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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院文学院成立70周年了，可喜可贺！鲁迅文学院应该
是走进了收获的秋天，但是我感觉她迎来的依然是春天。春天
在播种，似乎一届一届永远在播种，秋天的果实能不丰硕吗？

鲁院培养了那么多作家，我们爱文学，当然更爱鲁院。我
与鲁院有缘，有着深深的感情。因为我两次在鲁院培训，两次
在鲁院讲课。第一次是1998年秋天，中国作协举办了中青年
作家培训班，我们河北“三驾马车”的何申兄、谈歌兄都参加
了。这个培训班是在已故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助推下
举办的，同学有张平、周梅森、陆天明、张宏森、叶广芩、李兰妮
等著名作家，我们住在中国作协办公大楼里，听课也在作协会
议室。讲课教师的规格非常高，记得有中央党校、中国银行、国
务院办公厅、国家科委领导授课，让我们眼界大开。河北评论
家杨立元到鲁院聚会，他请翟泰丰书记题写了他的评论集《三
驾马车论》的书名。翟泰丰书记欣然题字，题字时我在身边，音
容笑貌历历在目。这次学习请的授课专家规格很高，讲了作家
怎样整体认知时代、把握时代，我感觉收获很大，真正做到了
求知、充电。我们哥仨基本以创作中篇小说为主，因为班里同
学们好多写长篇小说，受到鼓舞，我在这次学习中，也开始尝
试着创作长篇小说，学习期间开始创作，结业后不久，我们“三
驾马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三驾马车长篇小说丛书：何
申的《多彩的乡村》、谈歌的《家园笔记》和我的《风暴潮》。让人
悲痛的是，何申兄今年2月不幸离开了我们。时光过得真快，当
时操办鲁院的常务副院长雷抒雁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活
在我心中。回忆起那时鲁院学习的时光，院方组织为南方大水
灾捐款，雷抒雁院长叮嘱我树立精品意识，张平教我使用电脑
用自然码打字，周梅森鼓励我创作长篇小说，听叶广芩大姐用
陕西方言讲笑话，等等，许多温暖的细节浮现眼前，真的很留
恋。

皆因有了这次学习，我们“三驾马车”与雷抒雁院长等鲁
院老师结下深厚友谊。为下一次学习奠定了基础。2002年，中
国作协金炳华书记助推的首届“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
班”开始招生。那时我应北京出版社邀请，在北京怀柔红螺寺
旁的培训基地封闭创作长篇小说《天高地厚》。有一天，谈歌兄
给我打电话说，鲁院雷抒雁院长让我们“三驾马车”去学习呢！
还说这个班时间长，学习半年，机会难得。我想去，但是又有些
迟疑地说，好事啊，可是我们前几年培训过了，手头的长篇小
说正在冲刺收尾，这机会还是让给别的青年作家吧！谈歌说他
再与雷院长商量，隔了几天，谈歌又打来电话说，这次是50人
的大班，省作协也非常支持，何申兄因为承德报社工作无法离
开，我们俩还是去吧！

2002年夏天，我和谈歌兄再次走进鲁院，进入首届中青
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与著名作家柳建伟、麦家、邵丽、欧阳

黔森、红柯、徐坤、孙惠芬、衣向东、王松、李西
岳、艾伟、林那北、荆永鸣、陶纯等文友成为同
学。全班共49人，广西作协主席东西没有来，他
如果来了就是50人。军旅作家李西岳是班长，
我被推选为班里党支部书记，班主任是诗人高
深老师。

我们是首届班，到目前已经是38届了。今
年疫情，第38届编剧班延迟开班，最后常务副
院长徐可带领教师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在北京
开班。徐可让我给学员们讲了一课《新时代，作
家和编剧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走上讲堂，心
中感慨万千，说的第一句话：我是“鲁一”毕业
的，我们是校友啊！在全国各地，除了同班同
学，只要说是“鲁几”的，大家都是校友，显得格
外亲切。

