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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华作家方丽娜的“蝴蝶三部曲”是一
组关于心灵流浪与返乡、以及人生可能性的
命运寓言。作品以“蝴蝶”为意象，以海内外
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境为主题，将女性
的个体命运置于人类时空中，通过小人物在
大时代巨浪里的挣扎和自我救赎，揭示了传
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故土与异乡、物质与
精神之间的博弈，展现了世事的艰难、人性
的复杂，表达了对人类的悲悯情怀。

方丽娜的创作多产而高质，具有很大的
格局、很强的辨识度、很高的可读性和思考
性。在2017年出版了小说集《蝴蝶飞过的
村庄》之后，仅在2018年，她便相继发表了
《情困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之恋》《夜蝴
蝶》《魔笛》等中篇小说。其中，《处女的冬
季》获“2018年都市小说双年展”三等奖，并
入选“都市小说优秀作品精选”，《夜蝴蝶》入
选“2018年海外华语小说年展”（欧洲仅此
一篇），她本人被台湾《艺文论坛》推为“世界
华文主题人物”。201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了她的小说集《夜蝴蝶》。

摒弃削平深度的平面化书写

方丽娜的小说以跨国婚恋中的文化冲
突为主题，故事逻辑的推演迂回婉转、步步
为营、严丝合缝，节奏张弛有度，精巧地设置
悬念伏笔，造成很强的戏剧冲突，极大地满
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其叙事视角是双向
的，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叉口上，或从西方
的角度反观故土，或以东方的眼光审视西
方，横跨中西的情节，紧密自然地结合在一
起。方丽娜还创造出代表中华古典文化的

“宋城”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反复出现，
与众多欧洲历史文化名城相呼应，从历史背
景到人文环境的碰撞，丰富的欧洲元素、海
外性和乡土性形成了两个维度：出走与返
乡，这一对矛盾的特殊张力，令小说跨越了
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她善于运用蒙太奇手
法进行大幅度的跨时空叙事，大量的插叙，
时空交错，过去和当下不断切换，使得故事
和人物具有深厚的命运感。作品结构如同
哥特式建筑一般立体丰富，错落有致。优雅
细腻的语言风格，营造出略带忧伤却又透出
点点温暖的审美氛围。

值得关注的是，从《夜蝴蝶》到《蝴蝶
坊》，其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视野更
加宽阔，以两桩谋杀案代入，冷峻地直面现
实人生，书写姿态具有了犀利的批判现实主
义的锋芒。历史上，批判现实主义曾经创造
了文学史的高峰和大量经典之作，作家强调
冷静地观察现实和真实客观地描写现实，通
过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批判的笔触
几乎涉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具有广阔的时
代性。但近年来，由于各种文学流派的兴起
和创作的多元化，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在一
定程度上式微，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出现了
疏离。方丽娜的创作，在吸取各种现代风格
技巧的基础上，既保持探索新的叙事方式的
姿态，又传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摈弃

后现代主义削平深度的平面化书写，时刻保
持对现实的深度介入，对人类、尤其是女性
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揭示，其小说
的时代性也是文本的历史性，它使文本成为
当下社会特征、精神状况、文化风物、爱恨情
仇等况味的呈现。

方丽娜的“蝴蝶三部曲”中，主角是凄苦
无告的女性，这位对蝴蝶情有独钟的女作家，
怀着对女性深切的爱，在中篇小说有限的篇
幅里长袖善舞，以捭阖纵横的手笔，展示人性
的渊薮，以及深渊中的拼搏、希冀和救助。

透视海内外底层女性的生
存困境

《夜蝴蝶》的故事发生在国内一个贫困
破败的矿区“函镇”，原本美丽单纯、善良聪
慧的小镇女孩陆雪，被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
实所挤压，绝望中以暴易暴，残忍地杀死了
好友（也是情敌），制造强奸假象，用汽油焚
尸。批评家王红旗分析：“小说挖掘出封闭
与开放、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在个体生
命深处与生存世界意识流里惊心动魄的博
弈。这不只是个体人的精神困境、函镇人的
精神困境，已经是全人类的精神困境。”

