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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万象更新、百废待兴。风起于青萍之末，文坛
风生水起，雨后春笋般，创刊许多新的文学
刊物。可以说，哪一种也赶不上《文汇月刊》
的命运起伏跌宕，并如此揪动作者、读者和
编者，乃至多方之心。一本平常的文学刊物，
能够遍地开花于社会生活之中，迅速地扑入
如此众多人的心目之中，只能属于 80 年代。
为这样一本只有 10 年为期并不长却内
涵不凡的刊物作传，其实，也是为一个时代
存照，为自己的一份记忆写心。所以，我说这
部书不同寻常，
便在于作者必须具有对史、对
人、对己的一份真知卓识，
需要见得一颗直面
现实与历史交织而难解难分的勇敢的心。
书名说“激情文坛”，
“ 激情”二字，对于
80 年代，是一种怀念；对于如今，则是一种
反讽。因为如今，激情早已不再，不仅文坛，
整个世界都已经变得面目皆非。重新回顾并
书写那段历史，恰恰是这部书的意义所在。
在那个时代里，文学不属于精英，而属于大
众；文学没有屈膝于资本，而有着独立的品
质和正义与正气；文学没有被边缘化或偏安
于一隅，而是身处时代的激流之中，让浊浪
排空也淋湿自己的一身，而没有因为衣襟上
溅湿一点浪花就狼狈而逃。
因此，
《文汇月刊》的历史，就是那段历
史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之中，既有文学的
激情，也有那个时代的激情。没有哪一个时
代的文学，比那时更敏感地感知并激情地介
入现实的生活中，从而构成了严峻而激荡的
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哪一部书如
这部书一样，以一本刊物的兴亡作为个案进
行解剖，由此拔出萝卜带出泥，连带出众多
作家和编者，连带出世道与人心，连带出活
生生的生活，从而鲜活地勾勒出一个难忘的
时代。达成的这部《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我
在〈文汇月刊〉十年》，将成为研究这段历史
的文学与社会的一个活标本。我相信，它将
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也将成为当代历
史的一个生动形象的注脚。所以，开宗明义，
我说这部书的价值，正在于书写的是中国文
坛乃至中国当代一段重要的断代史。
逝者如斯，80 年代显得那样遥远。达成
说：
“ 从 1980 年到 1990 年那 10 年，是我一
生中最充实、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人至晚
年，蓦然回首，他更加“留恋那时文学在社会
上的崇高地位”；
“ 留恋那时是充满人情味而
少有铜臭味，人与人之间有着真诚交流和相
互帮衬”。我以为，这是达成写作这部书潜在
的情感动因。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都
是从心灵到心灵，所有再厚重再复杂的历
史，再浓烈再难忘的回忆，从心灵深处潜在
而涌动出难以平复和抑制的情感，都是写作
的最初出发点。
对于达成，写作这部书的最初出发点，
正出于这样朴素却至关重要的一点。在这部
书开端的《文汇月刊》
“创刊三老”一章中，有
着最为详情并最富感情的描摹。对于这三位
长辈梅朵、谢蔚明、徐凤吾，尤其是梅朵对于
这本刊物所付出的心血、对于文学所倾注的

