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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77 级大学生活
著名作家韩少功最新长篇小说《修改过程》新近面世，但韩少功没有选择在大腕儿云集的 2019 北京图
书订货会上露面。他一直刻意地与沸沸扬扬、熙熙攘攘这些热闹场景保持着距离。避开了热闹，他却获得
了创新性的突破。
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身为“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创作过《马桥词典》
《暗示》
《日夜书》等重要作品的韩
少功，依然对自己不断提醒、不断告诫，让人感佩。
从中读出某些细节的实际来处。小说里卖刊物、查电报、
十年再约会等细节，他的老同学读后都会心一笑。
不过，韩少功提及，书中主要人物是他对同代人印象
的重组拼合，与他那个班没什么关系，不过是南京的嘴、北
京的脸、山西的鼻子，被捏成了一些车马炮。让他开心的
是，很多与大学无缘的读者说，他们也在小说中看到了熟
悉的形象。
“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未完全完成的作品，要达到
最终完成还需要读者一起参与。”韩少功表示，书中会出现
刻意穿帮的痕迹，作者坦诚交代某一细节不是真实的，还
会跟读者商量这样写好不好，意在邀请读者一起来拿主
意。特别有意思的是，部分章节出现了 A、B 章两种选择，
代表人物的命运会出现 A、B 两种可能性，读者可以自由选
择阅读，自我思考。而这种颠覆性的写法将带给读者新颖
的阅读体验，也是韩少功在文学创作上的创新性尝试。

提醒
写同代人生活经验防止自恋

创新
部分人物有 A、B 两种命运

韩少功作为 77 级大学生，在新作中写的是自己的大
学生活，却又不全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和他以往的创
作一样，他从未重复自己。
在《修改过程》中，韩少功将视野放在了一个风云际会
的年代。书中用主人公肖鹏创作的一篇小说，牵扯出东麓
山脚下恢复高考入学的第一批大学学子，人称 77 级。肖
鹏将自己“77 级”同学的生平经历改编为网络小说而引起
同学不满；随后小说用移步换景的笔法，逐一引出陆一尘
等众多人物群像以及肖鹏自己的际遇，他们意气风发，求
学若渴，他们的命运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而他们更是当
年推动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进入各行各业，开创了各不
相同的人生。
韩少功说，他写人物一般都有原型。回忆与想象的比
例，可能是三七开，也可能是四六开。哪怕是写到一个极
不重要的配角，也会在脑子里搜一下，找一找最接近这个
角色的故人。
《修改过程》面世后，他身边的亲友，通常都能

早在 20 多年前，韩少功就开始创作这部作品，但只写
了 8 万字就停滞不前，那 8 万字就此沉睡了多年。真正唤
醒那些文字，重新开始写作是在 2017 年年底。
“加上修改，
我前前后后花费了近一年时间。”韩少功说，此前他记下的
零散笔记，还有不断的琢磨则持续了多年。
即便是写自己的生活经验，韩少功也不断告诉自己，
“这本书贴近自己同代人的生活经验，写作时得防止自恋，
力求准确，力求厚度和典型性”。不仅如此，整个结构的四
梁八柱，哪里埋伏笔，哪里留空白，哪里上高潮，他也会费
心思。
韩少功对写作的深刻理解，渗透在了这部作品中。
“我
个人的经验是，太熟悉和太不熟悉的都不好写。最好写
的，是那种半生半熟、半近半远的东西。”他认为，这样才
既有经验的依托，又有想象的空间。
“ 这就像摄影时的近
景和远景都可能失焦，中景最合适——对于我这种蹩脚
摄影人而言，至少是这样。”在韩少功看来，文学不是新
闻，长篇小说不是快餐，因此作者常常需要一个沉淀和消
化的过程，与描写对象保持一点时间距离，让素材多飞一
会儿。
“我以前的 8 万字之所以废了，就是当时太贴近现场，
自己沉迷在一大堆素材里，觉得这也重要那也重要，都舍

