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作谈

《幸福街》这部小说诞生在病床上。2015年10月我因

直肠癌住院，当时心情十分复杂，烦躁、茫然，还觉得很丢

脸。因为前几年单位体检，我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是最好

的。为了活得健康，我每周打两次羽毛球，打得浑身大汗

淋漓。怎么就得直肠癌了？实在想不通。我对老婆说：“什

么人都不要告诉，我不想让别人同情我。”这种心理很奇

特，一般病人是巴不得有人来看望和嘘寒问暖，我却什么

人都不愿意见。医生见我大便带乌血，决定术前先给我做

一次化疗，把从溃烂的肿瘤里跑出来的癌细胞杀死。因化

疗药物相当伤害静脉血管，就让护士置根管到我心脏旁

边，每天往我体内吊与癌细胞作战的化疗药，同时吊护

肝、护肾、护胃和护心脏的药水，从早吊到晚。

手术前一天，我一人面对着病房的四壁，脑袋空空

的，一片荒凉。墙上有块小黑板，黑板上写着：“何顿、男、

56岁、直肠癌”。让我最莫名和凄然的是下面四个字：“恶

性肿瘤”。不仅是那天晚上，好些个晚上我的眼球都被“恶

性肿瘤”这4个字抓着，不想看却时不时瞟上一眼，每瞟一

眼心里都“咯噔”一声。那个晚上，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我

母亲于当年的5月中旬去世了，我母亲一辈子获得过无数

荣誉，年年是学校的优秀教师，后来还是区优秀教师和市

里评选的优秀教师。我母亲获得的最高荣誉是1978年被

选为全国妇联代表，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与全

国的妇联代表一起与中央领导人照相。我那天晚上想，人

死了，一切努力和荣誉都毫无意义。

在这种面对生死迷茫的状态里，我忽然想起了苏联

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的初、高中时代，根本没有课

外书读，所有的书都被禁了，惟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

本苏联小说可以在教室里流传。因为它是苏联作家写的，

而且是励志的，鼓励人投身革命事业、奉献毕生。我的高中

时代，只读了这本小说。这本书里有一句名言影响了几代

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当回

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

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句话于那一刻竟蹿到了我眼中！

让我漠然的是，我好像没有“悔恨”和“羞愧”，只有“人的

一生毫无意义”的荒凉感。我怎么就这么颓废呢？我打开

手机，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生于1904年，死于1936年，只

活了 32 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版于 1933 年，一个人

在 20多岁时，即使双目失明，思想也是向上的、奋斗的。

我已经 56 岁了，如果我明天躺在手术台上没醒来，也比

奥斯特洛夫斯基多活24年，于是，我产生了一种“与他比，

我赚了”的意识。这很荒谬，我想人只有在生死关口才会

这么胡思乱想。

那天晚上12点钟，我正迷迷糊糊地往梦乡旅行时，林

阿亚忽然闪现在我脑中，把我惊醒过来。是很多年前的林

阿亚，我的发小，瞟我一眼，不屑的眼神。非常奇怪，她怎

么会在我最空虚的时刻闪现？相应跳进我大脑里的是另

一个姑娘陈漫秋，当年我给她画过一张素描头像。我家于

1981年搬离了幸福街，父亲从河东调到了河西的某单位

工作。后来我再也没见过林阿亚和陈漫秋。可是那天晚

上，在我内心空落、思绪芜杂的时候，这两个几十年再没

见过的姑娘，居然闪现在我脑中，太诡异了！跟着何勇、黄

国辉和张小山这几个儿

时和少年时的玩伴也跑

来了，跟我说话。我能回

忆起他们的衣着、发式、脸型和眼神，还可以看见他们抽

烟和走路的姿势。这可是从时间隧道里跑来的啊！就是那

一刻，我冒出一个温馨的念头：如果我能从手术台上醒

来，我就要写一本自己这代人的小说。

手术很成功，感谢给我做手术的医生。第二天我清醒

了些，医生要我在病床上翻动，以免肠粘连。当我能半躺

半坐在病床上时，我有些迫切，担心过了这段时间我又不

想写了，毕竟这样的事情在我写作过程中发生过几次。我

要老婆把折叠小案桌支在病床上，把笔记本电脑搁在案

桌上，开始输入《幸福街》的第一行字。坦率地说，做了那

么大一个手术，流了那么多血，一边与病魔斗争一边写

作，难免写得迷惑和力不从心。通常情况下，只写了一两

句话就筋疲力尽了，又要我老婆或女儿把案桌和电脑搬

开，睡了。医生批评道：“何作家，你现在最主要的是休息，

养病。”我答：“写几行字，心里踏实些。”