广

“扫壁苦寻往岁诗”
达成开始这部书的写作之前，就是先进
行这样“扫壁”准备工作的。在《文汇月刊》十
年之中，达成和全国各地的 100 多位老中青
作家有过 2000 余封通信，开始被他从尘埋
网封中翻腾出来、整理出来、一一打印、记录
在案。琐碎、单调，却让逝去的岁月回流，万
千事物和感怀复活。这些宝贵的第一手材
料，破茧成蝶，将成为这部书稿流淌的血脉。
之后，他开始走访《文汇月刊》的老人，又以
电话和通信的方式，遍访和《文汇月刊》有过
密切交往的亲历者。这两样工作，用了他两
年的时间。不知道如今还有多少作家，肯下
这样的笨功夫、苦功夫，为一本书，愿意让手
与脚都磨下粗粝的老茧，让心储满水流如
瀑，方敢倾泻在字里行间？这和戏说者、矫饰
者和倚马可待者的写作，不可同日而语。
要知道，这时候的达成退休多年，七十
初度，已是秋深春远之时。他的身体一直不
好，抱衰病之躯，珍时惜日，再贾余勇，做最
后一搏。他说他“不惜以生命的余日为代价，
去做这件事”。这话讲得近乎悲壮，道出的却
是他真实的心情与愿景。重新握笔、重温故
旧、钩沉往事、思索历史、殚精竭虑，一直坚
持 6 年之久。对于达成是很不容易的。他是
那种郊寒岛瘦苦吟式的作家，尤其写作这部
书，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文字，都和他有着切
肤之痛。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每写完一章，
他都会发我一看，征求意见，一遍遍修改，让
我心动，让我感佩，让我汗颜。
写完这部书稿之后，他对我说：心身都
被掏空。作为读者，作为老友，我目睹了这部
书稿破土萌芽，在 6 年内的时间里，一步步

地完成。这是他“面壁”的修为，是他“扫壁”
的努力，是他“破壁”的成就。抵达过去和抵
达未来，同样都是不容易的。在过去与未来
之间，站着的是有心的写作者。这便是文学
写作的力量和魅力。这是一部难得的心血之
作、生命之作。达成以最大的努力、耐心和毅
力，为我们打捞了一段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对于特别容易健忘的我们，不至于将那段悲
喜交加的历史记忆，淡忘、迷失乃至消失在
遗忘的风中。
在这部书的写作中，其中重头戏是勾勒
了 激 情 四 射 的 80 年 代 报 告 文 学 的 成 长 轨
迹。在新时期乃至 1949 年以后漫长的历史
中，这 10 年的报告文学灿若星花，强劲地介
入现实的变革生活中，其影响至深，是无可
比拟的。它不仅构成了《文汇月刊》的鼎盛，
更赢得了众多的作者与读者。因有达成和众
多当时风靡一时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交
往，这部书的书写，细节充盈，内容丰沛，笔
力沉稳。在稿件的往来中，在评奖的活动中，
在日常的交往中，
既有友情的慰藉，
也有心思
的抵牾，
甚至矛盾的交锋。
其中彼此真实且真
诚的投入，
见证了那个时代，
同时见证了达成
的为文为人。在这些清晰翔实而激动人心的
记述中，记录下报告文学的 10 年同时也是
《文汇月刊》10 年的发展史。这将是当代文
学史绕不过去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章节。
在这部书中，达成还记述了与北岛、舒
婷、赵丽宏、雷抒雁等诗人的交往。达成最早
也是一名诗人，他是以诗入文入编入世的。
当年，他的报告文学的创作，就融入了诗的
元素而为人称道。因此，这部书同样延续了
他诗人的文笔、秉性、心智与品质。
“ 直不辅
曲，明不规暗。”在事事有案可稽严谨的史实
叙述中，他更是神清思澈，假笔传心，将这部
书写成了诗。
“ 扫壁苦寻往岁诗”，他将往岁
的人记、史记、情记、心记，四者合一，努力写
成了一首长诗，使得这部书不仅具有纪实的
史的价值，同时具有诗一样的文学价值。
2015 年，达成的书稿在《上海文学》以
“煮字风云”为专栏名，刊登了一年，引起很
大反响，读者被他的真挚和真实深深感动。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文人，被他的文字引起强
烈共鸣，年轻的读者也在他的叙述中了解了
历史的真相。他的这个专栏，荣获第十一届
《上海文学》奖，对他而言，当之无愧。
布罗茨基曾经说过：
“ 归根结底，每个作
家都追求同样的东西：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
的流逝。”我喜欢布罗茨基的这句话。达成的
《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我在〈文汇月刊〉十
年》，便是这样可以“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
流逝”的一部书。相信读者自会明察。相信曾
经和《文汇月刊》共同经历过那 10 年的作者
会感同身受，从心底涌出一声叹息，或感叹，
或赞叹。
作为达成的老朋友，能够为这样一部书
写序，是我的荣幸。

