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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在八十年代感受信仰与浪漫
最初关注到《大江东去》，是因为其改编的电

视剧《大江大河》。第一集片头的乡村景观，悠扬
宁静的音乐，宋运辉趴在石头上用铅笔做题，简
单、淳朴的发型服饰，猪圈的砖块石头上都是粉
笔写的算式、数字，一下子就吸引到了我。

即使出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浙江，彼时
中国的城市化浪潮已经涌现，我没有机会经历爷
爷那辈的抗战革命的热血，没有机会经历新中国
成立后投身建设的热情，也没有机会体验父辈在
国营企业改制转轨后下岗自谋生路的浮沉与辛
酸，没有机会感受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思想浪
潮。种种这些，都让我似乎就缺少了与“父一辈”
共鸣的言说权利，但我生长于乡土中国，我的心
中也有宋运辉折的那架承载梦想飞往大山外的
纸飞机，我的血脉里一直流动着对我无法亲身经
历的国家历史与个人命运的追寻，尝试着去感知
与铭记、反思与流传，由此关注到了原著，洋洋洒
洒150万字，认真读完。

《大江东去》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
致、深入地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
伟大历史进程。作品入选“中国网络文学20年
20部作品”，获中宣部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
奖，入选“新中国70年 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全书306章，分为三部，从1978年到1998年，
每一章节都是用具体的年份命名，由此串起现
实中与书中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紧密相关的重

大历史事件。
《大江东去》尝试处理的题材是宏大、磅礴

的，人物是平凡、血肉丰满的。小人物在大时代
中的悲欢和命运起伏，在时间河流里被诉说得
淋漓尽致、余韵悠长。小说用宋运辉、雷东宝、
杨巡、梁思申四个主要人物，以国有企业、村办
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改革前沿经济
体为载体，来代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几种
主要经济形式：国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民
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生动描绘了那个时代改革
弄潮儿实践的勇气与魄力、挣扎与觉醒、奋斗与
激情。

宋运辉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男孩，从小背负着
“黑五类子女”的烙印，多多少少受到村里人歧
视。他不得不收起性子，变得沉默，做苦读圣贤
书的小绵羊，最终抓住了恢复高考的时代机遇，
上了大学，被引荐进入金州化工厂。他从又苦又
累的基层做起，一如既往地勤学苦干，也遇到了
职场站队、新技术革新纷争等从未面对过的情
况，在工作中学会审时度势，体验成功与迷失。
宋运辉的姐夫雷东宝出身贫寒，文化水平不高，
但行事有魄力、有胆略，在乡村改革的浪潮中带
领村民紧跟政策，雷厉风行，一直走在时代的前
沿, 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建起砖窑、预
制品厂、养猪场、电缆厂，让贫困的小雷家翻了
身，但他本人终究因为个人局限，绊倒在新事物

脚下，由盛而衰。
个体户杨巡没有任何背景，在翻滚向前的时

代努力抓住每个商机，能屈能伸，踩踏过陷阱，也
干过不厚道的事，几经波折最终拥有自己的产

业，成为了那个时代个体经济的典型代表。梁思
申少时赴美求学，长大后以外资代表的身份，凭
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在中国开
辟了自己的天地。这些典型人物的生动刻画帮助
读者更好地理解了改革开放之路的全景和细节。

除了四个主角，阿耐对其他人物性格的描写
也精准动人。温柔善良、勇敢倔强而又命运多舛
的宋运萍，重情重义、莽撞却热心的寻建详，朴实
苦干也有自私根性的小雷家村民等等。他们在
小说中承担历史诉说的重要性不如主角那么强，
却和主角一起编织出了一个工人、农民、小市民、
个体户、企业主、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纵横交错的
社会网络，作者以此勾勒出了社会各阶层、家庭
与生活千姿百态的画卷，让读者更能走进人物的
生活与内心世界，共同经历时代风云涤荡。

比起小说，更受关注的是电视剧《大江大
河》，原著的影视改编甚至吸引了一大批年轻观
众。《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篇剧评说到，看这部剧
的第一感觉是，扑面而来的青春和斗志，一切都
朝气蓬勃，充满希望。那是属于上世纪80年代
的社会氛围，无论是宋运辉、雷东宝，还是杨巡，
他们身上都有种正气和执拗，那正气并不脸谱
化，而是骨子里的东西。和当下流行的丧文化不
同，剧中的主角们像是有真正坚信的东西——一
部现实主义作品，却弥漫着浪漫主义情怀。