不得割掉。”韩少功说，二十多年过去，时间给记忆做了一
次自动过滤，最刻骨铭心的一些人和事，才会慢慢浮现出
来，最重要的一些脉络，才会逐渐变得清晰。这个过程，可
能也是作者把素材看得更加通透、更少一些偏见、更多一
些视角的过程。
韩少功说，自己以前写乡村生活较多，这一次写青年、
写都市、写 20 世纪 80 年代，于是多了些轻快和热闹的调
子。
“这样的题材不宜用慢板和独奏，因此有人说它像轻摇
滚——80 年代众声喧哗，热气腾腾，轰轰烈烈，可能就有
这股闹劲儿。”但他说，热闹过头也不行，过头可能就成了
嘻哈神曲，不是他的口味了。
“我个人偏好一种悲喜剧的风
格，总觉得一味地喜或一味地悲，都涉嫌某种简单化，容易
把读者的认知走向带偏。”

反思
退休后尽量不去泡文坛圈子
每年的春末夏初，韩少功会从海南飞往长沙，来到湖
南汨罗八溪峒，开始他的乡村生活。到了秋末冬初，他会
带着自己的创作和思考，
飞回海南，重新回到城市生活。
韩少功说，总是泡在机关、饭店以及文人圈里，你说的
几个段子我也知道，我读的几本书你也读过，这种交流还
有多少效率和质量可言？相反，圈子外的农民、生意人、基
层干部，倒可以让你知道更多新鲜事。
他总是想着一位前辈作家的忠告：
“面向文学，背对文
坛。”他说，作家张炜也经常引一个外国作家的话：每次从
人多的地方回来，就觉得自己大不如前。在韩少功看来，
作家之间，也许需要一定的直接交流，但活得太热闹，成天
扎堆儿、抱团、赶场子，
肯定不是好事。
韩少功内心有自己的坚守，觉得写作者最好有防火
墙，有信息屏蔽手段，给自己留一张安静的书桌。
“自从退
休，不再有团队性的工作，我就尽量减少文化界的联络交
际，必要时才蹭一蹭老伴儿的微信。”他说，
“寻根文学”到
现在已 30 多年了，这期间从本土到全球，有多少文学、文
化、精神、社会的难题层出不穷。
“这些大事都想不过来，哪
有闲工夫去拉拉扯扯？”
关于未来的创作，65 岁的韩少功坦言：
“ 不敢奢望写
出什么逆生长的奇迹，但至少不要太失水准，掉到 60 分以
下，这是我需要经常提醒自己的。”
（路艳霞）

李洱新作《应物兄》面世

能听到蜜蜂飞动的人

或议，或赞或讽，或歌或哭，从容自若
地展开。各篇章之间又互相勾连，不
断被重新组合，产生出更加多样化的
形式与意义。全书借对话、讲演、讨
论、著述、回忆、联想，所引用和谈及
的中外古今文献高达数百种，显示出
作者的思考背景和阅读范围；其中或
展示，或引用，或杜撰，或调侃的诗、
词、曲、对联、书法、篆刻、绘画、音乐、
戏剧、小说、影视、民谣、段子、广告、
脱口秀等，让大家又一次体会到当年
《花腔》作者卓越的叙述才能曾带给
读者的惊艳。李洱关于物的知识储
备之丰富，也令人叹为观止。作品细
致地描写和提到了数十种植物、近百
一部《应物兄》，李洱整整写了十
种动物，还有众多器物和玩具，对不
三年。
少食物也给予了不厌其详的生动叙
在《花腔》
《石榴树上结樱桃》之
述。从百科全书式的追求中，读者可
后，李洱几乎没有再发表过作品，连
以感受到，作者在生物学、历史学、古
中短篇的写作都停止了。这些年，他
典学、语言学、艺术学、医学乃至堪舆
的生活变化很大。这部原为 200 多万
风水、流行文化等领域，做了大量案
字的《应物兄》，经过十三年的锤炼， 头工作，其所积累和触碰到的知识量
不知多少次披阅增删，如今以近九十
堪称浩瀚。
万字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应物兄》的出现，
标志着一代作家
李洱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 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超越，
而小说最
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
终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新的
识者的言谈和举止。书中各篇章撷
观察世界的方式，
新的文学建构方式，
取首句的二三字作为标题，尔后或叙
新的文学道德，
也由此诞生。 （直谅）