问，乃至对这个群体的存在也颇有微词，就
是因为他们以单一的理念、同一化的概念
对待这一具有差别性的写作群体。如果承
认这种写作者的差别结构，我们就能够理
解毕飞宇、鲁敏、王大进、朱辉等等这些飞
地作家，与里下河核心地区作家写作上的
同中有异，异中有同。2018 年里下河文学研
究要讨论里下河的长篇小说，探讨这一文
体当中的人性蜕变，显然这样的研究就必
须在这个差序结构中讨论。如果把这个差
序结构中作家的长篇小说放到同一个平面
上去讨论那就没有意义。事实上，核心地带
的作家们的题材资源与渐次向外的作家的
题材资源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关心的社会
问题不一样，他们所在意的人生意义也不
□ 一样，自然而然，在他们的小说中所呈现出
来的人性蜕变也大不一样。甚至从严格的概
念上讲，核心地带的作家们在何种程度上自
觉地去进行人性书写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
这里面不存在文学理念的先进与否，也不存
在作家与作家之间思想的深刻与否。这就是
为什么要坚持一个作家在何时、何地写作应
该作为考量其写作的出发点的重要性。删除
一个作家的生活背景，无视一个作家写作
时的人生状态与具体情景，而在同一化的
状态中进行比较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发现，里下河核心地带，至多包括
外围地带，他们的写作是有许多共同点的，
这些作家基本上都在进行乡土写作，他们
作品当中的环境虚构成分很少，而是与他
们所居住的乡土世界保持着高度的同一
性，他们真实地呈现出“我在地方”
“ 我写地
方”这种地方性写作的本真状态。不管他们
作品中出现的地名有怎样的变化，是香河
（刘 仁 前《香 河》）也 好 ，浮 坨（刘 春 龙《垛
上》）也好，大堰（曹学林《船之魅》）也好，范家村（李
明官《衣胞地》）也好，他们作品中的社会环境、自然
面貌、血缘宗亲都是以写真的方式再现了里下河的
自然与人文。刘春龙的长篇小说《垛上》的自然背景
就是兴化的垛田：
“ 村庄与村庄之间尽是一块块草垛
一样的土地，像是漂浮在水上，原先叫坨，又叫圪，现
在人们都叫它垛田，也叫垛子。”而曹学林的《船之
魅》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小说，这个文学就是以世界
上最大的水上庙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溱
潼会船”为主要的写作内容。这些作品当中的人物都
是当地的村民，原住民，他们故事的冲突也不外乎家
族、邻里，而人物的命运也都是个人的成长、家境的
改变、财富的积累、社会地位的升迁等等。如果他们
将小说的故事时间集中在这近几十年的时间的话，
将无一例外地写到中国改革开放对当下农村面貌的
改变。对他们而言，这种最大的改变就是拆除了城乡
的壁垒，为农村青年的成长在乡土之外提供了新的
可能性。许多四五十岁的作家会将笔墨集中到同龄
人身上，以至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平凡的
世界》式的乡村青年成长小说。比如顾坚的写作，他
几乎只写长篇，而且他的一部又一部的长篇都在以
不同的故事表达着同样的主题。虽然人物经历不一
样，最后的结局也不尽相同，但是概括起来说都是一
个农村青年怎么由农村到城市的经历。这是一种叙事
模式，是一种母题，可以有许多变异的方式，存在里下
河核心地区的许多长篇小说当中。
为什么会如此？
这不
仅是他们个人刻骨铭心的人生遭际，更重要的是这块
土地上这几十年来年轻人或成功或失败的命运写照，
是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所关心的最大的事情。这些人
物身上的人性发生了变化吗？
如果有变化，
也只有在这
个乡土环境里才能得到解释。
他们是否见利忘义，
是否
有背祖宗的遗训，
是否忘记了自己的根脉，
是否放纵了
自己的欲望……这些人性的变化确实与现代或后现
代差距甚远，
但就是里下河的人性现实。
稍作比较就会
发现，地下河文学的不同半径和飞地写作在人性的探
寻上确实处在不同的层面，这恰恰说明这一群体是从
自身出发，完成了不同人性向度的写作。所以说到底，
空间的变化实际上是文化的变化，反映了不同的社会
面貌。
这已经由社会学和文学史证明，
当今的中国社会
本身就是不同性质的复合。因此里下河文学不同半径
作家对人性的不同探索，正是中国社会多层折叠的客
观现实。
以里下河核心地带作家们的长篇写作为样本，
探讨他们的内容特别是人性的书写只不过是一个例
子。对里下河文学的精细研究，将会使我们在许多问
题上不断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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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交只有青山在”