我深以为然，且心向往之。私心而言，我总

是觉得自己这一代的经历可能过于扁平、琐碎，
我个人也不免偶尔陷入一种无意义的虚无状态，
向往充满激情和进取的经验，尽管这可能也是一
种倒置的错觉或对他者的想象。格非在《想象读
者与处理经验》一文中说过，如今整体性的经验
变成了局部的经验，带有时间性的经验变成了空
间性的经验。很多重要的经验是和时间相关的，
我总试图去触摸在时间河流中真正存在过的经
验，或者是宏大历史，或者是一些人实实在在经
历过的生命与生活。“文学中重要的部分，就在于
它如何真正抵达你自己的经验，如何呈现这些特
异性的内容。”作者创作出能够抵达某种经验的
故事，阅读便可为无法亲身经历的人们提供一种
认知途径。

作为网络文学，《大江东去》可以算是现实题
材网文中的精品了，但在语言打磨和文学艺术性
上仍有提升空间。此外，除了雷东宝和宋运萍的
爱情，几位主要人物的爱情设置，尤其是宋运辉
的爱情，都太过按部就班也太过现实，虽然也是
真实体现，却不免令人对主角生出几分厌烦。

在这部作品中，有人看到权谋、商略，有人看
到国策、几代人的命运浮沉。地表大江大河大风
大浪，地下盘根错节暗流涌动。于我而言，能够
留在心间成为长久力量的仍是实干精神，历经人
生起落却依然顽强的生命力，以及愿意永远在心
间守护的一些温度和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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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原野盛宴》：诗意栖居的童年故事

…

孙书文、胡玉萍、李掖平、丛新强、崔庆蕾、刘春勇、刘大先、刘永春、刘玉栋、路翠江、
马兵、史建国、杨位俭、张凡、张丽军、张涛、赵坤、赵月斌、陈夫龙等19人正在讨论

虞婧（江左梅娘）

《我的原野盛宴》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作家张炜
以孩童视角追忆童真生活，字里行间蕴含着对精神
家园的守望，对人与自然的重审与体悟。近日，作家
张炜新作《我的原野盛宴》网络研讨会成功举办，顾
广梅教授主持。

孙书文：全球疫情的背景之下阅读《我的原野
盛宴》，有着格外不同的况味。书中人与自然的亲密
之情，对身边的世界是个深刻的镜鉴。在过往的作
品中，张炜多次用儿童视角来打量自然、社会、人
生。儿童视角的选择不是导向了简单，而是走向了

另一种真实和复杂。儿童对世界的理
解是诗性的，童心即诗心。《我的原野
盛宴》让我们体会到了汉语的馨香，并
余韵徐歇。张炜还是一位文学技术的探
险者，读张炜的《我的原野盛宴》，确乎
感到，动人的作家与作品，恰恰都是难
以说清、难以说透的“谜”。

胡玉萍：张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老朋友。此次新作《我的原野盛宴》
是迄今为止他惟一的非虚构长篇。书
中描绘了360多种动植物，堪称一部

“半岛动植物志”，他对真实的描写是
特别稀缺的。他的创作始终贯穿着浪
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执著地
热爱乡土，对乡土的描写饱含着一种
诗性的品格。有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
在当代文学史中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和标本意义，从作品中能够看到作家
对中国自然主义的开拓。

李掖平：当我们的眼光和心灵与张炜诗意的文
字碰触时，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发自内心的感动和
悲悯。这种悲悯，在张炜笔下更多的是敞开的大地
情怀在怎样无限包容人类。他是一个忧患意识强
烈、拥有前瞻性眼光的作家，虽然从日常的处世为
人方式看，张炜不是一个高调的人。但在文坛上，他
却是一个真正的弄潮儿，他的《古船》《融入野地》贯
穿着深刻的反思精神。《我的原野盛宴》写出了胶东
半岛的植物志，更重要的是这些植物已经不再是自
然意义上的本原状态，它们变成了一个个文学精灵。
这一点深深地打动了我，也使我相信这本书绝对不
仅仅是给孩子看的，更是启示和警醒成人的。