钢琴，作为日本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 微声音的一定是音乐天才。
“ 这部小说一定
不断地强化着人们对音乐的记忆，捕捉着音
是写少年的成才之路吧”，很多读者可能会
乐爱好者的共鸣。
这样想。
恩田陆的《蜜蜂与远雷》
（安素译，中国
随着第一轮决赛序幕拉开，因母亲病故
友谊出版公司·文治图书）一经出版，便勇夺
而无法继续练琴的天才少女荣传亚夜、将参
2017 年第 156 届直木奖和第 14 届书店大奖， 加钢琴比赛作为音乐家生涯最后一站的上
不得不称之为大众文学的小小奇迹。直木
班族高岛明石、客居异乡的日裔秘鲁人马赛
奖每年评选两次，旨在由专业评委选出那些
尔、养蜂人家之子天才少年风间尘，以及全
长久奋斗在写作前沿的大众小说家。书店
世界各地的钢琴高手，怀揣各自的梦想、伤
大奖则是由各大书店的店长凭借读者口碑
痛、人生怅惘，来到了比赛舞台。恩田陆的
选择而来。因此，本书的获奖应该是专业评
笔，也追随几个主要人物的参赛心情，开始
委与普通读者的共同选择。恩田陆，也是日
描摹他们迥异的人生路径。
本小说史上的第一位“双料王”。
少年风间尘来参加比赛的初衷，就是想
那么，
《蜜蜂与远雷》以何魅力，只用一
有一架自己的钢琴。恩田陆也想以此来表
架钢琴便牵动了所有读者的心？那个因写
达，将音乐作为经济发展推动力，伤害了音
青春小说《第六个小夜子》和《夜晚的远足》 乐纯洁性的遗憾心情。书中的确隐藏了一
而风靡日本的恩田陆，又以怎样的野心驾驭
条暗线，写到了“芳江”的钢琴经济。从教
了从钢琴到音乐，从外界到内心，从个体到
学、辅导到比赛选手的食宿，参赛使用的钢
世界的文本创作，为五十三岁的自己迎来了
琴，比赛穿着衣服，以及带队参赛老师、院
新一轮的创作高峰？
校，甚至国家之间的竞争。音乐的商业化到
小说的起点不高，围绕“第六届芳江国
底对不对？这不是由小说家来评判的。但
际钢琴大赛”决赛赛事而写。通常来讲，读
音乐作为天赐之礼，我们有权力去捍卫它的
者关注的无非就是谁能夺冠。然而，在小说
天然纯净。
开头，一个站在拥挤的人流中，能够倾耳听
就像小说结尾，风间尘对荣传亚夜说：
出蜜蜂振翅之音的十四五岁少年，带着一脸 “小姐姐，我们把音乐还给这个世界。”是啊，
的稚气和天真无邪闯进了读者的视野。蜜
作为对音乐的还礼，我们要让这个世界充满
蜂虽小，翅膀却很强大，振动速度极快，以此
音乐，让它属于每个人。
产生飞行的动力，散放热量。能听到这类细
（夏丽柠）