情感、对于时代所寄托的期望，以及对于达
成的知遇之恩……往事历历，达成曾经不止
一次对我陈情诉说过。
“ 旧交只有青山在”，
特别是这三位长辈先后作古，岁月让这份情
感增值，更让他难以抑制。他说：
“ 这段经历，
如火山深埋心头。”这部书的写作，便是达成
的火山喷发口。
达成是一个感情深厚真挚的人，这是他
当年作为作者和编者出道时的底色，也成就
了这部书最为感人之处。古今中外的作家
里，人与作品剥离是常有的。但达成文里文
外如一，互文互质，互为镜像。我和达成相识
并相交于《文汇月刊》创刊伊始之时。在上海
火车站的人流如织中，达成来接我，远远地
向我挥手。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却一眼认
出彼此，似乎相识多年，他乡遇故知。然后，
我们一起穿过丽宏诗中所说的“举着鲜花穿
过”的南京路，到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找
丽宏。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文字和朋友
之交。
以后，我会常常被他的电话和电报催
稿，逼我的写作更上层楼。可以说，他对我有
力的催促，知心的帮助，改变了我写作乃至
人生的走向。即便对我的孩子，他一样以诚
相待。那时，我的孩子刚刚上小学，他来北京
见到孩子，像大人一样和孩子握手，耐心地
和孩子纹枰对弈。达成是中国象棋高手，和
孩子下棋时却一样认真。孩子说，从来没有
一个大人和他握过手。在孩子的童年日记
里，记录梦中见到达成的情景。都说作家要
有一颗赤子之心，达成有。岁月经年，时至如
今，达成还保留着孩子当年画给他的贺年
卡。
“ 旧交只有青山在”，达成重情重义，重视
老朋友，哪怕是小孩子。
可以说，没有这样一份真诚而深厚的感
情，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书的，因为这不
是一部单纯的怀旧怀人之作，可以浅吟低
唱，婉转低回，而是要面对严峻的时代，叩问
波诡云谲的历史。当然，除了情感，还需要对
史料的积累、辩证和识见。这便是我想到的
放翁的另一句诗：
“ 扫壁闲寻往岁诗。”将诗
中的“闲”字改为“细”字，或者“苦”字，对于
达成的这部书最合适不过。

