市，会发现很多城里人忽视的现状。

从 1977 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至
今，38 年来，叶辛始终笔耕不辍，他的笔触指
向火热的生活和时代的脉动，他的作品被人
们深深地喜爱。

那一天，特邀嘉宾、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
士、青年评论家魏华莹谈到自己读叶辛作品
的感受。她提到写作的尊严，说叶辛等老一
辈作家把写作看成一件神圣的事情，注重对
真实生存状态的呈现，始终以悲悯的情怀关
注社会人生，不做简单的道德判断，注重对人
性的深度拓展，所以那些知青文学作品至今
读来仍生动鲜活，给人以深刻的感受。她提
到触碰历史和现实的方式，叶辛最新出版的
历史小说《圆圆魂》是在坚持多年史实考证，
查阅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他 2014 年
推出的关注打工夫妻感情生活的长篇小说

《问世间情》也是在长期深入体验生活的基础
上构思动笔的，都和当下的现实息息相关，注
重在全新的社会现实中人物的别样展现，挖
掘剖析容易被忽视的社会群体，视角独特，慧
眼独具，体现出作家的独立思考和对历史现
实的把握能力。

那一天，省作协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
作家墨白也到了读书会现场。仿佛是注定的
缘分。2015 年 1 月 18 日，第一期中原风读书
会上，作家墨白以“物质化时代，如何安顿我
们的欲望”为主题进行了精彩演讲。岁末，墨
白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再次做客读书会。这一
次，他和叶辛就读书写作等问题深入交流，让
现场读者收获了一份惊喜。

墨白说，知识青年下乡是二十世纪中国
无法绕过的一个大事件。如果说中国知青文
学是一个文学流派的话，那么叶辛就是它的
奠基人；如果说知青文学是一个文学事件的
话，那么叶辛作品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壮观的
风景。叶辛关照现实的眼光如此深入，《蹉跎
岁月》《孽债》等作品一推出就引起轰动；这一
次，他由现实进入历史，眼光又是如此独到，
不写陈圆圆的青春和盛年，而是写美人的暮
年，加入了对进与退，生与死的思考。这缘于
作家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对生命的深刻认识，

同时又缘于作家因丰富的阅读而带来的开阔
视野。

心扉似乎一下打开，叶辛与读者分享了
自己的读书经验。他说，对于自己喜欢的书，
常常会反复阅读。他提到普希金的中篇小说

《杜波洛夫斯基》和泰戈尔的小说《沉船》，年
轻时就很喜欢，后来对作者经历有了更多了
解后再读，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收获。也因此，
面对很多家长对如何让孩子写好作文的疑
问，他说，要让孩子爱上读书，多读书，产生良
好的语感，自然就能把作文写好。他说优秀
的作品很多，是读不完的，所以要从经典中找
到自己喜欢的书，并解开自己之所以喜欢的
密码，这样才算真正读懂了这本书。

他反反复复读懂了一本书，更反反复复
咀嚼透了生活这本大书。他写了 10 部作品记
述知青生活，他说，我是在写我们这一代人的
生活和命运，新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我们都经
历了。写好了这一代人的命运，就写好了共
和国的命运。

他说，我们甚至从一个普通的女知青身
上，就能透视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所以多
年来，纵然人们的阅读兴趣和关注热点不断
变化，他的知青文学作品一版再版，始终受到
读者喜爱。

那一天，如江南园林般环境优雅的大摩
纸的时代书店，聚集了来自省内外的百余名

听众。从安徽来的出版人张堃感慨，没想到
第一次来中原大地，就看到有这么多喜欢叶
辛作品，热爱读书的人，特别感动；

那一天，一个叫浅蓝的作者从洛阳来，她
问起一个作家的年龄和写作生涯的关系，并
说自己想写一部远离时代和现实的小说，在
作品中展现世外桃源般的美丽爱情。

叶辛说，一旦热爱上文学和写作，就是一
辈的事情，年龄和写作并没有太大关系，重要
的是保持一个年轻的心，那样即使到暮年，凭
借更加成熟的阅历和深厚的积淀，一样能出
佳作。

他说，无论古今中外，人类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是一样的。他谈起自己在巴基斯坦时买
到一条丝毯，上面绣满了鲜花，当地作家说，
这些图案对他们而言象征着天国。因为在现
实中得不到这样的生活，才会把美好的愿望
寄托在里面。但具体到写小说，一定要贴近
生活，抒发真实的情感，这样才能打动人心。

那一天，学者王文杰商榷知青文学的历
史价值和文本价值的关系，叶辛说，关于作品
的价值，就让时间做评判吧。我常说，作家的
名字是写在读者心上的，优秀作家的名字是
写在人民心上的。

是的，时光荏苒，“知青”不老，那些贴近
大地，写进读者心里的文字不会老去，青春的
河流一直在奔涌。④6

在海拔 5200公尺的雪原
在神湖纳木错冰封湖畔
在念青唐古拉山的雪峰脚下
你的帐篷孤独站在
苍茫洁白中
渺如一朵风中瑟瑟的蘑菇伞

在江南古城的临街窗前
深冬无雪
小雨淅沥的傍晚
我透过湿漉漉的窗子
看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影
模糊如惺忪的眼
幻化成你的帐篷
你的脸