文学是我的精神支柱。即使是在病床上，在化疗得让

人十分恶心和难受、吃什么食物都想呕吐的身体状况下，

是写作在医治我的伤口，是文学这根无形的锁链吊着我

一口气。可以说，今天捧在读者手里的《幸福街》，就是在

病床上诞生的。

病床上的《幸福街》
□何 顿

《幸福街》给我的最初惊愕是它的叙述语言如同日常

生活般的平静与琐细，像一个老人不厌其烦在回忆。黄家

镇的幸福街、光裕里、由义巷，每一棵树木、每一幢房子、每

一家店铺都被精确定位、精细描写，读者借助文字可以在

脑子里建立一幅黄家镇的全景地图。作者何顿给我们展现

了他对物象的迷恋和沉醉，没有一句概括语，每个语句都

是细节的一部分，而全书则是众多细节的集合体。人物对

话也是你来我往的全程实录。

《幸福街》放弃了对现代小说美学中的浓缩和简约的

追求，大跨度地直接衔接了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传

统。不同于我们通常观念中的小说，也不同于何顿以往的

大多数作品，《幸福街》写了生活在黄家镇上的一群人近50

年的生活，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生，全书没有主要人物，

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核心故事，非常接近我们庸常琐碎的日

常生活，接近普通大众生活的本来面目。小说描写了一组

群像，黄家镇几条街上一群出生于1958年的小伙伴，他们

一起上学、一起长大、一起步入中年甚至接近老年，男孩子

何勇、张小山、黄国辉等，两个出色的女孩子林阿亚、陈漫

秋，还写到了他们的兄弟姐妹、父母辈。黄家镇安宁祥和，

居民们虽不富足但也远离匮乏，孩子们过着天真欢乐的童

年。他们进入学校，正值上世纪60年代中期，历史的天光云

影也投射到黄家镇幸福街这片平静的湖面上。他们人生的

第一次洗礼，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

走出童年，越来越接近成人世界，孩子们的幸福感逐

渐流失，而对于那个年代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历史的风

雨过早地剥夺了他们的幸福。第三章《陈漫秋的少女时代

是十分孤独的》写赵春花、陈漫秋母女惶恐不安的生活，相

对于其他还处于天真烂漫幸福时光的小朋友，陈漫秋的童

年不仅孤独而且忧伤，他们母女生活在幸福街上，像是一

个巨大的反讽。第五章写到父亲母亲被抄家抓走后林阿亚

受到的巨大惊吓，“林阿亚成了一只可怜的小猫”，标题就

是这句话，她的童年和幸福同时戛然而止。

小伙伴们成年以后要面对更广大的世界，经历更壮阔

的人生。他们有了各自的家庭、各自的谋生道路，人生轨迹

相互交叉或者远离，有些人走得更近，有些人逐渐疏远，离

开黄家镇的人远走高飞，留下来的甚至结为连理的也因为

恩怨情仇而分道扬镳。而最极端的，则是阴阳永隔。

留在黄家镇当民警的何勇，娶了唐小月，他算是相对

主要的人物，也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人物。有经营头脑的

张小山开歌舞厅，与县剧团唱花鼓戏的小杨好上，后来歌

舞团遭遇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张小山赔不起损失进了监

狱，出狱后经营录像室，娶了方平，接着又离婚。原先在陶

瓷厂工作的黄国辉娶了刘艳艳，下岗后成了张小山的跟随

者。张小山喜欢的杨琼是县红旗织布厂的下岗工人，嫁的

丈夫唐志国成了植物人。男孩子心目中的女神林阿亚嫁了

个上海丈夫乔五一，陈漫秋嫁给了黄国进；黄国进后来当

上了教育局局长，他和林阿亚是幸福街上最有出息的人。

小说用很多笔墨写到了90年代传统企业倒闭，工人下岗

潮，警察何勇抓到过卖淫的下岗女工。小说最后写到张小

山、黄国辉因为入室抢劫杀人，被判了死刑。破案时还是何

勇带手下去拘捕他们两人的。

而父母辈的命运也各有差别。早年备受屈辱的赵春花

退休前与常万林结婚，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劫后余生，知足

而乐。彭校长退休后用所有积蓄买了一座老宅，院子靠墙

种了南竹，还有一棵很古老的桂花树，彭校长喜欢坐在古

老的桂花树下喝茶。赵春花是晚间广场舞的公众领袖，彭

校长每天早上在湘江边上打太极，他们都为延续幸福而健