如果说，《夜蝴蝶》通过中国小镇这个
“点”揭示了人类精神的坍塌，那么，《蝴蝶
坊》便是《夜蝴蝶》的姐妹篇，由“点”到“线”
再到“面”，从世界范围展现了人类精神的整
体塌方，堪称欧洲版的《夜蝴蝶》，小镇女子
逃到国外，依然逃无可逃。通篇充满隆冬气
息、寒冷血腥阴郁。方丽娜长期穿梭往来于
欧亚，洞悉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生
活积累丰富，她的女性现实书写，具有海外
华文作者的独特性和新颖性，对生活在异国
他乡各族女性的处境和心灵世界有着细致
入微的观察，从宽广度和纵深度反映了时代
的新问题、新危机，表现了人性、文化、历史
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严肃
的探讨和批评。

作者在仅仅三万多字的中篇里，没有流
连于琐屑，而是以大格局、大视野、大胸怀触
及一系列现实危机小说，将目光重点驻足于
秋月这个风尘女子，她的独特身份，成为串
联起各国各阶层人物的纽带。她的伙伴牵
涉出各色人等，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胼手砥足
地挣扎打拼，构成了欧洲社会底层群像，他
们徘徊于法律的夹缝和道德的边缘、交叉于
各个族群、社会阶层之间，犹如疥疮在金碧
辉煌的世界文化中心巴黎和维也纳暗角发
臭溃烂。对这些典型人物的描写和心灵探
幽，解开了造成其悲剧命运之典型环境的时
代根源，弱势群体还原了社会真实的底色：
人类在物质贫困进而精神贫困的压迫下，失
去生存的空间，失去灵魂的归宿，失去了精
神家园。这才是真正的“乡愁”。很多海外
华文作家都爱写乡愁，但方丽娜的作品赋予

“乡愁”以更宽泛更深刻的意义，即每个人不
仅仅在寻找地理故乡，更在寻找精神原乡。
由此，她在“乡愁”题材上的叙事伦理，跃上

了新高度，从形而下升华为形而上。

探寻人类精神的返乡之路

一直以来，流浪和返回精神家园始终是
全球作家创作的母题。《圣经·创世纪》中记
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宗谋杀案：亚当和夏娃
从伊甸园偷吃禁果后被贬下凡间，生了两个
儿子，大儿子该隐杀了小儿子亚伯，上帝对
该隐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
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
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
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在地
上。”上帝用永远的流浪惩罚该隐的谋杀罪，
因此，在地上流离飘荡，正是人类因这些罪
恶而招致的基本生存状况。

答案果然在风中飞吗？人类的原罪永
不得赦免吗？作为一个有根的作家，方丽娜
不甘心，她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艰苦的努力获
得救赎、宽恕和赦宥。《出埃及记》中，先知摩
西带领众生去寻找“流着蜜和奶”的迦南之
地，而小说家方丽娜则用“蝴蝶三部曲”策划
一场还乡之旅——说到底，流浪和还乡是文
学永恒的主题。

方丽娜笔下主人公的还乡之旅，将归向
何方？其实，在《夜蝴蝶》和《蝴蝶坊》之前创
作的中篇小说《蝴蝶飞过的村庄》里，早已隐
隐约约指出抗衡声色犬马、人欲横流的城市
文化对人的排挤压迫，从而抵达家园的一种
可能：回到土地、村庄与河流，将不平等的社
会关系转换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小说主
人公以旋在城市中频频碰壁，却在乡村中找
到安身立命之处。

乡村是不是方丽娜的乌托邦？大地与
河流崇拜是不是一味解毒剂呢？方丽娜没
有做简单的“寻根”想象，她笔下的欧洲乡村
并非农牧时代的贫困落后之地，而是经过现
代化洗礼的、隶属于全球化和现代化坐标体
系之中的一个区域，与城市存在有机联系；
以旋这类自救救人的女子，是受过现代文明
熏陶教育的知识女性，完全有别于原始的乡
妪村妇，她的成功并非偶然。因此，这个伊
甸园般的乡村大地，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意
义，设定了新的密码。

