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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时候是2011年，我写小

说有两年时间了，但还处在起步阶段，

一方面是写得快，倾诉的欲望推着我

不停地想写不停地想写，另一方面是

还很盲目，不知道哪家文学刊物适合

自己，也不知道哪家文学刊物能接受

自己的小说。当时写了一个叫《醉长

安》的中篇小说，想往大刊投一下，看

到了《鍾山》杂志的投稿邮箱，便抱着

试试看的心理投给了他们，但也没有

抱太大希望。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忽然接到一

个南京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很

好听，告诉我他们很喜欢我的《醉长

安》，要发表在《鍾山》2011年第6期头

条。我很吃惊，同时又有一种难以言喻

的喜悦，第一次在文学大刊上发头条，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殊荣，因

为这不仅代表着认可，更代表着鼓励。

我觉得奇妙的是文学的力量，文

学可以造就一个写作者与一份文学刊物之间的

缘分，然后又进一步成就知己者之间的缘分。

我和《鍾山》的缘分也大抵如此，在发表《醉长安》

之后，我收到了一些外界师友的好评，很受鼓

励，于是趁着一次去南方游玩的机会，我便到了

南京。我之所以当时要去南京，其实只因为《鍾

山》杂志在那里，似乎那是一种可以依赖的亲切

感。我给我的责编打了个电话，她说欢迎我去

玩，我便一路找到梦都大街、找到作协的院子，

还站在院子里的水池边看了一会红鱼。当然，

那时候我肯定想不到有一天这里会变成我的

单位，后来每每想来，都感叹缘分的神奇。

我看鱼的时候，编辑已经出来接我，她细

心温柔、敬职敬业，有时候好到让我

觉得不好意思，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

朋友，我心中有什么不快都愿意和她

讲讲。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主编贾

梦玮老师，贾老师是我写作生涯中的

第一位恩师，他最早给了我写作的信

心。此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一次南

京，到了南京就直奔《鍾山》而去，在

他们编辑部一坐半天，已经很不把自

己当外人。

《鍾山》杂志的风格大气沉稳，一

直持有纯正的文学品质，但又低调安

静，有些隐者之气。同时又很尊重作

家，稿费几乎一直都能开到业内的最

高标准，也是在体恤写作者们的清贫

与不易吧。有意思的是，《鍾山》杂志

从主编到编辑都与杂志气质颇为相

似，重情重义，侠肝义胆，说话很少，但

会把什么都放在行动里。《醉长安》之

后我陆陆续续在《鍾山》发表了6个中

篇小说。有几次，小说发表出来之后贾老师也

没和我多说什么，但过了不久我就看到他专门

找人给我小说写的评论已经发出来了，心里觉

得很感动，但我也不和他说我看到评论了，他当

然也一个字不说。然而，就是在这种静默中反

更能感觉到情义之所在，觉得那些流于嘴上的

感谢到底还是浅了些。

所有真正的东西都是需要经过时间和沉淀

的，太快的东西总让人觉得不真实也不安全。

比如像我和《鍾山》之间的这份情义，不仅仅是

经过了7年时间的淘洗，更因为那种低调深藏

的注视与关心。我知道无论我写到什么时候、

写到哪里，她就在我身后，从未离开过。

《《鍾山鍾山》：》：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山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山