丛新强：《我的原野盛宴》具有丰富的汉语言文
化特色，包括汉语民族、民俗的魅力，尤其张炜纯粹
干净的语言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阅读感受，真正让
我们倾听到原野的声音。海德格尔说世界是“天、
地、人、神”的四维结构，我在读这部书的时候非常
强烈地感觉到其中蕴含的“天、地、人、野物”的四维
结构。具有灵性和神性的野物是张炜笔下的“神”，
它们的本性是“野物的事要由野物来做主”。由此可
见，张炜的创作总是在温柔背后隐藏着批判的力
量。自然万物的“神性”与外祖母的“博爱”是该书的
核心关键词，有了爱的贯穿和信仰的链接，我们就
能把自己的生命和世界上自然万物的生命联系在
一起，真正地融为一体。

崔庆蕾：从总体上来讲，这是一部非常温暖的、
充满童趣和爱的作品。首先，张炜描绘了一幅和谐
诗意的、具有“前现代”意味的历史风景，“我”的整
个家庭内置于“自然”，构成了作品的原初背景，自
然和人类社会的边界模糊构成了“前现代”人与自
然关系的象征隐喻。其次，这部作品的艺术效果除
了大量直接性的原野书写外，也通过具有自然化人
格的人物形象来传递。这一点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小
说主人公“我”的身上，在长期与森林自然的共处
中，“我”的处事风格和思维方式被很大程度的自然
化了。最后，《我的原野盛宴》隐含着张炜个人自然
观的表达。在物质极度匮乏、人际关系缺失的前提
下，“我”与自然建立起牢固的现实联系和隐秘的精
神交流，在作者看来，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生命馈

赠，在这个意义上，冷即是暖，匮乏即丰富。
刘春勇：张炜写作的核心正好触及到地球的生

态问题和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呈现出宝贵的生态
和谐观念。和谐当中的美其实是跟生命息息相关
的，张炜的写作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久已逝去的
童年，一种宁静的和谐与唯美当中。我认为张炜这
种文学书写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沈从文的传统。此
外，关于作品所强调的和谐，我有一个疑问或者说
是一种阅读期待。根据我的阅读体会，张炜原本是
想“反现代性”，但是最后却陷进到他所反对的那种
写作当中。因此我认为张炜要从苦难的写作走入到
一种“残酷”的写作当中来，这样或许才更有力量。

刘大先：《我的原野盛宴》首先是一个人原初历
史的记忆书写，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从“融入野地”
到“回归原野”的返璞归真式的写作。张炜用儿童
视角来观察海边乡土的事物，让赤子之心在原野
上恣意生长。当然这个“赤子之心”按照刘春勇教
授的说法其实比较单维化，它没有呈现出更复杂
的层面，但我认为这已经足以勾连起我们共同的
感受，那就是我们每个人成长期都曾拥有的那些
纯真的记忆。值得一提的是，在叙述的间歇尤其
是小说的尾声，张炜并没有让原野成为一片空灵
的飞地，而是一处在大时代变革中留存了友爱、
天真与勇气的处所。所以这既是一部可以给儿童
读的书，也是一部可以给成人读的书，成人从书
中接受初心的召唤，召回淳朴和真诚，避免在庸
常中走向迷失。这部作品在当下文学生态中有其
独特的价值，张炜通过自己的作品，以正-反-合
的方式勘探了一条试图重新回到文学“原初的单
纯”的道路。

刘永春：纵观张炜的创作历程，“林中人”这样
的人物形象其实是张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非常独
特的历史贡献。这种历史贡献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
解。第一，从文学叙事的角度，以张炜为代表的作家
为20世纪文学增加了一个人与自然的书写维度，
作品独特再现了人与自然的互文关系。第二，从历
史的角度，书中的“我”与外祖母、“我”后来的经历
与童年的经历、从村子到原野的历史过程与人类从
非洲走向全世界的整体人类历史，都形成了对话关
系。第三，从哲学层面，我认为“林中人”在很大程度
上是张炜对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也包括对现在
许多社会现象的理解，所以我自己也常会从“林中
人”出发去理解张炜的创作。

刘玉栋：我想从书名《我的原野盛宴》来进入这
部作品。首先，作品中的“我”是真实的、生动的、鲜
活的，他属于自然、属于野地、属于山川和大海，自
然的神奇、万物的灵性、无边的诗意和民间的传说
都在一个孩子身上得到呈现，书中的“我”是一个具
体的“我”，是一个没有丝毫虚构的“我”。而“原野”
是张炜几十年文学耕耘的沃土，是他心灵的皈依和
栖息地，它隐喻了无比发达的根性、天地人之间的
和谐，体现了作品“自然之书”的特征。再说“盛宴”，
张炜用他的记忆和博学给我们记叙了无比美妙的
食物，那些来自自然的美味读来让人满口生津，已
消失的美味最终成为了精神上的盛宴。