同样，基于对人性的信念，我们在前述
的《蝴蝶坊》的结尾看到“方丽娜式”的经典
暖色：杀人犯秋月走出没有死刑的奥地利监
狱，在马休（昔日由客人发展为恋人、文中惟
一的绅士）的宽容和帮助下，在“世界卫生组
织”的关照下，配合奥地利红十字会将特殊
工作场所“蝴蝶坊”改造为服务站，旨在救助
那些于奥国谋生的中国底层妇女。这个温
馨的结局，进一步引发读者思考有关同情、
仁慈、爱心等人道主义问题。

在一篇创作谈中，方丽娜说道：小说是
对心灵的勘探、生命的写实，小说的复杂性
源于生命的多样性，以及人性的广袤与深
邃。这个世界向来是繁华与阴暗同在，温暖
与凄凉并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真正的文
学，如果没有内心深处的疼痛，不能将人物

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而只是把玩一
种轻飘飘的文字游戏，就不会有问鼎人心的
力量！以蝴蝶这一核心意象，象征人类灵魂
的蜕变和人生的动荡不安，表达其情感及对
人性的反思，她醉心于充满命运感的悲剧，
因为在生存和情感困境中、在惊心动魄的故
事中，可以揭示人性深处的黑洞，而在人物
绝处逢生之时，又可见人性曙光的闪烁——
对人性的走向和裂变的深刻描绘，对个体命
运的关照和体悟，使得其写作不仅具有文学
价值，还具有哲学意义。

恩格斯1859年在《致斐·拉萨尔》的信
中探讨了优秀戏剧作品的标准，是“较大的
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
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
合”，指出这是“戏剧的未来”。评论家陈晓
明认为，这种“戏剧的未来”也可以说是叙事
类文学作品的理想高度，在洞悉历史现实与
感悟生命中达成思想的深刻。以此标准来
衡量，“蝴蝶三部曲”正是这种兼具可读性和
思想性的优秀作品，一组关于心灵流浪与返
乡、以及人生可能性的命运寓言，三部中篇
小说，烛照和呈现三种不同的精神世界、三
段改弦更张的生命轨迹、三种截然不同的人
生际遇。最终，蝴蝶扇动着翅膀向着光亮翩
翩飞去，带着有如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所
描述的那种“偶然性轻盈透明的外壳”。

评论家陈瑞琳的分析高屋建瓴：“移民
文学的独家特质，中国人走向世界所面临的
困惑与屈辱，悲凉与无奈，小说毫不留情地
挖掘出人性的种种黑洞，从而对现实人生展
开凛冽的批判。透过人物的悲怆命运，生命
哲学意义上的探索，作者发出震撼性诘问：
当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到底
经历了什么？方丽娜的小说，不仅是对欧华
文学版图的新贡献，也是世界华文文学发展
浪潮中的新收获。”

纵观世界文学，随着多位移民作家获得
诺奖，可以预言，世界移民文学已进入问鼎
巅峰的时代，世界华文文学正在形成一个生
命共同体，共同攀登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
文学高地，作为其中的一员，奥华移民作家
方丽娜让我们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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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与返乡”的命运寓言
——奥华作家方丽娜“蝴蝶三部曲”浅析 □安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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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猛《今日方知我是我》一书，以《今
日方知我是我》一文为题，颇有隐喻意义。
作品上来第一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的中西哲人共同发出的天
问，作者不从儒学、佛典、道藏中寻找例证，
而是直接从人人耳熟能详的民间圣经江湖
集成《水浒传》中鲁智深的故事和偈子作为
话头，很有意味，不觉让人会心一笑。所笑
何物？是啊，鲁智深非大宗师，非确有其人
的大豪杰，以这样一个演义小说里侠肝义胆
义薄云天的草莽英雄来说事，颇有无中生
有、即有即空、即空即有之妙。他拿鲁智深
来谈论佛禅义理，明心见性的所由发起（“简
单明了”“心思单纯”等），从一个梁山好汉谈
起，也许重要的不是王国猛延伸出来多少新
鲜的体悟感知，更多是可见作者的趣味、旨
趣和姿态：不是如古之士大夫今之孔夫子掉
书袋一般一本正经地谈古论今，阐发道理，
抒发慨叹，而本质上作者更像一个杂家，颇
具“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