求知无厌知无尽，治学有恒学有成。治学后再生，是鲁院
的秘密，也是鲁院的魅力。这是一所崇高的殿堂，所以全国青
年作家才向往之。作家素养的提升，与学习深造、汲取营养，致
使艺术观念的转变提升。所谓的“再次生成”。我感觉这里有两
层含义。一个层面是可见的，以文会友，同学们之间的友谊，有
与鲁院师生间的友谊，还有与各大刊物出版社以及媒体朋友
的友谊。单凭师生友谊而言，这是一种美好的相遇，各种碰撞、
交流、握手，让目光相遇时读懂彼此的心，拓展文坛的人脉，这
种相遇与浸润，必然在漫长的时光中突显珍贵，也许我们把这
种相遇比喻为生命的萤火，永远在暗夜里闪光。另一层意义是
看不见的，敞开耳朵听课，让耳朵集中听到老师授课的内容，
倾听中领悟，吸收消化，让文学以及文学之外的知识走进内
心，培育艺术感觉，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大家都是有一定创
作实力的作家，否则也不可能推荐过来，特别是首届班。鲁院
常务副院长雷抒雁、副院长白描对教学抓得很紧，讲课教师都
是名家。老师的声音富有穿透力、感染力，能够直低艺术本质，
撞击人心。记得副院长胡平讲了一课《文学的艺术感染力》对
我启发很大。小说是创造，塑造人物，构架故事，作品的艺术感
染力非常重要。同时，听课中也学到了一位作家应该具备的责
任和担当！

我的“中国农民三部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高地厚》后
半部就是在鲁院读书期间创作的，并将整书修改完成的，这期
间得到鲁院老师同学们的鼓励和支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的隋丽君大姐作为此书责编带病帮助我修改《天高地厚》。为
了听课，尽量不请假，每天下课后我去北三环中路的十月文艺
出版社与大姐改稿，改到夜里，再打车回东八里庄的鲁院，班
主任特意叮嘱门卫留门，这让我非常感动。今天翻开书的后

记，写着“2002年9月28日于北京东八里庄鲁迅文学院”。
鲁院副院长、评论家胡平老师看了《天高地厚》，写了评

论，同学柳建伟也写了评论文章，在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中
国作协与河北作协为之开了大型研讨会，鲁院也是一家主办
方。一些老师觉得这是继浩然《苍生》之后反映冀东平原农村
生活的又一部力作，展示了农村30年历史变革历程。《天高地
厚》这个名字好，极具涵盖力，本是一句成语，两层意思：一是
形容大地对人的恩情深厚；二是指农村事物的复杂性。“天高”
应该借指中国的政治，“地厚”指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深情与眷
恋。优秀小说一般都把创作人物形象作为重要历史使命，觉得
它成功塑造了一群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当代农村
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梁双牙和鲍真更为突出。梁双牙勤劳
能干，朴实本分，对土地爱的深沉，对鲍真也爱的深沉，深刻反
映了千百年来农民与土地的生死关系。鲍真虽是一位女性，却
是农村改革进程中先进的代表与化身。后来由中国电视剧制
作中心拍摄成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农业税免税的时刻，在央
视播出。

聚也不是开始，散也不是结束。文坛有个说法，作家不在
鲁院走一遭，就像是缺少点什么，可见鲁院的地位无可替代。
我们毕业以后，我们首届班同学们经常聚会。每人出什么书都
要相互赠送一本，友谊之情像老酒一样绵长醇厚。鲁院走过70
年，伴随着新中国文学事业一路走来，有许多作家从这里走出
来，由小树变成大树，好大一棵树，深情藏沃土。我们深情地说
一声：老师们辛苦啦！感谢你们，祝福鲁院！人到七十古来稀，
但是，鲁院正年轻，可以说青春正当时。我们走进了新时代，因
为鲁院给了我力量，让我沉静地写下去，这是多么幸福快乐的
事业！鲁院啊，你的心连着我的心，于是文学的火焰永远燃烧
在一起，我们与鲁迅文学院共同走向未来！