路翠江：从整体来看，张炜的《我的原野盛宴》
是他半岛文学世界的根须往纵深的地方进一步延
伸的成果，由此可以看到他的文学世界是一直在不
断地向更根深叶茂、更鲜活华美的方向发展。另外，
具体到这部作品，我注意到它是以一个学龄男孩的
成长历程为线索展开的。所以，我愿意把它放在张
炜的儿童文学创作的源流当中。与之前的儿童文学
作品相比较，这部作品充满爱、美、真。这里的爱包
括了亲情之爱、友情之爱、爱情之爱、自然之爱。这
部作品还提供了一种去人类中心的生态和谐丰美
的理想和愿望，可以为我们思考和辨析将来的文明
发展方向提供依据。

马 兵：张炜的写作一向是有博物学特点的。

这部非虚构作品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把童年和
博物学兴趣做了极好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某种程度
上让我想到《诗经》。我在读《我的原野盛宴》的时候
也会感知到由物象到心象的交织、融汇和转化。另
外，我在这部作品里会读到丛林、沙地、葡萄园、海
边，然后会想到之前读过的很多张炜的作品，像《刺
猬歌》《午夜来獾》《芳心似火》《融入野地》《九月寓
言》《半岛哈里哈气》，这些作品都可以在《我的原野
盛宴》中找到引子。张炜曾经说过：“怪力乱神就是
一个作家的巨资。”我可以将这句话化用为“童年也
是一个作家的巨资”。我想张炜的童年时期或者说
半岛时期，也可以称为“原张炜”时期，张炜后来的
所有作品都可以在这个时期里边找到对应。

史建国：《我的原野盛宴》与《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不仅在结构和叙事上有着诸多的相似性，更
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可能触及了一个带有本质性
的现象，那就是在人的成长经历中，每位少年心中
可能都藏有一片“百草园”或者更奢侈一点的“原
野”。张炜写出了某种属于人性普遍性的内容，这是
非常重要的。《我的原野盛宴》中的小北和瑞士作家
约翰娜·斯比丽的长篇小说《海蒂》里的克拉拉非常
相似。一片原野，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而言的确是
非常宝贵的资源。它不仅可以满足孩子的求知欲与
探索欲，更能为孩子提供自由呼吸、自由想象、自由
成长的开阔空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原野”既是
现实层面上的，同时又是形而上的。

杨位俭：这部作品可以放在乡土文学的谱系当
中。张炜的乡土文学是一个民间的、自由的状态，是
大地之作、自然书写。作品无论是从创造形态还是自
然意义来看都与《融入野地》有某种深层次的关联，
可以视为一种回归。在回归的同时带来思想的触动，
一方面节制且隐约的背景引发共鸣，比如隐约指向
苦难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带来现实主义的思考，比如
指向我们仍然没有穷尽的历史难题或是当下生态
问题，这些使作品具有现实意义的批判性。作品不
仅具有原型意味的回归，更是向未知世界敞开，因
此它还是一部成长小说。成长性不仅是儿童期的
成长，也是现实生活的指向和历史的变动。书中后
部分的学校就意味着从一层自然到另外一层人化
自然的转换和历险，人类必须面向更大且未知的
领域，这也与成长主题相呼应。鲁迅《故乡》中的故
乡在童年时是快乐田野，但成年后再返回却变成
肃杀荒野；萧红《呼兰河传》里的“后花园”变成荒
凉人间。因此，在现代文学内部埋藏着一个核心
的、结构性问题，即从好世界到坏世界的转换，这
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代性挑战与难题，后半部分
翻转是不可回避的现代性，也正如书中葡萄园和
桌子两者可否兼得的问题，这或许也需要我们去
回答。

张 凡：作品的开篇如同一把钥匙，既为小说
中的“我”、更为读者打开了通往“原野世界”的大
门，尚处无忧无虑年龄的“我”对“原野世界”的探
索，不只是出自孩子天生的好奇心，更是基于人类
自身如何与大自然以及万物更好相处的要义。作品
由内而外的生命意识之呈现，尤以“我”的外祖母这
一人物形象最为鲜明。“在外祖母眼里它们全是孩
子”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恰似全文的“文眼”，作家
借以突出自己的一种生态观，以母性的温暖之光让
小说本身更具人性的光辉与人情的魅力。

