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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写作的人，大概都有过

幻想自己是一少年天才，只要掏

心掏肺就能完成惊世骇俗的文学

壮举的心理阶段。在多数情况

下，这不算什么大毛病，充其量

也就是基于意淫的小小病态——

况且在驴子的脑门儿挂根儿全息

成像的 VR 胡萝卜，没准儿还能

鞭策自个儿砥砺前行。然而病

态如果不能随着时间自愈，那终

归不是一件好事，起码它会遮蔽

一些你在某个年纪上应该看到的

东西。

非常惭愧，我在心智发育上

恐怕属于比较晚熟的那个品种，

相应在写作上大概也晚熟。对于

人类在生理和心理层面的成熟标

准，相关领域的专家各有其定

义，而在写作上，有一个标准也

许是：能从“写自己”到“写别

人”，就算是作家有了从蛤蟆骨朵

变成蛤蟆的架势了。编辑部的老

同志看稿无数且能知人论世，按

照他的说法，中国作家里有相当

一部分都是自传型的。而人家教

诲我的时候，我也正在乐此不疲

地塑造着城市青年和文化混混

儿。也有搞文学研究的老师逗

我：你的东西大都是第一人称在

那儿臭贫，有本事来个朴实无华的第三人称啊。后来我

也跟人家汇报，说自己正准备写一个这样的故事。至于

能写成什么样，我对自己倒挺宽容，反正又不是没丢过

人，反正又不是没同行陪我丢人——想想人家奥运健

儿，腾空转体三周半从杠上掉下来还得对着祖国人民抹

眼泪，那得多大压力。

这个故事就是 《借命而生》，写作的最初动机其实

来源于一个法律常识：咱们国家的刑法是经历过修订

的，如果犯人在旧法时期犯了事儿却在新法颁布以后才

被抓住，那么量刑标准原则上也要从新不从旧，而且往

往是从轻不从重。以此为核，敷衍开来，设计了一个警

察俩犯人的形象，涉及到的时代则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

开始，到 21 世纪初结束。写的时候心里还是没底的，

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物以前没写过。而且熟悉我的朋友

也知道，我虽是一口头流氓犯，但却是语言的巨人行动

的侏儒，并没有被专政机关拷走“深扎生活”的经历。

意识到这个无法弥补的弱点，我提醒自己必须得在态度

上认真点儿，该查的资料查，该问的细节问，有段时间

还老看电视里的法制节目，就是想熟悉一下“进去的

人”的音容笑貌——很可惜，在这种节目上光彩亮相的

尽是马赛克。

而作家还有个毛病就是爱走神儿，哪怕是在貌似认

真的过程中。基于上述“认真”，我对“认真”这个词

汇仿佛也有了一点新的感触。其实也就是个拆字法：认

真认真，意思就是把什么东西认作真的。与此同时，

恰因写作本身是个虚构的事情，这个貌似矛盾的过程

反而显得格外重要。还是回到前面所说的问题，认识

到几十年来时代变迁的真实性，感悟到自己和每一个

时代中人之间无法割裂的真切联系，并尝试着建立起

一种诚恳地将他们言说出来的真挚态度，这样一种同

在世上，共观世相的立场和视角，使我感到自己似乎

也能讲述那些与自己貌似不同的人们的故事。认得世上

真，认得眼前真，认得众人真，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他

所写的东西应该可以更宽广，也更有价值。

当然，以上感受也只是一个愿景，我并不认为自己

在这部小说中就能实现它。当下写作的最大收获，恐

怕也只是让我能够往台阶上迈一步，从而更好地遥望

那个愿景。因此对于看过这篇小说又觉得不好的朋

友，我也只能提前道歉并作出检讨：那是因为我做得还

不够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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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石一枫长篇小说石一枫长篇小说《《借命而生借命而生》：》：■新作聚焦

近年来，“70后”作家石一枫的小说着重

从身边小人物切入，思考如何讲述属于这个时

代中国人的命运。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

芳》《地球之眼》和长篇小说《心灵外史》《借

命而生》产生了强烈反响，因戏谑幽默的京

味语言、亦庄亦谐的叙述风格被人誉为“新一

代顽主”。

《借命而生》中，“小人物”演绎出了社会正

能量的“大情怀”，石一枫在创作谈《史诗就在

身边眼前》中认为：“任何一代人的历史感说到

底都是岁月赋予的，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我们这代作家在变得油腻之际，能够通过一个