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
——读肖亦农长篇小说《穹庐》

书 评

梁鸿鹰
肖亦农的长篇小说《穹庐》有志于凭
借那些过往历史所赋予的条件，还原一段
鲜为人知的历史。他把我们带入渐行渐
远的历史风尘之中，让我们领略 1920 年
前后布里亚特草原的峥嵘岁月和布里亚
特人回归祖国的波澜壮阔。小说对这段
隐而不彰历史的感人描述，对国家民族走
过的一段非凡历程的真切回望，是对蒙古
族人民的英雄主义、爱国情怀的热烈讴
歌。小说中，感奋人心的个人命运、部族
命运与历史迷雾间的猛烈冲突，被以极富
画面感的笔触揭示了出来，而处于历史境
况中的人在具体时代环境中曾有过的迷
茫和宿命感，始终在推动着小说的进展。
内涵与品格来自对历史的思考洞察，
一部历史小说的使命是在展现过往人生
和世界画卷的同时，给人以启迪与教益，
在这个方面，作家创作时有着明确而清醒

的追求。因此，
《穹庐》所体现出来的捍
卫、生存、回归等主题，没有被概念化、抽
象化，而是通过具体鲜活的人物的喜怒哀
乐、挣扎与反抗反映出来的。对于历史，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解读方式，肖亦农在
处理这一题材时，表现出了强大的辩证思
维力量，把一个历史时期内发生的事情跟
人物命运、时代走向和国家前途结合起
来，不断丰富作品的历史容量和文化含
量。随着小说的行进，我们与人物一同踏
进十月革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重要
历史节点，一同走进不同的地理空间，渐
次看到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等自然景
观，看到在多民族多国家背景中，多种社
会制度交织在一起的绚丽。
小说关于蒙古族的文化和中原文化
的关系，封建农奴制和现代文明冲突之间
的关系等话题，为人们认识蒙古民族、布

里亚特部落，提供了形象的教材，需要读
者调动自己的文化修养去用心体悟。
文学是人学，小说最终落脚点和关键
点还是人物塑造，如何在书写历史中表现
人，是一个课题。人具有社会性，而对其
天性力量的判断，应当以整个社会发展的
力量为准绳。我们在认识小说中的主人
公嘎尔迪老爹时，也需要有这样的观点。
这个人物形象鲜明地反映了历史进程。
他作为一个生长在大草原上的汉子，始终
关注着部族、社会和时代的风云变幻，似
乎具有强大的掌控力，他异常热爱生命，
毕生守护生命。但内心也极为复杂，有时
既是老虎，也是妖怪。他大气豪放，重情
重义，热爱一切有活力、有生命力的事物，
他把布里亚特草原的一切掌握在自己手
里。他识大势，明大义，全力维护布里亚
特草原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他心胸十分

开放，跟萨瓦博士交往，治疗草原上的疾
病，拥护蒙汉团结等说明了这一点。但他
同时又有很强的封建意识，有时十分乖
张、暴躁，几乎不近人情，是一个带有浓厚
封建宗法色彩的人物。他的异常矛盾复
杂的性格恰恰反映了自己与时代的关
系。他在历史潮流中和时代冲刷中饱经
风霜，失去了自己的妻子，把自己的儿子
送上祭坛，使其成为自己的对立面。在历
史滚滚向前的步伐中，他日益疲惫与无
奈，面对自己过去管辖方式的失效，跌跌
撞撞地前行着，这时，人物的质感与艺术
说服力也就表现出来。围绕这个复杂的
形象，小说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人
性、人格、尊严的追求以及对人生和未来
的希冀与期盼。
这部作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有
待深入发掘和认识。

荐 书
由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与御鉴文化潜心研讨、
打磨而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历史通识绘本《哇！
故宫的二十四节气》近日在故宫博物院发布。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这套图书是故宫博
物院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新的尝试。
图书结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和阅读习惯，从孩子的角度
出发，在识珍宝、品古诗、学知识、赏艺术的同时，揭开
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奥秘，引领孩子走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世界，将中华文明之美植根于下一代心中。这
套传统文化读物犹如孩子的纸上博物馆，可以让孩子
们把故宫博物院带回家。
《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针对 3 岁至 6 岁幼童开
发，以亲子阅读为主，小学低年级学童也可自主阅读。
全书共 24 册，以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二十四节气”为时间线索，
将 830 幅手绘故宫原景大图、52 座故宫建筑、48 个传统
习俗、115 件故宫珍宝、64 种动物、76 种花木、24 次成长
体验等，融入充满童趣的故事，将故宫近 600 年的历史
与文化知识娓娓道来。为了给孩子更好的阅读体验，
绘本采用先进 AR 技术并研发了同名 APP，让孩子们在
科技中感受节气变化、建筑搭建及互动的乐趣，以开放
视角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彰显文化的当代力量。
故宫博物院秉持公益教育的理念，该绘本发布后，
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所属的百所幼儿园捐赠 200 套。
发布会现场举行了绘本捐赠仪式，单霁翔向北京市教
委代表赠送了图书。
（翟群）