《鍾山》这么一个重要的刊物创刊40周

年了，真快。1985年《鍾山》创刊7年的时候，

我在《鍾山》第5期发表了中篇小说《金发婴

儿》。当时，这个稿子被好几家刊物退稿了。那

时候，《鍾山》编辑范小天到军艺文学系约稿，

我说有一个退稿，你要不要带回去看看？他说

给我吧。就这样，屡遭退稿的《金发婴儿》被范

小天发表了，从此，我们之间建立起很深厚的

友谊。后来接替范小天的是傅晓红，陆续给她

几篇稿子，像《拇指铐》（1998年第1期），是我

比较满意的一个短篇。后来还给她一个话剧

《我们的荆轲》（2004年第2期）。我说知道你

们也不愿意发剧本，但还是给你看看，不必勉

强。傅晓红把这个剧本发了。后来见到她，她说

你把我害苦了，我说怎么了？她说发了你这个

剧本后，我们每天都会收到一堆剧本。这当然

是略有夸张的话，但我知道能在《鍾山》发剧

本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对此一直心怀感激。

《鍾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地位不要再

说了，一个刊物办了40年，发表了这么多优

秀作品，真是不容易。《鍾山》伴随着我们在文

学道路上跋涉，我们也跟着《鍾山》成长。连续

30多年，每隔两个月就会收到一期《鍾山》，

满怀着感情打开，看到熟人的文章，看到新人

的风采，看到《鍾山》的变化。现在想，如果能

把30多年来收到的《鍾山》一本不缺地保存

起来，那就非常有意义了。

《鍾山》发表了作品，培养了作家，也引领

了风气。我们都知道“新写实”是从《鍾山》开

始的。新时期文学伴随着很多文学名词的发

明，“伤痕”、“寻根”、“新历史主义”、“新写实

主义”，最近流行什么主义我不太知道了。任

何一种文学现象，一种文学流派，它刚开始形

成的时候应该是不约而同的，不会是开会商

量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各人按照自己的想

法写，但是由于人生经历的相似，所受教育的

相同，以及时代生活的类似，往往使一批作家

的写作带有某些共同的特质，我们的批评家

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这些共同的特质，然后冠

给它一个名号，这就进入文学史了。希望批评

家今后在研究创作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发明

新名词，发明了新名词的批评家可以不朽，作

家也跟着沾光。如果有幸成为某一个流派的

领军人物、代表人物，那就可以名垂青史了。

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话，大家不必太认真。

总之，我想文学和批评确实是相辅相成

的，没有一个作家是不看批评文章的，有的时

候嘴里说我从来不看，但实际上在偷偷看。也

从来没有作家说批评家影响了我的写作，但实

际上这种影响还是在悄悄地发生着。当批评文

章点到了你的疼处，或者暗合了你的心意，你

心里面的认同感、愉悦感是不可言喻的。有些

文章确实指出了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某些问

题，这样一种警醒，对作家以后的创作肯定是

有好处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鍾山》发小

说、发剧本、发诗歌的同时还能用大量篇幅发

很多重头评论文章，这让刊物变得丰富，也使

刊物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变得重要。

《鍾山》百期的时候让作家写寄语，我记

得当时写了四句打油诗：“鍾山风雨起苍黄，

‘金发婴儿’过大江，率领‘梦境与杂种’，还有

‘玫瑰扑鼻香’。”这诗借用伟人诗句，略涉戏谑，

实为不敬，但其中提到了我在《鍾山》发表的几

篇作品，真正要表达的还是对《鍾山》的感谢。

我与《鍾山》不隔山
□莫 言

对《鍾山》我个人非常感激。《褐色鸟

群》当时写完的时候，《迷舟》刚刚在《收

获》上发，然后《鍾山》到上海来组稿。那

时候我好像连续几天没有睡觉，人处在一

种昏昏沉沉的状态。我记得当时开始写

《褐色鸟群》那个开头，有批评家曾经谈及

先锋文学的游戏性的问题，别的作品我不

敢说，《褐色鸟群》刚开始写的时候的确带

有一定的游戏性，因为当时脑子不太清

楚。但问题是《褐色鸟群》这么多年来还

是成为了我的一个标签。

《鍾山》一共发了我7篇作品，《褐色

鸟群》的发表尤为重要。我现在回过头来

想想，《褐色鸟群》当时如果寄到其他任何

一个杂志，发表的可能性都不大。王彬彬

说《鍾山》的编辑思路有点“野”，从《褐色

鸟群》发表这件事上的确有所体现——他

们是不拘一格的。整个新时期文学有一

些很重要的特点，我个人理解最重要的一

个就是，新时期文学的批评和创作是互动

的，这个大家都讨论过很多。新时期以

来，几乎每过两三年就会有一个思潮出

现，文学创作、作家创作跟这个思潮、跟这

个批评构成非常复杂的关系，这个当中

《鍾山》确实占有某种特殊的地位，从文体

来说，《鍾山》相对更丰富一些；所以我们

感觉到新时期文学不同的思潮以及后来

特别重要的“新写实”都在《鍾山》上有所

反映。

《鍾山》后来对我影响非常重要的有

两点，一个是它对非虚构文学的探索与提

倡，《鍾山》不断地在明里暗里提倡某种东

西，这种提倡是基于它对中国文学正在发

生变革的这样一个敏锐的判断，因为中国

在短短的历史阶段中，实际上出现了非常

多的光怪陆离的文学状态，各种各样的现

象，而《鍾山》刚好跟这个过程相始终，做