大雪寂静纷乱
混沌了天与地
晦暗了湖与山
帐篷里 我们
相依相偎
纯真在心底涌起
虚空又实在
切近又遥远

在干牛粪燃起的火堆旁
两颗心安静 呢喃
仿佛有黑颈鹤冒雪飞过高原
仿佛有野牦牛踏雪翻越山巅
仿佛什么也没有
天地间已没有了时间

香雾缭绕
梵音浅唱
佛在召唤
我们跪倒在尘埃中
额头贴地 心无俗念
感谢佛祖
让我们从未牵手却能相知相连
让我们把漂泊的心安放在圣洁的高原
让我们在风雪中看见春暖花开
让我们避开纷扰栖居于安然
让我们就这样
没有瞬间
唯有永远

晨 梦

列车飞驰，身心俱飘泊
窗外稻子青黄
好想念
庄稼的香味
和泥土如细沙般漫过脚踝

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里
蜗居，穿梭
温暖心房的却总是
田野里的耕作与汗水
老牛，野草
不知名的小花
沉甸甸的谷穗
儿时的记忆永远鲜明不褪色
滋润一生

仿佛不在如风的列车上
而是用双脚
在大地广袤的怀抱里
踽踽前行
走吧，走吧
一直走到烟波浩渺的纳木错水边
一直走到荒无人烟的西藏之西
在冈仁波齐的雪峰下
像老牛那样卧下
静听九天昰风呼啸
遥望地平线涌起云朵
然后，安详坐化 ④1

关 于 许 建 平 小 说 的 评 论 ，我 于
2003 年秋天就写下了开头，由于彼此
的散淡，我们总认为，多一篇少一篇，
就像海明威一篇小说的名字——《太
阳照常升起》；也由于我个人的评论
理想：写好一篇评论，很可能需要跟
踪研究一个作家一生，这也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跟随鲁枢元先生读研究
生时，他希望我遵循的评论方式。对
于有生命质量的作家，我从来不想轻
易完成，结果这个开头在时光中悬了
十多年……

2015 新年之初，我正在写着，一
个下午建平来电话，有些对这个世界
满怀歉意似的说：你别写了，我觉得自
己还没写成，真正想写的东西还没成
形……总之全是自我否决的话。我已
记不清那个下午窗外的冬日是否在落
下，但感到心中的光在升起。建平仿
佛从来只看见自己的有限性。

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参照系
放在世界文学史的背景中，并真的看
懂了文学的那些高山和海洋，他怎么
可能染上当代作家自我膨胀、自我经
营的习气？怎么可能盲目自负地说出
自己的高渺？真正的作家，总以各种
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有限性，如卡夫卡
晚年嘱咐友人把他的作品“统统付之
一炬”；与卡夫卡截然不同类型的作
家、思想家，如萨特，二战后作为法国
知识界的旗帜，曾有力地介入人类生

活，他在《七十岁自画像》里也说过，
“所有的著作都是未完成的”，因为你
不可能说出你想说的一切。

在河南作家中，建平可谓是唯一
地道的郑州人，在郑州老城区即管城
区长大，大学上的是郑州大学，然后一
直在这个城市生活和工作，而且祖父、
外祖父都是老郑州人。建平自童年时
代起，眼光和天性就向着文学的方向
发展，主要因素是他的父母作为新中
国第一代科技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后
支援大西北去了，他跟着祖父母在老
城区平民院里长大，他不习惯周围那
些孩子们的躁野，但和有桌布有唱机
的雅致生活也有距离，他不完全属于
哪个群体，更像是生活的观察者，带有
孤独无助的成分。作家李佩甫曾说许
建平作为一个作家，有着一流的童年。

十多年前，建平谈及自己为什么
写作时，他说写作仅仅是一种爱好，是
世俗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空间。和同时
代很多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作家不同，
他们最初的写作都有改变现实命运的
需求，这无可非议。关键是，多年来，
建平一直没有让自己的写作染上世俗
功利气。

作为和这个城市一同成长的小说
家，这个城市的见证人，建平笔下的郑
州生活，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打开了未
知的城市空间。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
虽在郑州管城区度过了大学毕业后最

初的两年，所供职的郑州十中，正是建
平和许多资深郑州人青少年时代就读
的地方。但我真正认识那里的生活
史，是从建平的小说里。

建平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写
作中短篇小说，至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涉及的内容多是他青少年时代的
记忆，如他新出版的小说集《生存课》
里的《文先生》和《槐树街上的浪漫主
义》等。

《文先生》写的“槐树街中学”，就
是以上世纪 70 年代的郑州十中为蓝
本的。在“文革”的影响还未结束的时
代，革命感情统帅一切的时代，小说家
建平打开了个人生活的另一种隐秘空
间。那个文先生，形象如“五四”时期
的知识分子，是唯一一位坐着讲课的
老师，语文课讲得类似大学的文学课，
自由挥洒，观念西化；处理妻子的出轨
也是绅士的做法……但在粗糙的生存
环境中，文先生的文明和教养便成了
黑色幽默，他的道德底线，他和周边环
境的格格不入，使他陷入不幸的处境。