张丽军：对张炜新作的认识应该有新的起点，
他建构了新的审美向度，将童年和动植物集中展
示。从思想价值来看，这是张炜生态文学创作的集
中展示和整体性呈现。《我的原野盛宴》包含多层次
大自然的生态主义书写。从这本书的意义来看，首
先张炜建立起一个新的生态文学精神维度，其次书
中存在对万物有灵的中国自然美学的思考，最后包
括对生物圈内食物链平衡法则的尊重。因此我们应
从生态文学、自然文学、童年学的角度来认识这部

作品的价值。
张 涛：张炜创作的独特性在于，他不是单独

地呈现自然万物的“异质性”，而是强调自然万物对
我们生命和精神世界的改变。这也可能是他在处理
现代性问题时的一种方案，这一方案也包括张炜在
他的作品当中反复谈及、书写到的“葡萄园”，以及
张炜童年生活的丰富性。童年生活对他而言更多的
是一种想象、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而这个重建的
过程是他解决现代性难题的一种尝试。如果在他的
创作中，童年经验仅仅是一个“实有性”的东西，那
么，这种书写很快就会穷尽，但张炜提供了一个强
大的基础。关于生态方面，《我的原野盛宴》呈现出
一种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有机整体，人与自身之外的

“他者”能够处于一种有机的、平衡的状态中。
赵 坤：《我的原野盛宴》的文体是广义上的童

话，或者说新文学初期意义上的童话。在具体展开
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童话中常用的“道路
母题”的变形叙事。作品里面其实有两条很具体的

“道路”，一条是所谓“前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所
经之途”，一条更像是进入“现代社会”通道的“求学
之路”。因为所有的“道路母题”都会面临“上路与意
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这个文本真正要处理的
还是少年的成长问题，否则张炜也不会让人物在去
了灯影之后反复焦虑“长大”的问题。作者也正是以
处理这两条道路的方式来处理成长的。在少年的身
上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农耕生活”和“现代文明”
就像两条腿，他在行走的过程中共同完成了一个标
志性的成人礼仪式，这一仪式也是张炜关于和解问
题的回答。《我的原野盛宴》采用这样的文体形式，
其意义可能有三点。第一是恢复了童话的新文学传
统，或者说恢复了童话的一个古老的民间传统。第
二是关于劳动者的写法，从劳动的意义上，可以看
到知识分子和民众是各有价值的。最后一点是关于
民间的杂趣。作品里面那些很生动的杂趣为当代小
说的写作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艺术资源。

赵月斌：研究张炜的某部作品应和其他一些作
品对照起来，《我的原野盛宴》应是张炜所有作品的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描花的日子》《游走:从少年到
青年》《如花似玉的原野》这三本可以算作他的青少
年三部曲。如果放在一起读的话，会对张炜从童年
到大学期间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就会对他的作品以
及他自己的成长有更充分了解，并能够对作家进行
追根溯源的研究。在《我的原野盛宴》里，张炜续接
了“风”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和“野性”相关，
他找到了成长当中野性的东西,展示了广大的生命
背景，这样的背景能让我们从四面八方接触到天然
的、天性的东西。张炜还揭示了一种旷达的精神向
度，他对于他的童年生活是色香味俱全的全息化书
写，同时也是形象化建构和融入作家人生阅历的重
构，我认为《我的原野盛宴》写了那个时代的一种

“美丽人生”。
陈夫龙：我是从上大学读《古船》开始关注张炜

的，那时就感到他是一位对现实忧愤深广、富有理
想激情、兼具悲天悯人侠义情怀的作家。按照少年
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的生命隐喻划分的话，已
过花甲的张炜，臻于人生佳境，并迈向随心所欲不
逾矩的生命自由境界。在人生与文学构筑的价值场
域中，身处俗世的张炜始终秉持着自由意志和理想
精神，这既是一种动力，也意味着一种旨归。在《我
的原野盛宴》中，作者以回溯的眼光审视孩童时代
及置身其中的自然万物、风土人情，意在告诉读者：
人的一切对自由、幸福、爱与美的追求，源于大自然
的滋养和大地民间的恩赐。这正是张炜生命原点和
精神原乡的价值支撑，也构成了他的生命基调和创
作的精神源泉。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童年经验是张炜的文学人生开启的价值基
点，也是其生命写作的归宿。因此，我宁愿把这部作
品看作张炜别具一格的大生命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