求知无尽求知无尽 和风迎春和风迎春
□关仁山

2014年春天，我得以入读鲁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在文学馆路45号
鲁迅文学院那栋小楼生活4个月，这是我步入社会工作后所度过的最为纯
净的文学时光。犹记得报到那一天，门口的玉兰开得正盛，与文学馆院子里
那几株烂漫的樱花遥相呼应，洁白得像重生的雪。因为这些花绽放在这个
地方，更因为我深知这个地方曾生活过一些让我敬仰和尊重的优秀作家，
这夺目的洁白于我而言
就有了特殊的意味——
这就是文学的颜色吧。

在鲁院课堂上，我们
这些“大龄学生”汲取着

“营养”，文学、电影、音
乐、心理学、政治、经济、

军事等等，并认真整理听课笔记。很奇怪的，
这里没有考试，也不需作业，但内心会生出一
条“纪律”来，大概因为这种时光对于我们这
些习惯了应对公务、家事等繁冗的俗世生活
而言，弥足珍贵，是因珍惜而形成的“纪律”。
这是一种奇妙的感受。

“收获友情”，这几乎是每个鲁院学员的
共识。可以想见，一群写作的人，敏感地闻着
气息，挑剔着找到相投的人，是不容易的。我
跟王秀云、安庆、刘迪生、王月鹏、何立文几个
走得近，几乎天天腻在一起，被同学们笑称

“六人帮”。饭余课后，我们绕着文学馆小径一
圈一圈地散步，谈写作，谈人生，有时聊到一
些无解的困境，我们会嫌这一圈圈的转悠有点像该死的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我们就散到街上去，
从文学馆路到育慧南路，从惠新西街往惠新东街，过往的人群让我们安心，这活色生香的生活跟文
学才最搭。当然，最最搭的，还是坐在某个苍蝇小饭馆里，喝着最便宜的那种“勇闯天涯”啤酒，就着
廉价的酸豆角肉末，喝至沉默。“你说人生艳丽我没有异议，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写作的人，内
心都有自己的沉重，从45号院内那个文学场域一脚踏出来，滚滚红尘扑面而来，梦与现实一墙之
隔，写作到底为了啥？我们能写出什么名堂来？喝得微醺，我们在经贸大学校园里拦下一个明眸皓
齿的女生：“同学，请问刘迪生作品研讨会在哪个教室？”我们认真又急切，仿佛这场研讨会重要得
不容错过。女生先是一脸懵，接着一脸抱歉。我们扬长而去，留下一串狂笑，就像六个骄傲的疯子。
在某个清晨，喝着食堂一碗小米粥的时候，安庆说，我昨天晚上写得酣畅，一宿没睡。看他黑黑的
脸膛散发着光彩，我们心领神会，如出一辙，那些沉重又复杂的情绪被写作的快乐驱走。

学期的后半段，我们六个人会时常到鲁院对面的经贸大学食堂吃饭。因为食堂的一侧，有个
教工就餐区，那里有两张带转盘的桌子，我们端着餐盘到那里吃。相比我们常去的苍蝇饭馆，转盘
自带了高级感，我迷恋那种高级感。写作的人都清贫，吃不消频繁带转盘的消费，苍蝇饭馆实惠小
炒勉强能应对。坐在积满油垢的小木桌前，月鹏常怀亏欠地对我说：“下次我给你背个转盘来。”分
别已六年，每想到这句话，我又温暖又感伤。

在毕业典礼晚会上，我们六人想合唱一首歌。首选我们挚爱的《蓝莲花》。但是，经过一次次排
练，觉得唱好难度太大，只好选择一首应景的《干杯啊朋友》。我们练习了一次又一次，迪生做了舞
台设计：每人端着一杯红酒上台，自由发挥。我们都是羞涩的人，为了给这段鲁院生活留下难忘的
记忆，鼓起豁出去的勇气。没想到，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最后压轴，早早准备了六杯红酒放在教室一
隅，等到上台的时候才发现，被保洁阿姨误以为是残酒收拾掉了。失去道具，我们六个站在台上干
唱。大概因为这首歌太熟悉了，我们没唱几句，台下的同学都纷纷上台。于是六人演唱变成了集体
合唱。而我们细心抠过的那一句句转音、真假换音的唱法，混杂在大合唱中，无人理会其准确性、
调性，真是大团圆结局。