在一个人人都革命化、简单化的时
代，文先生是一个有景深的人物；用作
家韩少功最近描述“文革”的话，在全民

“圣徒化”和“警察化”的时代，文先生还
是一个有真情实感的开明的知识人。

《文先生》是一个短篇，但至少拥有
一个中篇的内容；《槐树街上的浪漫主
义》是一个中篇，但在一些会经营的专

业作家看来，那肯定是一个长篇的素
材，而且是多么好的素材呀！小说家建
平如同生活中的建平，可是一个把宝石
当石头，又能视石头为宝石的人。

《槐树街上的浪漫主义》写“我”和
槐树街上的一代盟主“三哥”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生活，一代人在一个
街区的成长和分崩离析的历史，有个
人的精神成长史，也有衰败史；有街区
生活内部秩序的变迁史，以及个人与
时代生活互为的关系。

在建平的小说里，很多故事都发
生在“槐树街”，可以说“槐树街”是建
平小说的地理坐标。这个“槐树街”，
很像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之前郑州十
中门前的书院街，建平说是南大街。
无论是南大街还是书院街，上世纪 80
年代末之前，管城区有不少这样的小
街，有些就是土墙剥落的狭长胡同，一
个连着一个。那时商贸的劲风还没有
吹到管城区，那里还保持着老郑州的
模样。

这篇写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小说，曾折服过一代评委的心，获河南
省第一届文学奖。也可以说，这是建
平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代表作。真
正的好小说，是超越时间的。今天再
读这个作品，或者十年后再读这个作
品，那个年轻英俊、意气风发、目光如
炬、有血性和胆量的“三哥”，依然让读
者放不下。这个“三哥”，在社会生活

的规则里，是个不法分子，常常落入法
网；但在“槐树街”上同时代人“我”的
眼里，“‘坏人’三哥，却坏得有声有色，
十分大气；坏得有品有格，气贯长虹。
在那个混乱不堪的特殊年代里，不法
分子三哥，确实曾经庇护了一条街上
的良家少女及妇幼弱小，甚至曾经照
亮过一条街上的人心。”

“三哥”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来自
民间江湖的侠与义，即便是在打斗中，
他也是很讲规矩的；在法治达不到的
地方，却是“三哥”这样的人物，维系着
一条街区的世道伦理。从作者饱含深
情又控制得很理性的笔触，可以看出，
他希望男人能有雄风和胆量。

建平写这些生活时，没有受任何
观念的影响。他能以多元的眼光观察
世事，他懂得尊重人心、体恤微妙。我
接触到一些青年作家，他们自认为自
己写的是独一无二的生活，但写出来，
却缺乏独特性，感动不了别人。不可
忽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思维的观
念化，使他们表达出的生活是一种观
念化的生活，观念影响了对生活多元
的认识和呈现。

建平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
小说，描述着这个城市的变迁，尤其是
这个城市成为“商城”之后，人情、人性
的变化，如《诗人舅舅》《工程师姨夫》

《屠杀背景》《情人节》等。建平作为生
于此长于此的城市人，他能从容耐心

地观察这个城市，不带城乡对立偏见
地观察城市人的生活，更能在人性的
层面上体会城市里孤独者的心境。如

《失声痛哭》这个短篇，把一个退休老
人的行踪和孤苦难言的心写得那样入
微，与麦卡勒斯笔下的小人物有着相
近的孤独。那时麦卡勒斯的小说还没
有翻译到中国来。

建平写作的性情属于安德森、卡
佛、麦卡勒斯这一脉。小说家红都，也
是建平的精神盟友，在《生存课》序言
里认为，建平的小说表达着真正文学
意义上的郑州，当然，又不仅仅是写郑
州的。

已记不清是何年，我在建平的办
公室，他从抽屉里拿出舍伍德·安德森
的《小城畸人》，福克纳称这个安德森
为“我们这一代作家之父”，这本 20 年
前建平就读过的书，在我的面前从此
翻开……包括卡佛的小说，也是在很
多人都还不知道时建平推荐给我的。
我们属于在现实中疏于交往，在某张
书页里有通感的朋友。更多的时间，
建平是心在文学中，只读不写，是纳博
科夫般的那种细读。

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建平曾
说，他最喜欢的花是棉花，他喜欢的事
物总是带着大地深处厚实的温暖，建
平在他生命的品质里写作。在这个现
实化的时代，对这样的小说家，理应表
达心中的敬重。④6

大
地
深
处
厚
实
的
温
暖

致猫冬的你（外一首）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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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号

嘉
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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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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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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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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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二
）
在
读
书
会
上
。

◀读者在认真聆听。

▶读书会现场。

本栏照片均为张大勇 李泽龙 摄

作家叶辛在中原风读书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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