身。幸福不只是一种状态，它还是一种领悟。

《幸福街》语言朴素，没有华丽修辞，没有文雅腔调，甚

至没有一个文绉绉的词语。在何顿早年的小说《我们像葵

花》《三棵树》《生活无罪》等作品里，往往有一个微带痞气

的城市青年，摩托车后座载个姑娘，呼朋引类互约“呷饭”，

颇有“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豪侠之气。当

年他的小说也是口语化，但是节奏快，张力足，辨识度很

高，初读有惊艳之感。《幸福街》里，作者年轻时的那股莽撞

劲那股火气没了，甚至他呈现在近年作品《黄埔四期》《湖

南骡子》里的那种紧张激烈也消失了。我边读边想，一定有

什么事情让何顿变了，变得慈祥、平和、宽容了，让他慢下

来、静下来，并把这种态度投射到小说文字中。当然年龄也

能让人发生改变，但变化不会这么急、这么大。

《幸福街》每一章都是口语化的标题，类似欧洲文艺复

兴时期的小说，或者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这些标题如

同于情节预告，既让读者有一点心理预期，又能勾起读者

更强的好奇心。小说不避琐碎，介绍当年的街巷、建筑、树

木、服饰、饮食等物质具象，大量生活细节为1958年前后出

生的这一代人，甚至延伸到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

人，留下珍贵的生活记忆。这也是共和国的珍贵记忆。新中

国70年历史，除了那些惊涛骇浪的大事，还需要附上这些

生动的细节才能立体地呈现，才真实可感。

我们不能说《幸福街》在小说艺术上有多大的突破，它

也没有显示出作者在《黄埔四期》中表现出来的叙事雄心。

作者可能志不在此。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作者是在非常

放松的状态下，怀着深情甚至感伤来写这部小说的，几位

同龄人身上包含着作者很深的寄托，何勇代表了作者的人

格理想，林阿亚、陈漫秋这两个女孩子身上则寄托了作者

的少年情怀。

有哲人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回忆。《幸福街》

既是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何顿的记忆，王家镇的记忆，是独

特的、不可替代的珍贵文本。如果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

唤醒记忆、激发情感，那么这部小说以它结实的现实主义

风格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毫无疑问，作为作家的何顿是有真心、有良

心、有雄心，更有野心的。他致力于文学创作30

年，以始终如一的韧性和执著坚持自己的文学理

想。何顿是一个辨识度很高的作家，他的魅力缘

于他的写作风格和叙事特点。何顿的作品无一不

是写长沙，这座城市里的人间烟火、人物悲欢。不

妨想象，百年甚至数百年后的读者，在物是人非或

者说日新月异的时日里，他们跟随何顿的叙事，从

《生活无罪》《我不想事》《弟弟你好》《太阳很好》

《就这么回事》《无所谓》《我们像葵花》《荒原上的

阳光》……这些悠长作品里看到风华万种的长沙，

这个独特的南方城市精神上的成长和心灵上自足

的历程。

《幸福街》讲述了生活在幸福街的两代人的故

事。他写出了与他同龄的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

一代人，以及这一代人的后代。何顿写的不是一个

人而是一群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及人生选

择，他们的出身、性格、气质决定了他们人生的关键

抉择，因而得到不一样的人生结果。从20世纪70

年代开始到世纪末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他们的遭

际和情感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似乎就生

活在我们身边，他们的柴米油盐、甜酸苦辣、喜乐悲

欢，他们都是小人物，却是这个时代如蝼蚁般低微

又如竹林般茂密的存在，他们真实而细微的命运

遭遇，广阔而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