因为还想着那首歌，临别的前一晚，我们几个到三里屯一个酒吧，各点了一杯名字怪怪的酒，
期待那个长得跟许巍有几分相似的男歌手，唱完《暧昧》，唱完《小情歌》之后，能唱出我们心中那
首《蓝莲花》。男歌手哼哼唧唧唱了一首又一首，《蓝莲花》并没有响起。服务员说，你们可以点歌。
歌单拿上来，在歌目的后排，寻到《蓝莲花》。100块一首。我们陷入沉默。100块，够我们到苍蝇饭
馆吃一顿含啤酒的饭。就在服务员要离开之际，一贯沉默的立文，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拍
在桌上——“点！”

歌手唱得不好，软塌塌的《蓝莲花》让我们极其失望。等到第二段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
跟着节奏吼出了压抑已久的那一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我们的歌声盖过
了他，我们唱着唱着，唱出了眼泪。为这分别之际，为这不复返的美好时光，为这难以干杯独自吞
咽的文学……

离开鲁院六年，我们六人时常通话，谈得更多的是各自的生活。我跟秀云常常唠叨譬如储钱
养老、科学养身的方法，琐碎、私密如家人间的谈话。对于我们这些写作的人而言，好好活着才能
好好写，也深知，真实的情感远远超过精心的虚构，因而倍加珍惜这段奇妙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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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过去了，但那一幕幕恍如昨日。
温馨的校园，温暖的老师，友善的同

学，自由的身心，思想的碰撞，那一幕幕
时常在我脑海中荡漾，那波浪在朴素的
生活里荡开了美妙的音符，滋养着整个
人生。

我们的“鲁二十”，是在环境优雅的
芍药居校区度过。每天晚饭后，我们总是
三五成群漫步其中。说是漫步，实则洗
礼。院内有雕像，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中的大师和巨匠。每走近一个人，都会肃
然起敬；每一次相遇，就是一次心灵的洗
礼。当时正值盛夏，桑葚满枝，或红或黑，
我们不忍心吃，在一旁虔诚地看着它们
掉落，那是文学的浪漫与意境。鲁院的一
草一木\一花一树，都成为了我们生命旅
途中的美妙风景。后来，我又在鲁院当代
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班学习，在八里庄校
区。院儿虽小，但感受相同。

我的思绪总会回到那场激烈而温暖
的研讨会。那年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九
点多了，同学赵卫峰敲开了我宿舍的门。
卫峰是贵州人，是诗人，也是诗评家。

“你怎么看待报告文学写作？”卫峰
抛出了这晚的话题。我心里有些惊奇，没
料到他会探讨报告文学话题。我们围绕
报告文学写作展开了讨论。渐渐地，讨论
变成了辩论，辩论变成了争论，争论变成
了争吵。卫峰坚持他虚构写作的诗意与
浪漫，而我坚持非虚构写作的现实与真
实。我说服不了卫峰，卫峰也说服不了
我，我们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

后来我渐渐了解和理解了卫峰。他
是个特立独行之人，有批评家的勇气和
胆识，敢于批评，敢于拿名家开刀，就事
论事，不留情面。报告文学不是他耕耘的领域，但他如此严
谨认真、深入细致地探讨这个文本，现在想来，着实令人敬
佩与感动。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不是因为与卫峰的争吵，而是因为我所喜爱的报告文

学。百余年来，中国的报告文学之路虽然曲折，但仍取得了
巨大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真正有了直面现
实，不回避矛盾、问题，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特性，其报告性、
新闻性和艺术性、思想性得以完美结合，其文学地位和影响
力不断提高。但因为一些作家文本意识的缺乏，甚至有些和
金钱相关联，被社会所诟病。有些读者没有记住那些报告文
学经典作品，反倒对那些“苍白的表扬稿”留下了深刻印象，
造成了一些误解与偏见。我意识到，作为报告文学写作者，
除了自己创作时要加强文本意识，同时也要成为这一文本
的宣传者。