得特别出色。第二是《鍾山》的文学批

评。在中国其他杂志当中，恐怕很少有

《鍾山》这样一个整齐的批评家队伍，事实

上构成了对文学非常重大的影响，而且这

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非常了不

起。《鍾山》培养了一批视野和目光都比较

宽阔的、能够直接介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

的批评家。在批评与创作的关系上，全国

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中，《鍾山》做得最好。

反过来我也可以谈一谈我的感想。

我在高校这么多年，渐渐地发现实际上

中国最近的文学，包括学术本身都生活

在一种假象当中。我个人的判断是，文

学内部、学术内部已经发生非常重大的

变革，这种变革我们没有很清楚地看

到。我觉得在目前这种状况之下，《鍾

山》还是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一些

更好的工作。其实“文学”这个概念在

高校里面也就一百多年，原来传统的

“语文学”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突然变

成一个“文学”的概念，当然最近也有很

多人提出是不是可以重新回到传统文

学的脉络里面，这个可以商榷。但是我

觉得文学发生变革是肯定的，在今天这

个变革是隐性的，不像上世纪80年代那

样被思潮裹挟。在这样的状况中，《鍾

山》有它更为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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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山》杂志是伴随改革开放一路

同行的大牌文学杂志，40年来，它以自

己鲜明的特色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在

文学期刊如林的当下，能够脱颖而出独

树一帜并非易事。《收获》可能更注重先

锋性，《当代》更注重现实主义，而《鍾

山》在多年的办刊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

包容性。可以说40年来《鍾山》是中国文

学最大的实验场，从上世纪80年代，比

如“探求者”那些作家，到后来“新写

实”、“新生代”，包括非虚构，各种各样

的文学实验在《鍾山》都表达过，所以

《鍾山》是一个一直在寻找、一直在探索

自己办刊道路、甚至寻找探索中国文学

道路的文学刊物，它的辨识度和重要性

是显而易见的。王安忆的《长恨歌》《流

逝》《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等20多

篇作品都是首发《鍾山》。

刊物办得好，和它团结的作者有关

系，毕飞宇、王彬彬等都是江苏作家，他

们应该义不容辞。王彬彬的专栏“栏杆

拍遍”，其影响不止在于它的连续性和

数量，更重要的是它的深刻性和它探索

到的一种新的写法。在这一点上，王彬

彬和《鍾山》的贡献非常之大。还有发表

毕飞宇分析《促织》的文章，让我们第一

次看到一个作家对中国经典短篇小说

方法、技法的完整体会和感悟。他的《小

说课》结集出版后，批评家们需要认真

对待。

当然，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今天，无论是一些概念、

对一个现象的命名或者是引领，《鍾山》确实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最有代表性的是“新写实”。从文学史的角度去考

察，我们的现代派、先锋小说，1987年应该是尾声，这时，中

国作家要探寻自己的文学道路，不能总跟着西方先锋派写，

跟着西方先锋小说写，写来写去永远是第二。但是如何能够

写出——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但不一定准确——中国故

事、中国经验，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新写实”的

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找到了合理的路径，现在确实留下一批

很好的作品，比如刘震云、方方、刘恒的那些代表作、成名

作，是我们40年来最重要的文学成就的一部分。“新写实”

小说的正式命名，就始于《鍾山》杂志1989年第3期上开

辟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经由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文学

实践，现实主义写作放弃了经典写实主义的想象，以大量的

生活“原生”状态和琐屑庸常的生活场景通进文本。人物或

小说回到了最原始的起点，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性的关

系，使小说由“表现”转向了直接的“呈现”。《鍾山》发起的这

场讨论，已经写进了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鍾山》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为盘点30年（1979年-