合适的故事，对自己经历过的时代变迁做一些

遥望和梳理，想来也是写作的人应尽的义务。

我能写的基本上还是一些身边眼前的普通人，

然而这些普通人却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史

诗”。《借命而生》是一部冲突不断、悬念迭起的

小说，石一枫用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情怀、

人道主义关怀近距离观照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价值与欲望的冲突、生存

与死亡的矛盾、诱惑与底线的较量，斩不断理

还乱，好看又耐看。

《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

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

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

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

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变成了他们命运的

底色和驱动，社会变迁和前行的踪迹也在其中

清晰可辨。石一枫写活了“借命而生”背景下

沧海浮沉芸芸众生的“憋屈”与“发光”，人物特

别鲜活、语言特别接地气、可读性特别强。尤

其难能可贵的是，小说虽然用几条线索来推进

情节，但颇得我国古典章回小说神韵，步步惊

心，逐层解悬。

在《借命而生》中，围绕本性都很倔强的北

京郊县第二看守所狱警杜湘东与北京第六机

械厂逃犯许文革20多年明争暗斗的折磨与反

折磨、要挟与反要挟，杜湘东一意孤行的矢志

追捕“憋屈”，许文革绞尽脑汁的外逃经商“发

光”，因为死刑犯姚斌彬无怨无悔的“借命而

生”时过境迁后变得相当悲壮。“假如世上的人

真有好坏之分，那么按照通常的标准，警察自

然是好人，被警察看管的就是坏人了。”但事实

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好人”并非想象的

好到无可挑剔，“坏人”也并非想象的坏到不可

救药。杜湘东究竟是不是一个好警察？警察

与逃犯从青年到中年20多年的斗智斗勇，是

怎样由“生死对手”变为“知心朋友”的？结果

固然重要，以心换心的感化过程更让我们脑洞

大开，情不自禁拍手称快。

作为一名被良知、道义和卑微的生活折磨

的从事乏味管教工作的狱警，杜湘东“当年考

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风霜雪雨搏激流

和少年壮志不言愁。”他未因警校毕业未能从

事光鲜的刑警工作自暴自弃，他总是安慰自己

“什么日子不是过，如果总能这样，人简单着，

嘴新鲜着，心寂寞着，那其实也挺好。”他年轻

时异于他人的是“别人是有了情绪就工作懈

怠，他是越有情绪越玩儿命工作。都受情绪影

响，影响的方向是反着的”。他这个好警察在

被人夸时常常困惑“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

‘坏’呢？杜湘东意识到，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

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间地带，而他

和姚斌彬、许文革都被困在那里，似乎永远不

能上岸了。这种处境几乎是令人绝望的”。但

经历开矿厂，人到中年后，他从“奋发”逐步走

向“堕落”，不但纵容下岗的老婆刘芬芳摆摊谋

生，涉嫌报复式虐待实际已“发迹”暴富的投案

自首者许文革，他的激情消失了，理想幻灭了。

杜湘东的“憋屈”一方面在于理想与现实

的落差，他执拗地怀着有恶必惩的警察职业操

守，与追捕逃犯许文革20多年的“纠缠”，让我

们感受到了一名有职业道德、有正义感、有同

情心的“好人”警察形象。杜湘东的“憋屈”另

一方面在于爱情与现实的落差，作为一名警校

大学毕业留京的“京漂”，当颇具罗曼蒂克情怀

的北京本地文艺青年刘芬芳由恋爱对象变为

老婆，当刘芬芳开始抱怨自己“命苦”、杜湘东

“无能”，杜湘东仍然不能满足她的不是很高的

辞职进城经商的要求，特别是刘芬芳说出“杜

湘东，你还不如那俩犯人。犯人还知道跑，你

连跑都不敢跑”时，杜湘东真的觉得自己很窝

囊、很沮丧。但是，总有一个人在坚守，总有一

件事要完成。他不喧哗，自有声，在于他心中

潜在的英雄主义情怀，还会时不时被周边的人

和事所激发，他在关心姚斌彬母亲的同时，也

丝毫不放过监视并抓捕许文革的机会。在小

说的结尾，狱警杜湘东与逃犯许文革之间越来

越惺惺相惜，当许文革决心自杀赴死时，杜湘

东凭借警察的敏感找到了他——这一刻恰是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焰火烧红天际的

时刻。就这样，小说终于把这对奇怪的、有着