何顿作品的穿透力在于，他小说中所有的细节，都是经得住时间和

历史检验的。读罢《幸福街》，我再次感动于他的这种“经得住检验”的

自信。他说他要成为“历史的书记”，他希望自己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很多年后的人们读到《幸福街》，能在书里看到中国南方真实的城市生

活。在《幸福街》里，何顿塑造了众多不同性格、身份的人物，李咏梅、黄

迎春、赵春花、林志华、周兰、林阿亚、何勇、黄国辉、张小山……何顿用

这些人物，展示了一幅琳琅满目的当代清明上河图，这其中有他对社会

文化的洞察、白描，也有对人性的淋淋尽致的铺陈和拷问。他们因不同

的选择而拥有了不同的命运，这些人物形象饱满，性格突出，丰满立体，

林阿亚和陈漫秋两位美丽的女性形象塑造得非常出彩。

《幸福街》是何顿送给家乡、留给未来的生命礼赞。何顿的小说平

实、真实、密实、扎实，这种平实带着生命的坚硬，这种真实带着周遭的

残酷，这种密实带着生命的韧性，这种扎实带着泥土的腥膻和草木的芬

芳，而这四者，合成了何顿小说的文学特质，这是一种绵密悠长、不管不

顾的霸蛮之气，你可以将它理解为敢为人先、心忧天下的湖湘精神，也

可以将它理解为关乎何顿自身经历的大悲喜和大彻悟的哲学问题，是

他寻求人之为人的生之尊严与死之庄重的苦难追索。

很多作家在故乡的方寸间耕耘，却写出了史诗一样宏大的家族叙

事、地域叙事、民族叙事、国家叙事。何顿用地域性语言进行个性化叙

事，从地域抵达整体，开拓了中国经验的叙事美学。莫言没有走出他的

高密却走出了中国，苏童发誓要写一辈子香椿街，福克纳用美国南方的

方言描绘密西西比河边的小镇，康德终生未离开葛底斯堡，却写出《纯

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样划时代的巨著。何

顿也是如此，他的文学创作立足于长沙这块沃土，几十年如一日，长沙

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一颦一笑都是他的原始矿藏，难能可贵地开掘

出他的既真实又虚幻、既粗犷又细腻、既素朴又妖娆的世界。他的世界

就是他的风格，粗粝是他的品质，真诚是他的态度，他的叙事带着泥土

的芬芳、野草的活力、人性的散漫与自由。看似漫无边际，却恰恰构成

了何顿作品的宽柔、宏大。何顿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此

同时，他的作品是丰富的，不仅仅停留于现实主义手法，他在极端世俗

性里构筑里有他的现代性表达，正如现代派将宏大解构为各种看似散

乱的细节，何顿的现代性在于他用散乱的细节重构了似乎太真实又太

不真实的作品，这些我们记忆深处的真实，有些其实因为种种原因已经

被我们遗忘，这样的真实令人恐惧，令人心碎，又令人希望盎然。

何顿祖籍是湖南郴州，宋代词人秦观写过一首有名的《踏莎行·郴

州旅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

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

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每次读到何顿的小说，我就会想到“郴江幸自绕

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一句。毫无疑问，何顿的作品是留给历史，更

是留给未来的。他笔下的时代曲径通幽又波澜壮阔，正如他所希望的，

他的作品是留给未来的。作为一名记录者和书记员，不仅百年，遥远的

读者也一定会记得他，他们“手里捧着一本《幸福街》，就知道当时湖南

的生活就是这样”，也知道当时中国的生活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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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顾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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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年来，文学创作领域从风