绘本《哇！故宫的二十四节气》发布

韩少功最新长篇《修改过程》面世

Email：xbcf3b@163.com

渑池一作家：作品入选
《2018 中国年度小小说》
本报讯（记者梁有才）近日，记者获悉，渑池作家张中杰原发于
《三门峡日报》
（2018 年 5 月 16 日）的小小说《紧箍咒》被《小小说选
刊》刊载后，
近日又被《2018 中国年度小小说》收入。
张中杰是渑池县作家，小小说《紧箍咒》是一篇非常正能量的农
村题材作品。主人公老侯是名农村老党员，为了防止建厂经商的儿
子小侯人生道路跑偏，他挖空心思坚持为儿子定期念“紧箍咒”，最
终使儿子在一次次修正错误过程中迷途知返，感受父亲如山的深沉
大爱，最终成为励志青年、劳动模范。
中国矿业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
事、著名小小说理论家顾建新这样点评《紧箍咒》：
“紧箍咒”虽紧，却
饱含做人的道理，饱含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诲。文中也暗讽了当今
社会的某些不良现象，作茧自缚者甚多，若都能多些“紧箍咒”似的
理念，那么，这个社会存在的某些坑蒙拐骗、以假充真的现象，会得
到很大的抑制。
由任晓燕、秦俑、赵建宇选编的《2018 中国年度小小说》，是从当
年在全国文学报刊上发表的小小说中，精心遴选百余位作家的百余
篇佳作，旨在检阅年度小小说的创作实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
性、艺术性俱佳，
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年度小小说。

书 单

《故乡》
作者：余松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阎连科推荐本书时说：
“《故乡》的写作介于虚构
和非虚构之间，它如同一部时间摄影机，记录了一个
原生态的中国乡村社会。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感受
不到作者的存在，有的只是米村人自己的述说，他们
的家长里短，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米村人的生活和
人生就此被拓在永恒的时间断面上，为那个逝去的
时代作了见证。”

《正午时踏进光焰》
作者：郭爽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日光下凡人一无所傍，暗流处生命依然壮阔。
郭爽在小说中讲述的，是“我们”的故事。我们，微不
足道，没人把“我们”当回事儿。但正如托马斯·福斯
特所说，
“ 小说教给我们一件大事：我们很重要……
因为生命就作为生命而存在。”这也正是阅读这本小
说的意义。
郭爽，2015 年获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无界
行者”创作奖学金。2017 年小说《拱猪》获台湾第七
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

《没有你，
什么都不甜蜜》
作者：
[冰岛]约恩·卡尔曼·斯特凡松
译者：
李静滢
出版社：
磨铁·九州出版社
一部关于书与死亡的诗意的故事。男孩的朋友
因为读一本借来的《失乐园》而忘了带防水服上船，
死在男孩的怀里，男孩决定替朋友还了这本书然后
告别人世。他历尽艰险终于把书还给咖啡馆，并决
定暂时活下来。男孩三天的旅程，犹如人的一生。
原书书名叫作《天堂和地狱》，中译本用了《失乐园》
中的诗句，也是朋友留给男孩的最后一句话。在
2018 年 10 月出版的续集《天使的忧伤》中，男孩继续
着他孤独而又艰难的旅程。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