过命交情的警察和逃犯纠缠了20多年的人生

合成了一股，指向一个神圣的历史时间，让他

们的情与仇成为大国崛起的大叙事中努力跟

随却不够合拍的一小节。“憋屈”多年的狱警杜

湘东最后终于昙花一现地“发光”了一回：“男

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

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

在那一刻，杜湘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

他还觉得不止许文革，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

借来的，向姚斌彬借，向许文革借，向刘芬芳

借，向警察老徐和崔丽珍借，向这个世上的所

有人借。这么一想，那伴随了他多年的憋闷

也在此时一扫而空。”另外，任何“憋屈”与“发

光”都是相对的，小说通过比狱警杜湘东更

“憋屈”的山西大同的警察老徐，比狱警杜湘

东更“发光”的北京城区刑警支队长同班同学

的交叉描述，在感同身受的同时，让我们深刻

体悟到信仰、责任与担当对一个好警察的支撑

有多重要。

同为北京第六机械厂的青工许文革因和

姚斌彬“偷窃”一辆从日本进口的“皇冠”轿车

发动机被当场抓获，而后关入第二看守所。作

为一名有经济头脑、有精湛手艺、有吃苦耐劳

精神的棱角分明的犯人，许文革一入狱就让犯

人另眼相看，“许文革挨了一顿揍，无意中却

‘翻了板儿’，这在犯人里几乎算个奇迹”，随即

让狱警杜湘东另眼相看，则是在劳动的过程中

和姚斌彬主动请缨合作修车床的无所不能和

高度默契。特别是“许文革护着姚斌彬，姚斌

彬也会护着许文革，俩犯人之间的情义远比旁

人想象得深”。以至于后来杜湘东到山西某县

某乡一个矿井追捕许文革未果后，对顺势而为

发迹的许文革的另眼相看，“几年前的许文革

冲动、鲁莽、不计后果，他能活下来靠的是运

气，或者说是靠了姚斌彬的那一条命。但如

今，长年的逃亡生活已经把许文革磨练得如此

老谋深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后来，杜

湘东更感佩于许文革借命而生荣辱与共的血

性，“我一个人背着俩人的命，得替他活成他想

要的那副模样。要是就这么窝窝囊囊地算了，

那我就算白活了，姚斌彬也算白死了，我们这

两条命都没必要在这世上走一遭。”许文革说

到做到，他用实际行动回报了姚斌彬的“借

命”。姚斌彬没有白死，许文革也没有白活。

许文革、姚斌彬袭警越狱，仅抓回姚斌彬

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

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

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

很难说谁因谁果。姚斌彬和许文革的盗窃行

为一方面是为了给姚斌彬母亲崔丽珍治病，另

一方面却是源于他们对技术的近乎痴迷的钻

研精神。放在今天似乎不算什么特别大的案

件，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却是要求从速从严

的大案要案。特别是他采取极端越狱抢枪“憋

屈”而死换得难兄难弟许文革的“借命而生”，

情同手足以命掩护的兄弟情，从而换得许文革

对他母亲晚年的“知恩图报”，在我们“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的同时，似乎还散发出某种悲壮

的人性之光。许文革因姚斌彬“借命而生”，姚

斌彬因许文革“借命还魂”，活在当下的姚斌彬

母亲忍辱负重坦然面对儿子姚斌彬的死与差

不多视为干儿子许文革的生，她作为罪犯亲人

的“憋屈”与“发光”，也给我们留下了若干思考

空间。

《借命而生》因写活了各类普通人借命而

生的“憋屈”与“发光”，而成为这样的一部力透

纸背的精品力作，但我们看后却觉得很沉重很

压抑。小说中的两大主角，最终角逐的结果是

“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

也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加西

亚·马尔克斯说过：“人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一

成不变的，相反，生活会逼迫他一次又一次地

脱胎换骨。”用这句话来概括《借命而生》的人

物命运走向也很精准。“愚人”与“被愚”可能是

永远值得书写的人性迷宫，向天借命、向地借

命、向社会借命的借命而生同样是广大读者关

注的焦点现实话题。

““憋屈憋屈””与与““发光发光””
□□艾自由艾自由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5月6日，由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主办的“跟着青花回