之余韵和气派。
这种驳杂和贯通，表现于收入集子的

105篇作品，谈天说地，谈古论今，谈情说
爱，谈心说物，谈禅说道，开阔而纵深，飞扬
而自如，能放也能收，而且每篇文章都总能
做到卒章显志，见物见人见精神见观点。某
种意义上讲，也许作者的观点不见得总能独
树一帜，却颇有几分禅师之风，呈现截断众
流之势。这是作品总体的一种格局和格调。

自然，谈历史的经验，形成一种古今对
话，才是作者的偏好。或者说互文，是王国
猛文章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互文，表现在
他的文章，多是古今对照，古今对应，古今互
释，古今同题而同义或者衍义，抒发一种今
夕何夕之叹。

换种说法，就谈论历史经验的文章而
言，王国猛文章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兼
备。蔚为大观多篇谈史文章，如《智勇多困
于所溺》等等，文字穿行于诗与史之间，以诗
证史，以诗入文，堪称王文招牌。仔细看来，
会发现作者仍能写出一定新意，比如故事
性、叙事性的技法的引入，也当是一种新的
特点。

不妨细读几个篇目。
像《财散则人聚 财聚则人散》，世事洞

明，人情练达，颇有南怀瑾先生之风。而且
此文凸显了作者考据癖、历史癖的一面，怎
么就能记住这么多的例子，这么多的同类故
事，这么多的同中有异的例证？不愧是地质
专业出身、古典文学专业毕业的才子，考古、
考据与地质勘探，也许在某种思维方式上产
生了共鸣、共振，发生了对作者的改变。

《理已说尽 情已抒完》，显见作者才气
和渊博。文末一段，作者从灯火通明喧嚣之
处退回书斋一隅，发出“理已说尽，情已抒

完”的慨叹——老调子已经唱完，新调子无
一不是老调子的重弹。怎么办？说还是不
说？唱还是不唱？噫，六经注我已经足矣，
何必再我注六经？道理已经说尽，何苦自以
为是？

《在别人的城市放松》，这种纵性情任自
然的文章，反而更显才情，也是散文的正统，
写出来“有我之境”。无显摆、夸耀、刻意，有
自然之美，并能捕捉到瞬间的稍纵即逝的个
体独有的感觉。

《名著士林的两个梦》《冯唐易老，李广
难封》等讲史文章，尽管作者本意仍是发思
古之幽情，对故事传说和历史人物做出评
说，但这类文章更多地是进行故事的讲述，
夹叙夹议之中，论从史出，自然而然带出来
见解。这就涉及一个对故事的复述和对历
史叙事的重述问题，也很大程度上是对作者
文学功力形成一种考验。复述和重述，是最
容易露怯的，最容易语焉不详、似是而非、挂
一漏万的，而作者却能叙述耐心、精到、清
晰、有趣、有味，故事的要素、事件的因果都
在短短文字中得到呈现，殊为不易，可见讲
故事对作者来说颇能驾轻就熟。

《朋友》等写人写事的文字尤佳，珠玉满
盘，溢彩流光，体现修辞的力量。《朋友》之
题，当属老生常谈，难出新意，如果只是写个
道理，更是三言两语足可言尽、意尽、理尽，
或者说这篇文章最后一段的总结性部分已
经足够。但由这样一个话题，作者却能洋洋
洒洒写出一大篇锦绣文章，做成一篇读来可
吟可诵可把玩的大文章，端赖作者的修辞之
功、语词之力，将语言一定程度上的自足性
发挥出来，靠着这种功能和逻辑的推演、审
美的建构，文章就具备了完整性、形式感和
审美性。因此，我们也可以因此得到确证，

文章的做法，也正如小说的做法，诗的做法，
形式感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不可小视的。

再看看集子中的典范之作《真名士自风
流》，作者饱读诗书学问家的一面淋漓尽致，
对历史知识、掌故、人物的熟稔，让人赞叹。
余世存的《非常道》说历史洋洋大观，王国猛
说起历史来也有点不遑多让，而且能做到展
开来，对材料用起来。不少篇什甚至做到了
梳理辩证，正本清源，是典型的学问之道。
从这篇文章也看出，作者语言明显的古典主
义的偏好，即善用四字句、古语、短句，有明
显的音韵铿锵之感，文字雅正之感，节奏语
气的行进之感。