2009年）长篇小说创作成就，杂志特别邀约了当时12位知

名评论家，从纯粹的文学标准出发，投票选出他们认为最好

的10部作品并简述理由。最后根据得票情况前11部（因最

后4部得票相同）作品为：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

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张承志的《心灵史》、余华的《许

三观卖血记》、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贾平凹的《废都》和《秦

腔》、莫言的《生死疲劳》、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李洱的《花

腔》。活动邀请的评论家都是对新时期文学持续保持关注的

中青年评论家，除了我以外，还有丁帆、陈思和、洪治纲、吴

义勤、施战军、陈晓明、吴俊、贺仲明、张清华、汪政、何言宏

等。我们一共提名了30多位作家的53部长篇小说，其中贾

平凹有两部作品进入十强，余华、莫言、毕飞宇、苏童、阎连

科、铁凝、阿来、史铁生、韩少功、王安忆、张炜等作家均有最

少2部作品被提名，其中作品被推选最多的是余华、阎连

科，每人都有4部作品入选。在专家评选外，《鍾山》还与新

浪网联合推出了读者调查，在评论家提名的作品范围内邀

请网友投票选出最好的中国长篇小说。从网上评论来看，有

的网友对作品限定在专家推选出来的名单上表示了不满，

有的则列出名单之外的一些作品。有趣的是，在专家榜中以

一票之差而未能进入十强的《平凡的世界》获得最多网友的

选择，高居榜首。余华则取代贾平凹，以《活着》和《许三观卖

血记》成为网友票选榜前十名中入选作品最多的作家。《白

鹿原》《尘埃落定》《废都》《长恨歌》《花腔》《许三观卖血记》

在两个榜单中都得票较高居于十强之内。这一活动的形式

和内容都非常具有专业性和前瞻性，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后

来《鍾山》还推出了30年（1979-2009）十大诗人的评选活

动，形式同样新颖别致，投票结果和评委评语也都在刊物

上刊载了，内容非常丰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举办

这样的活动，目的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媒体式的炒作，而

是以自己的方式（即贾梦玮所说的“文学的标准”）真正介入

中国文学的现场和进程，这也是40年《鍾山》一直坚持的立

场和办刊的方式。

《鍾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我所说的包容性和“中国文学

最大的实验场”这两个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好，或者中

国的现代性也好，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要

经过不停的实验，这个实验本身也带有试错性，自然科学可

以试错修正过来，文学当然也可以这样，它充满了探索性。

希望《鍾山》在这样一个探索、实验、创新的路途上越走越稳

健，祝福刊物越办越好！

1978 年，作为对改革开放的最有力的呼应，《鍾
山》文学杂志在南京应运而生。从《鍾山》文艺丛刊到

《鍾山》文学季刊，再到《鍾山》文学双月刊，40 年《鍾
山》凭借其文学性与思想性兼具的特点、浓厚的知识
分子气质和坚定的人文立场，享誉汉语文学界。

2018年，为纪念创刊40周年，《鍾山》先后在南京、
北京举办了一系列文学活动，其中与北京师范大学合
作举行的“《鍾山》与新时期文学进程”研讨会、在南京
先锋书店举办的“心境却大海般平静又深沉——《鍾

山》创刊四十周年诗会”等活动嘉宾云集，影响广泛，莫
言、格非、李洱、毕飞宇、多多、周伦佑、王家新、臧棣、
丁帆、陈晓明、张清华等作家、诗人、学者纷纷到场，高
度评价了《鍾山》在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起到的引领
性作用。

11月 3日，《鍾山》将举办创刊 40周年纪念座谈会
以及两本纪念文集的首发仪式，该纪念册收录了多位
作家、学者为《鍾山》创刊 40 周年精心撰写的纪念文
章，现从中选取六篇，以飨读者。