家——《青花帝国》分享沙

龙”在京举行。冯秋子、顾

彬、阿乙以及《青花帝国》作

者江子一同解锁青花瓷背后

的历史文化。

散文集《青花帝国》以景

德镇青花瓷的发展历史为背

景，讲述与青花瓷相关的历

史人物、重要事件，以解开瓷

器艺术背后的文化秘密。在

这个“青花帝国”中，有恪尽

职守的督陶官、任劳任怨的

工匠，有个性张狂的画师、匠

心独运的诗人，还有显赫一

时的藏家、远渡重洋的使

者。这部作品得到了中国作

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扶

持。为了写这本书，江子在

3年的时间里深入景德镇、

北京、台北等青花瓷栖身的

地方，现场采访调查，阅读大

量文献，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与会者认为，江子表面上写瓷

器，但实际上写的是文化和人性。

青花瓷搭建起了一个书写的舞台，

它承载了江西最有工匠精神、最有

故事的一批人，体现了江西人对瓷

器文化的认同。因此，这本书满足

了江西文学对本土文化进行总结

的使命。这部作品不是为宣传某

个人、某个地方而写，而是试图突

破题材、地域的局限，真正去梳理

青花瓷和每一个人的关系、和世界

的关系。

本报讯 5月8日，首届新时代中国

作家觽堂·祥云杯围棋邀请赛在北京觹

堂文化智库战罢。本次比赛邀请围棋元

老曹大元九段作为嘉宾，胡平、王干、欧

阳黔森、胡性能、陈福民、李国平、祝晓

风、程绍武等参加活动。经过一下午的角

逐，李国平以全胜战绩获得冠军。赛后，

曹大元九段为冠军颁奖。王祥云三段还

准备了自己的新书《孤高求败》作为参赛

选手的礼物。本次比赛由中国作家杂志

社主办，觽堂文化智库承办，祥云围棋工

作室协办。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王觅） 在母亲

节来临之际，5月13日至14日，由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等单位主办、中

国东方歌舞团演出的《我爱你，妈

妈——崔京浩“情醉永恒的爱”音乐

会》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与观众见

面。作为 2018 年“东方歌舞一枝

花——国图音乐季”的首场演出，此

次音乐会分为“温暖的时光”“前行

的力量”“铭记的恩情”三个篇章，融

合沙画、舞蹈、视频等多种形式，用优

美歌声、感人故事和深情告白，呈现

了一台令人难忘的爱的赞歌。

崔京浩是中国东方歌舞团朝鲜

族歌唱家，也是作曲家谷建芬的关

门弟子。音乐会上，他不仅用歌声向

已故的母亲表达深深的怀念，也向

帮助自己不断成长、像母亲一样关

怀自己的恩师谷建芬送上祝福。音

乐总监孟可为此次音乐会创作的主

题歌曲《我爱你，妈妈》融合了多国

曲风，加上崔京浩的深情告白，让思

念、昂扬、感动等多种情绪的体现更

加丰富饱满。

音乐会总导演唐文娟表示，母

爱是永恒的主题，是每个人内心最

柔软的地方。“此次音乐会以一封穿

越时空的信件开启思念之情，力求

让现场观众都能全情投入，感受浓

郁的母爱。”