也许可以归纳一下，作为一个喜好古
文、古诗、古物、古人的学者，《今日方知我是
我》一书可以说是厚积而薄发，博洽多闻而
通达详明，当属一种学者散文、文化散文的
归类。总体来讲，写得睿智、有趣，文字上相
对朴素干净，平实如话，不花哨，不卖弄，多
举例证，旁征博引。或者说，每每从史实中
来，史例中来，不突兀，不贸然，却又能不掉
书袋；经常似一本正经，正襟危坐，如老先生
讲古、说书人讲史，但对史、对事、对人、对历
史经验的通透，却让他每每讲出来智慧、机
趣、有几分禅锋的道理。而且作者对故事性
的擅长，总能使得文章颇具杂家之妙。

可见作者到底是个文人，是个喜形于色
的人，是个坦荡之人。虽说“最是文人不自
由”，但作者却能在历史、文化、哲学的穿行
与思考中，有所体解，有所领悟，“今日方知
我是我”。“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即使“虽不
能至,然心向往之”。

自然，对于向往并身体力行“玄心、洞
见、妙赏、真情”之名士“风流”的作者，我们
当有更高的期待。

学问博洽 文章华敏
——王国猛新著《今日方知我是我》谈片 □于爱成

内容介绍：

和李寿生认识多年了。一是因为他在陕
西工作了较长时间，视陕西为他的第二故乡，
和我这个老陕有了“乡党”关系，在逢年过节
时有过几次聚会；二是因为我们年龄相仿，属
于同一代人，在很多问题上有相近相同的感
受认识，是为相知；三是因为他在繁忙的化工
部、国家经贸委和国资委工作之余，有浓郁的
文学创作情结，我在担任《报告文学》主编的
时候发表过他的作品，和我又是文友关系。
因为有了这样几层关系，多年来，虽然平常各
自在忙工作范围内的事，见面交集并不多，但
彼此可都是将对方放在心里的！

数日前，寿生来电话说，要将陆续抽空写
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希望我看看，
可否写个小序言。对这样的事，我支持并不
推辞写个短文的要求。“为君持酒劝斜阳，且
向花间留晚照。”朋友的喜事，能够躬逢其盛，
乃一快事矣！

在书中，寿生
写了《石榴花儿红》
的自序。这篇序文
虽短，但内容非常
真诚丰富，具有很
浓的社会人生沧桑
感。作者简洁地回
顾和抒发了如今年
近70岁、时常被人
们统称为“老三届”
的这一代人的幸与
不幸、艰辛与牺牲、
失去与收获、坎坷
与贡献等丰富内
容。这些看法可以
引起一代人的共
鸣。人活到世间，
很难做到“世事浮
云何足问，不如高
卧且加餐”的，总会
有各样的涉及与纠缠，孑然一身度此生，只是一个美好的向往！但
历史总会有公平的评价。不管这一代人曾经有过幼稚和过错，有
过不幸和牺牲，但事实是，在这些人成为中坚的时候，伴随着国家
改革开放的脚步为社会奉献了特殊作用和力量。可以说，中国的
今天，如果没有这一代人的存在和作为，现实的所有存在都是不可
想象的。这就是一代人的经历和一个国家历史无法分割的现实。
历史就是历史，无法假设和重写。李寿生的感慨感受，不是哀叹，
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转折关口的沉思与评鉴。