里下河文学研究已经有好多年了，虽
然它是否能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至今仍存在
不少争议，但是持续地就某一个地区或某
一群体的文学展开研究确实会使许多隐藏
的东西浮现出来。它不但能使一个地方或
作家群的文学被层层打开，能够从多侧面
多角度进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对何为文
学流派、何为地方性写作等问题引发人们
的思考，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收
获既有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也有关于研
究者的，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
前几年，我曾就里下河文学的研究与
流派问题做过一些思考，因为里下河文学
流派存在争议，促使我想到，对于什么是流
派本身就应该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不应
该以传统文艺学的定义去框天下各种各样
流派的存在方式。同时，又因为里下河文学
是以空间来命名的，那么，其写作成员必然
存在流动，就这一点，我提出了“在乡的写
作”
“
、离乡的写作”
与
“返乡的写作”
等概念。
就我本人来讲，
即使被动地参与到里下河文
学研究，
几年坚持下来，
收获也是很大的。
2018 年，里下河文学研究论题之一是
它的长篇小说创作。只要粗粗地一看，就会
使人大吃一惊，在预设的里下河作家群当
中，长篇的写作量非常惊人。也许有人会先
入为主地认为，这么众多的创作量，它们的
主力军肯定是那些已经从里下河走出去
的，且已经进入了文学写作专业领域的离
乡写作者。其实，情形恰恰相反，为里下河
贡献出长篇数量重头的，正是那些在乡的
写作者们。这再一次证明，如果你专注于某
一个地区的文学研究，持续不断地进行跟
踪，它真的会让许多细小的但却是本质的
问题呈现出来。关于写作，关于写作者，关
于写作者在何时何地写作，他们又以怎样的方式进
行文学生产等等，这些细微的或不成问题的问题都
意义重大。其中某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会使个体的
写作面貌产生差异。比如在乡的写作者们，就是现在
依然在里下河地区写作的作家们为什么有很多人热
衷于长篇小说写作？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但又非常
现实的问题。地方写作者们有自己非常顽固的文学
理想，有一位里下河的写作者就很认真地对我说，怎
么才能算是一位作家呢？就是必须写出两三部长篇
小说。没有两三部砖头一样厚的书而被称为一个作
家是很难为情的。这就是他们的文学标准和文学理
想。与大地方专业作家热衷于期刊写作不一样，里下
河的许多写作者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是有分量的。
这种文学理想其实是继承了先辈们对于文章与书写
的理解，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写一部长篇
小说，就是他们大体量的“立言”方式。对于这些业余
作家们来说，一篇又一篇的中短篇写作几乎是不可
能的，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进行一个又一个
的文学构思。
对他们来说，
最为经济和现实的文学写作
方式就是：确定一个构思，长年累月地去写。如同他们
给自己建造一个房子，更如同他们侍弄地里的庄稼一
样，
春种秋收，
长年累月，
必有收成。
他们并不讳言自己
的长篇小说不能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收益，有时为了
出版还得自掏腰包。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和其他地
区一样，在里下河地区自古以来就有文人自行刊印
书籍的传统。在一些读书人的家里，现在还能随便找
出几本他们的先人自己出资刊印的诗文集。更何况
现在地方上为作家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比如
今年，在政府的大力资助下，里下河的作家们进入长
篇资助项目，一下子推出了多部长篇小说。
我现在越来越主张，对于里下河文学要展开微
观研究，笼而统之的里下河文学研究很难取得真实
的研究成果，反而会使这个生机勃勃的写作群丧失
丰富的个性差异。我曾经这样尝试，以空间的距离来
给里下河写作群进行划分，比如，将地理概念上的里
下河，特别是现在的兴化、宝应、高邮地区作为里下
河写作的核心地带，然后以这个点作为圆心进行画
圈，附近的县市作为里下河文学的外围地带，再往外
就是里下河文学的影响地带，而再外围的那些从里
下河走出去的，不妨称之为里下河文学的行星或者
飞地。我仔细考量过这一划分的可行性，我甚至反过
来寻找它的荒谬，但最后不得不承认，这是我要对里
下河文学进行精细化研究寻找到的一个临时性构
架。以长篇小说来说，核心地带、外围地带和影响地
带就有明显的区别，更不用说那些飞地了。为什么有
许多论者对里下河写作作为一个流派至今仍有疑

晓

罗 达 成 的 这 部《八 十 年 代 激 情 文
坛——我在〈文汇月刊〉十年》，是我一直期
盼的书。因为无论对于达成，还是对于如今
的文坛，这都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得知这
部书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我很
为达成感到高兴。这部书，书写了《文汇月
刊》1980 年创刊至 1990 年的十年历史。这
段历史，不仅独属于《文汇月刊》，同时也是
中国文坛乃至中国当代一段重要的断代史。
重读这部厚重甚至有些沉重的书稿，不
禁眼湿心热。往事如风，扑面而来，清新而料
峭，锥心而砭骨，一时百感而难言。夜来无
寐，蓦然跳进脑海里的，近乎没来由，竟是放
翁的两句诗。一句是“旧交只有青山在”；一
句是“扫壁闲寻往岁诗”。