本报讯（记者 王觅） 5月6日至8日，

2017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艺术创作资

助项目、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创排

打造的大型中国古典舞剧《梁祝》在京首

演。该剧分为“相识”“相送”“相会”“相

伴”四幕以及序和尾声“永生”，将梁山伯

与祝英台的爱情传说通过中国古典舞方

式加以全新演绎，给观众带来别样的视听

感受。

作为2017北京舞蹈学院艺术实践项

目和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工程作品，舞剧

《梁祝》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以家

喻户晓的中国民间爱情故事作为创作蓝

本。该剧摒弃了叙事性舞剧的表述方式，

以意境化的方式结构作品，视觉上追求简

约留白，凸显了中国古典舞语汇的表意功

能。主创团队表示，此次力求通过现代性

的艺术再造与深加工，实现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舞演绎传世经

典，展现中国魅力和东方意蕴。

《梁祝》由庞丹任艺术总监，李恒达任

总导演，李恒达、李天翼编剧，郭思达作曲，

王帅、窦率芳等主演。据悉，该剧还将前往

四川等地巡演，并赴美国演出。

古典舞剧《梁祝》在京首演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5 月 13

日，由吉林出版集团主办的吕立新《藏画

真好》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藏画真好》

是吕立新最新创作的随笔集。这是继

《吕立新说画》之后，吉林出版集团又一

次推出吕立新的作品，旨在加深人们对

投资藏画的了解。

在书中，吕立新聚焦那些与自己的

生活、生命有过交集的名家画作，讲述收

藏、投资的经历，书写对艺术作品的鉴赏

和感悟。书中附有很多书画作品，图文

并茂，印制精美，每幅画作的笔触细节均

得到很好的展现。

吕立新在发布会上表示，现在艺术

品市场已经变得相对理性，这正是我

们介入的好时机。非专业人士在进行

艺术投资时，要远离那些泡沫化、造概

念的当代艺术，重点关注名家作品。

“藏画真好”，但首先要保证所藏的画

是真画。现在辨别画作真伪，有各种

机器、技术，但最可靠的还是人的肉眼

和经验。

《藏画真好》是吉林出版集团的“中

国名家精品书系”之一。这套书系集合

了文学、艺术、经济、教育等领域众多专

家学者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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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京浩音乐会歌颂感人母爱

吕立新《藏画真好》首发

首届新时代中国作家围棋邀请赛举办

《借命而生》中，小人物演绎出

了社会正能量的大情怀，这是一部

冲突不断、悬念迭起的小说，石一

枫用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情

怀、人道主义关怀近距离观照活生

生的现实生活，理想与现实的对

立、价值与欲望的冲突、生存与死

亡的矛盾、诱惑与底线的较量，斩

不断理还乱，好看又耐看。

本报讯 近日，诗人四月的诗

集《四月的沉醉》由译林出版社出

版。在北京举行的题为“诗心，不

在远方在平常”的新书沙龙上，《诗

刊》副主编李少君，北京大学教授

叶朗、朱良志，以及诗集作者四月

围绕诗心的捕捉和诗歌的创作展

开交流。

四月本名顾春芳，北京大学艺

术学院教授，从事美学、艺术学和

戏剧学研究。《四月的沉醉》集合了

她近年来创作的数十首自由体诗

作，表现出诗人对于历史、生命、艺

术等的态度。新书沙龙上，四月谈

到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的共通之

处在于需要敏锐的诗性直觉。诗

是当下生成的，它需要发现世界、

感悟事物的敏锐，诗性直觉对于学

术研究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同

时，学术研究也可以给诗歌创作以

滋养，支撑诗人的灵感之源。与会

者谈到，作家必须关注人生，艺术

不能脱离人生。人生要有诗意，诗

意不仅仅是指浪漫，而是指超越功

利和世俗的精神追求。四月对于

精神性的内在追求，让她的诗包含

一种宁静澄明的神圣感，她诗歌的

内在命题也继承了冯至、卞之琳等

前辈诗人对存在的终极意义进行形

而上思考的传统。 （柯 艾）

《四月的沉醉》新书沙龙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觅） 5月10日，

中央芭蕾舞团原创童话芭蕾舞剧《九色

鹿》授权仪式在北京朝阳区劲松第四

小学举行。据悉，在未来三年时间内，劲

松四小将拥有该剧的演出权。目前，该

校金帆舞蹈团的学生们已开始排练这

部舞剧，并计划于6月登台首演。

1981年，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

生》故事改编的动画美术作品《九色

鹿》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时隔

多年，中央芭蕾舞团创作团队在多次

赴敦煌莫高窟采风后，历时近一年创

排，将这部经典作品搬上了芭蕾舞

台。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该剧总制作

人冯英表示，鹿王的故事教导小朋友

们要养成感恩守信、追求仁善的品

格。此次将舞剧《九色鹿》授权给劲松

四小，也是希望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传递给更多学生。劲松四小校长陈金

荣介绍说，在排练过程中，师生们克

服了很多困难和挑战，蕴藏的潜力和

能量也不断被激发。学校将以排演这

部舞剧为契机，开展多种主题教育活

动，以最大限度发挥《九色鹿》的教育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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