格、评价、读者取向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何

顿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的创作生涯中，时间的流逝和外

界的纷扰似乎对他没有构成什么影响——数十年如一

日，他一直是那个安静的埋头写作的作家，他一直把社

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放在第一位，他一直禀持着“用

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的创作理

念，他一直是那个坚持现实主义写作的作家。

从《生活无罪》《我们像葵花》《就这么回事》《无所

谓》《荒原上的阳光》到《湖南骡子》《幸福街》等，他的每

一部作品，都是为“卑微的人、大写的历史和血性的土

地”立传，都是“他的思想、精神朝向大地、朝向历史的一

次次映射”。

年前出版上市的《幸福街》也不例外。这部作品从构

思、写作、几易其稿到正式出版上市，可见这部作品在何

顿心中的分量。

《幸福街》通过勾勒新中国成立后幸福街两代人的

命运遭际，全景式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普通人

的生活、思想、命运境况与时代风云激荡的历程。这部作

品上市才几个月，就受到了各界的强烈关注。

如同福克纳的奥克斯福，马尔克斯的阿拉卡塔卡小

镇，沈从文的凤凰古城，鲁迅的绍兴，莫言的高密乡，长沙

人何顿也在故乡的古巷老镇里开辟了自己的“天地”，他

从《生活无罪》开始，一直坚持地域性写作，《幸福街》也是

从这里生长出来的。何顿自己说过一句话：地域色彩也是

世界色彩。他的叙事一直带有方言特色，由地域呈现出整

体，从而与不同时空下的读者达成了坚固的情感同盟。

“血脉中有文化的高贵血液，情感上又有浓厚的平

民倾向”，这是何顿创作的另一大特色。

《幸福街》主要描写了幸福街上几乎与共和国同龄

的一代人，在大时代风云下的心路历程。在时代发生深

刻变革、人民精神生活发生深刻变革和文艺创作亟待发

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何顿通过自己十多年的观察思考

和素材积累，抱着为普通人立传的朴素创作观，观照了

普通人的生活、命运、情感，描绘了一群普通人历经社会

变迁所遭遇的酸甜苦辣。

再大的历史风云也会在普通人的命运里得到折射，

这也是何顿像一头“湖南骡子”一样，执著地在现实主义

创作领域耕耘的原因之一。《幸福街》既表现社会的变

革，也表现普通人的命运，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

一，具有深刻的审美价值和时代意义。

风雨中的坚实风雨中的坚实
□胡 平

何顿是个坚实的作家，他每一部长篇面世，自《来生

再见》《黄埔四期》等直到新作《幸福街》，都属于直面人

生，不虚美、不隐恶，忠于良知的写作，具有不含糊的分

量和毋庸置疑的价值。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始终可以赢

得人们充分的信任和尊重。

中国是个长篇小说题材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沧

海桑田、风云激荡，提供了史诗性创作的广阔空间。何顿

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体验过社会变迁的风风雨雨，故

此可以写出《幸福街》这样厚重的作品。

最简单地说，《幸福街》主要写一批“50后”中学同学

的人生阅历。他们穿行三个时代，人至中年，仍保持联

系，但彼此已拉开距离，“混”得很不一样。回首往事，感

慨良多。在这个大的结构与立意上，何顿已显示出与其

他作家的不同，他的视角足以勾起许多人的共鸣，富于

洞察力和概括力。

历史境遇显然在这批人身上打下不灭烙印，他们经

历过政治运动、失学、下乡等非正常事件，或多或少受影

响终生。张小山是副区长的儿子，曾好学上进，“文革”中

成为黑帮子弟，停课后与何勇、黄国辉等一起练武、学打

架；改革开放后做买卖，“没什么文化又好面子”，最后竟

与黄国辉犯下杀人罪行，被处以死刑。杨琼本是班长，在