53

里下河文学研究的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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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观影有奖征联大赛启事
联系电话：0353-2296979 0353-2296595
联系人：赵女士（15333035919）
何先生（13903538438）
九、其他说明：
本次活动获奖名单、获奖作品将于 2019 年 5
月在有关主流媒体发布。请参赛作者及时关注阳
泉 市 文 联 网（http://www.yqwl.org.cn）、阳 泉
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http://kfq.yq.gov.cn），阳
泉市文联微信公众号（yqswl2016），阳泉经济技
术 开 发 区 微 信 公 众 号（yq_kfq）了 解 大 赛 情 况 。
主办方将于 2019 年 5 月在刘慈欣创作研究工作
室所在地——山西省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柱公
园举行颁奖典礼。
《流浪地球》观影全国有奖征联大赛组委会诚
挚邀请有关作者到著名科幻作家、
《流浪地球》原
作者刘慈欣故里参观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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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观影全国有奖征联大赛组委会
2019 年 3 月 13 日

2019 年第 2 期目录
中篇小说
麦豆的诗 ……………………………
到黑暗里为我安魂 ………………… 西 元 格风的诗 ……………………………
游刃有余 …………………………… 姚鄂梅 以文为生
在柯香女士墓前的讲话 …………… 叶 舟 理塘记 ………………………………
二线 ………………………………… 王 手 栏杆拍遍
短篇小说
八国联军袭来前后 …………………
拍棺记 ……………………………… 张 敦
古史六案
通扬河畔的男人 …………………… 徐循华
九三年 ……………………………… 胡焕胜 失踪的皇帝 …………………………
照相术 ……………………………… 郁栎筵 泥丸小记
巨石上的曼糯山 ……………………
诗与诗人
散文诗九章 ………………………… 老 风 日常的弦歌
敷腴的人 …………………………… 胡 桑 昆明一隅，九儒十丐 …………………

官方微信

阳泉经济技术
开发区微信
公众号

字数在 11 字内为宜。
2.应征作品须为作者独立原创，未在正式出
版物上发表，不得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和知识产权，
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作品提供者承担。
3.每位作者最多可投 5 副，本次征集为一次性
投稿，不接受复投。
4.请参赛作者在投稿的文档中提供真实有效
的详细通联信息：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编。
5.参赛选手限评 1 副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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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次活动不收取参赛费，不退稿，只发评奖
奖金，不支付稿酬。
六、作品评审：本次征联将邀请我国楹联专家
组成评委会进行评选，评委会对参赛作品，严格按
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初评、复评、终评。
七、奖项设置：本次大赛设一等奖 1 名，奖金
5000 元；
二等奖 2 名，
奖金各 3000 元；
三等奖 3 名，
奖金各 1000 元。优秀奖 15 名，
奖金各 500 元。
八、征稿方式：本次大赛接收纸质稿件、电子
稿件。参赛作品纸质稿件请寄送至：山西省阳泉
市南大东街 534 号晋东大厦五层。参赛作品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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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
成为己亥春节地球人普遍的热议话题，收获了口
碑与票房，为中国科幻电影打下良好的基础，是中
国科幻电影一个新的开端。刘慈欣作为中国科幻
小说代表作家之一，自幼生长在山西阳泉这片热
土，在这片热土上，他创作了《三体》三部曲等大量
优秀科幻文学作品。为了使《流浪地球》在新时代
带来的希望之种进一步生根发芽，推动社会主义
文艺繁荣发展，现面向全国征集《流浪地球》观影
楹联作品。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阳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刘慈欣创作研究工作室、阳泉市楹
联艺术家协会
协办单位：阳泉市作家协会
二、征联对象：全国楹联作家、学者和广大楹
联爱好者。
三、征稿主题：本次活动主题为电影《流浪地
球》的观影感想，内容要求健康积极向上。
四、征稿时间：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4月
30日
五、征稿要求：
1.投稿作品必须符合《联律通则》，联语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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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号钟山编辑部收，免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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