李寿生的本职工作，我了解得很少。但他一定是个尽职并
很有才干作为的人。否则，如何可以自陕西到北京，从基层到中
枢，由干部到领导。单从收集到这里的几篇报告文学作品看，李
寿生也是个不平凡的人。化工业务，那是与文学创作存在着很
大距离的领域，但李寿生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采访、感受和表
达，将二者统一起来，这很不容易。在认真地阅读了这些报告文
学作品后，我甚至有点吃惊，学理工的李寿生，他在运用报告文
学这样的特殊表达手段时，也能够将诸如个人、文学、化学、时
代、社会、国家、精神、情感等很多的内容成分作很好地分解融
合，最后以个性的作品呈现出来。像《迟到的大学生》，作品描
述阎薇芬宁愿忍受着很多生活艰难，后来还有经历丈夫患癌
症手术化疗病逝这样巨大的不幸灾祸，坚持读书考学，最后以
常人难以承受的意志力出色完成学业的故事，就非常令人震
撼和深思。作品成功的地方，在于作者深知阎薇芬之所以坚
决并甘愿付出这一切沉重困苦的内心动力，是因为非常珍惜
此前因社会动荡而丧失的进大学求学的理想愿望和追求精
神。人物对被阴晦的岁月伤害和世事损毁的人生与事业梦想
的不弃性格，被作者用真实动人的人物行动故事诠释得十分
成功。这样带有悲壮故事的书写，让阎薇芬顽强的性格和坚
毅的精神追求在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冲突中得到了很好的凸
显，令人沉思和感动。作品篇幅虽小，可内容密实丰富，存在
很强的感染力量。其实，在《“MBA”的神圣殿堂》里，也有类似
的主题因素。一些已经是厂长、高工或管理骨干的人，之所以宁
愿肩负重压、忍受周围人们的误解，业余攻读学业，除了实现自
己人生事业的更高理想，对国家有更大的担当，不也是对此前失
落机会的纠正和填补吗！这些作品，围绕人物的真实人生和精
神内容而展开故事叙述，将对人物心灵和精神意志性格的表现
置于中心，没有陷入很多作家重故事而忽略人物的泥潭，是得了
文学创作真谛的作为。

《“将军”与鞋王》《冠军手中的“秘密武器”》以及《澎湃东方》
这几篇，作品题材接触的是化工系统的人物和故事，作品里像青
岛双星集团老总汪海、天津橡胶工业研究所科技人员李树洲、领
舞全球MDI的烟台万华集团的丁建生与廖增太等人，在企业发
展和产品研制过程中的曲折传奇成功情形，读来令人振奋和别
有趣味感受。汪海在美国脱鞋举在手上解除记者疑惑的情形；
李树洲颇费心思研制出“729”乒乓球拍胶皮，力助郗恩庭战胜
强劲对手，夺得世界冠军为国争光的情形；万华人不屈服压力在
全球市场领舞的奋进情景等，都很激情地书写了人物的意志力
量和智慧决断，以及对事业、对国家的使命担当情怀，有惊心动
魄的故事，也有生动的人物精神情感展示。读来令人振奋、钦佩
和对其产生敬意。

而像《放歌“神六”》《九天揽月壮歌行》《渤海湾畔的丰碑》
《山花烂漫未必总在春天》这几篇，更是在重大的题材对象和国
家化工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在对人物事业曲折的回望中，展现了
国家科技进步的辉煌成果，追踪记录了化工领域、体育战线前辈
人物的奉献精神和奋斗身影，为人们展开了更加阔大和激动人
心的场景。这些作品很充分地体现了李寿生在理解和运用报告
文学这种特殊文体过程中的从容和灵智特点。对于像“神六”

“探月”这样很能体现国家性格和科技实力的事件对象，李寿生
作为一个“局外人”、非专业作家，却积极热情地参与表达，动情
地传递其中曲折传奇，又在很多地方表现出航天人的理想坚持、
使命担当、智慧研发创新、赶超世界前沿等精彩动人故事，很使
我意外和尊敬。而在《渤海湾畔的丰碑》里，李寿生又探析历史，
在真实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进程改变中，深情地对范旭东、侯德
榜、李佐华等化工前辈的国家精神、职业奉献、高尚人格、专业智
慧等进行了精简的叙述。这一切，无不表现着作者的价值取向
和写作态度，也同时使自己的报告文学，在“经世致用”中焕发出
生命和力量。

自然，李寿生业余写作的这些作品，虽然很有个性价值，但
毕竟数量还少。我们不能够对一个业余作家要求得太多。但
是，这样的创作经历对李寿生非常重要。如果说此前他因为本
职公务繁忙，难以在文学创作上投入更多时间的话，那么在退休
之后，文学创作或许可以成为他的又一个事业选项，使自己的人
生再开辟出一个自由广阔的天地。

（摘自《石榴花儿红》，李寿生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