学校里出类拔萃，但学业中断后未能继续升学，工作后

下岗，全家生计窘迫。黄琳干部出身，“文革”中曾倍出风

头，主动上山下乡，理想破灭后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黄

家镇第一个主张性解放的女人。高晓华一心想当“革命

接班人”，后来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神经失常，仍保持着

红卫兵时的装扮。即使像何勇这样中规中矩、始终随着

社会潮流走的同学，凭自学获取大专学历，当上了副镇

长，也还常为此生未能受到高等教育深感怅然。作者以

“过来人”的资格和亲历者的笔触复现了过往的情景，写

出了历史的迷误给一代人带来的无可挽回的牺牲和终

身的痛楚，有助于强固国人铭记历史教训、少走历史弯

路的信念。倘如青年读者读过此书叹道，我们了解了，但

愿我们今后能走得平坦些，《幸福街》便没有白写。

这部作品的用意又远不止于此。小说不是历史学演

绎，而是文学著作。《幸福街》更将笔力深入进历史情境

中的个体，探索和考察个体差异，追究个性与人生命运

间的牵连。书中的黄国进，同样为干部子弟，父亲在“文

革”中被打成叛徒，但他自强不息，社会正常化后持续做

出业绩，以后提拔至省里某厅厅长，成为同学中的翘楚。

更突出的是林阿亚和陈漫秋，两人在运动中都沦为“狗崽

子”，无法升入高中，林阿亚只能旁听，陈漫秋则勉强就业，

她们在生活和心理上受到的打击可谓严酷。可是，两人未

自暴自弃，反而在高压下更积蓄起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

的意志，不辍学习，终于在转机来临之际考上大学，获得深

造机会，在改革开放时期成为天之骄子，使同学们羡慕。事

实上，林阿亚和陈漫秋代表了遭际相近的一大批青年，他

们都曾落入谷底又东山再起，他们的人生经验对后来人也

颇具启迪意义。无论出生于任何时代，个人皆无法选择出

身与环境，但却可选择人生方向。对于初涉世事的青年们

来说，陷于逆境也未必意味着噩运，因为逆境也可能成为

最苛厉的教师，教会青年更多东西，鞭策他们比其他人更

快成熟。所以，林阿亚和陈漫秋也许可称为有别于高加林

的另一种文学典型。《幸福街》开篇时一帮同学相差无几，

小说以后始终平行跟踪着这帮同学各自不同的生活道路，

几十年后发现，彼此处境地位竟相差如此悬殊，有的成为

社会中坚，有的却犯下重罪、命丧黄泉。其中的责任，实

在不能只归因于社会，更重要的当追寻各阶段里个体的

人生抉择。小说很大的看点就在这里，它算得上一部难

得的建立在一代人命运素材上的人生教科书。

不仅如此，何顿还抓住题材特色，花费大量笔墨细

致书写了同学们之间的友谊与爱情，并寄寓深意。人们

会承认，生命旅途中，同学之情往往十分纯真恒久，变为

宝贵的人生财富。何顿看重同学之情，书中将这种特殊

感情写照得相当动人。运动中，当班级上有些学生被贬

为贱民时，同学中少有人对其加以歧视，大都好意送去

关切。陈漫秋失学后，张小丽天天去看她，借给她课本、

供她自学。林阿亚在父母和奶奶被抓走时几乎绝望，何

勇和黄国辉给她带来精神上的很大慰藉，以后，何勇又

四处奔走帮她获得准考证，改变了命运。其实可以说，她

们后来的成功，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的选择，还包括了

同学集体的努力，这就将作品的内涵引入更高层次。在

人格上，何勇是同学中最为出彩的楷模，他虽然没有考

上大学，并因此失去了深爱的林阿亚，但他对林阿亚友

好如初，始终保持着老同学的友情。作为警察，他不能不

严肃执法，破获了张小山和黄国辉的入室杀人案件，但

深深为老同学悲痛，肝胆俱碎地送别了他们，使他们在

离开世界前享受到人间友谊的温暖。何勇是小说中不露

声色的主人公，他是同学一场的见证者，也不时在思索

着大家不同的归宿，在同学们中间赢得真正的威信。他

的存在，将作品的文学性和价值观推向更广阔的意境，

告诉人们，人生更大的成功乃是做人的成功——尽管青

年们未必能很快领悟到这些。

《幸福街》是何顿又一部坚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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