一个作家和一本刊物是师友的关

系，固然是对的，但对于某本特定的刊

物，作家总是觉得有冥冥中的相遇，如

同某种命运的开始。毫不夸张地说，

《鍾山》对我就是一种命运的开始。

2002年开始写小说之前，我写诗，

没有进行过任何小说的训练。一个机

缘让我开始了小说写作，其中一个中篇

《将爱传出去》，投给了《鍾山》，居然得

到了发表。现在回头再去读这个小说，

我觉得那时候胆子真是大，就像第一次

给《鍾山》打电话，第一句就问：“你好，

我找贾梦玮。”直呼其名。从贾梦玮接

过那个电话开始到现在，我都没有喊过

他一次老师，或者说主编，我们成为了

编辑和作者的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成

为了可以分享美好又可以互讲逆耳之

言的好朋友。设想一下，要是从那个电

话开始，他就认定我不敬、不礼貌，多少

对于作品的判断还是会有影响的，事实

上，这种事情在新人作者身上不乏发

生。我只能说我命好，并没有为我的莽

撞付出代价。

同样的，我的那个小说也是命好，

它发表之后还被推荐到当时的《作品与

争鸣》，配发了争鸣文章。我这个小说

里写了一个克隆人在现实中的情感遭

遇。既不科幻，也不完全现实，更不是

网络小说，可以说是“四不像”。《鍾山》

的包容让我对小说写作有了些信心，于

是也对《鍾山》“放肆”起来。我的第一

个长篇、那些“粤味”浓厚的小说，长长

短短，都投给了《鍾山》，它们都得到了

好的命运。这种命运，对于一个刚起步

的小说新人来说，何其重要，不亚于获

得某种自由。

我属于那种少产作家，小说写了16

年，但发表的并不如其他作家多，每年

顶多两三个。翻检一下自己的创作年

表就能计算出，《鍾山》是我发表最多的

刊物之一，幸运的是，这些作品大多都

获得了大大小小的认可，多次进入中国

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获得《鍾山》文学

奖、鲁迅文学奖等。当然这是不能用命

运两个字简单解释的。从第一篇“四不

像”的稚嫩的小说到后来的作品，《鍾

山》见证了我写作的成长。

在这个“小确幸”盛行的时代，人们

很容易因为达成了一桩小小的心愿而

感到小而确定的幸福，我觉得与《鍾山》

的缘分，是一种“大确幸”，它大到成为

我写作的另一种命运，因为写作是我人

生最大的心愿。

祝福《鍾山》，祝福写作。

年华易逝。眼睛一晃，距我第一次在《鍾山》上发表小说，过了21年了。

那次发表的是《成长如蜕》，算是我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成长如蜕》由当时的

《雨花》主编姜琍敏转给了《鍾山》主编徐兆淮，责编是贾梦玮，他当时刚从南

大硕士毕业，分在《鍾山》做编辑。现在他是《鍾山》的主编了，把这本杂志做

得稳妥低调而奢华。

《成长如蜕》发表后，我听人说，转载率挺高。后来又有一天，我走在路

上，一位熟悉的女文友叫住我，对我说，《成长如蜕》在《鍾山》上是头条。这是

我第一次听说“头条”二字，但我不以为然，而且我也觉得我不会一直写小说，

我任何时候都能扔掉小说再也不写。

若干年过去，我才明白，一本杂志，什么样的文章放在什么地方，是对编

辑和主编的考验。一位作家一生中，会有写作的初级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

阶段。当然希望在成熟阶段能登在一流杂志的显目之处，这是编辑者的眼

力，也是一本好杂志对作家的肯定。

我幸运的是，刚“出道”，小说就被《鍾山》这本一流的杂志登了头条。《鍾

山》是引人注目的，在《鍾山》上发表小说也一样引人注目，何况是头条。紧接

着我在《鍾山》发表了中篇小说《现在》。那时候急着在文学上寻找到自我的

价值，写了一批风格迥异、题材庞杂的小说，左冲右突之中，倒也其乐融融，也

忘了写不写小说这件事了。但随后问题也来了，我找不到写作的意义。所以

到了2005年，我在《鍾山》发表中篇小说《云追月》之后，就不再愿意写下去。

一直到2007年年底，我决定在写作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不管发生什么，

我得用我生命中所有的时间表达对它的忠诚。2008年春，我搬到一个临近太

湖的僻静之处居住。这年我给了《鍾山》一个短篇小说《马德里的雪白衬

衫》。我是从《鍾山》走出来的作家，虽说我当时心思懵懂，人也不免有些浮

躁，但感恩之心常常如晨钟在心头鸣起。许多人、许多事，不思量，自难忘。

《鍾山》创刊40周年，正是如日中天，衷心祝她文学的生命如火如荼，如松

柏长青。

《鍾山》与我
□叶 弥

你是我的另一种命运
□黄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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