第二天早上，我找到了同学谢友义。他来自广东，坚定的
报告文学写作者。他早我十年出生，把我当成他小兄弟，学习
和生活中，没少关照我。我一股脑儿地倾诉了心中的苦闷。

“不急，兄弟，先喝茶。”友义永远是那么沉稳和淡定。他
冲泡起从家里带来的正山小种,边喝边聊。从《包身工》聊到
《谁是最可爱的人》，从《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小木屋》
《胡杨泪》聊到《落泪是金》《寻找巴金的黛莉》《智慧风暴》
《西部的倾诉》《木棉花开》……我们徜徉在文学的海洋，见
证着报告文学的一次次探寻与突围，感受着这一文本自身
的生命力量和巨大价值。

“鲁二十”不仅师生情谊深，同学感情好，学习氛围更是
浓厚，几乎天天都有文学沙龙或小型研讨。

我们先后找到王凤英、苏宁、王永盛、曹景常等同学。凤
英是军旅作家，又是评论家，曾为李鸣生老师的力作《震中
在人心》写过精彩评论；苏宁来自江苏，写诗，写散文，写小
说，还写评论，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报告文学；永盛来自厦门，
是评论家，也写报告文学，对报告文学情有独钟；景常来自吉
林，写诗，也写报告文学……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随后，我们又开始在“鲁二十”QQ群里征集参与者，周
鸿、彭文瑾等同学积极报名参加。最开始，我们只打算围绕
报告文学这个主题，在班上开个像样点的研讨会。但在筹备
的过程中，我们的交流碰撞进一步深化，最后达成共识：研
讨会的规模应该扩大，就当代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与
担当，并针对面临的困惑与挑战等具体而现实的问题，进行
探讨与剖析；通过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真诚的发声，让更多的
作家关注时代、关注民生，增强作家的责任与担当意识。

令人感动的是，当我们向班主任李蔚超老师汇报此事
时，蔚超老师微笑着说，必须支持，还有陈涛、孙吉民等老师
也伸出热情的双手；当蔚超老师向时任常务副院长的成曾
樾老师和时任副院长的李一鸣老师汇报时，两位院长二话
没说，当即拍板决定支持。

老师们的大力支持，给了我们更大的信心和力量。我们
成立了工作班子，请蔚超老师担任总策划，班长温青、副班
长刘绍英，支部书记马包强、副书记杨凤喜担任总协调，设
有联络组、接待组、会务组、宣传组。我们分头行动，各司其
职。虽然大家来自大江南北，生活习性不同，但热情、理想和
追求相同。“鲁二十”藏龙卧虎，各种人才都有，大家发挥各
自特长，为研讨会服务。

另一方面，我们进一步细化研讨会方案，明确主题，并
确定进行主题发言的同学。为了使这次研讨会更具针对性，
发言分为两大阵容：“鲁二十”发言的八位学员，主要谈报告
文学创作中面临的困惑与切身感受，为避免重复，发言各有
侧重；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和老师，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发言。

6月30日下午，那场名为“责任与担当——当代青年报
告文学作家的追求”专题研讨会在鲁院召开。研讨会上，我
们就自己创作中面临的困惑与挑战等具体而现实的问题，
以及自己对报告文学创作的追求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与表
达；老师们则针对我们的发言，结合他们丰富的创作经验，
进行了深度的沟通与交流，共同探讨了青年报告文学作家
的价值取向、文学自觉性追求等方面的问题。研讨会气氛热
烈、交流充分、内容丰富，甚至有点火药味，但却引起了我们
青年报告文学写作者的共鸣，从心灵深处起到了导向作用。

那场研讨会，不仅让我感受到了可贵的师生情、同学
情，更坚定了我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决心和信心。我想，如
果不是来到神圣的鲁院，如果不是遇到老师和同学，如果没
有那场研讨会，或许我们就没有那么多心灵的共鸣与碰撞，
我们对文学的认识与理解也不会有那么深刻。或许，这就是
鲁院对我们最大的滋养吧。

于我而言，鲁院的经历绝对不只是60天的学习，而是
搭乘文学之舟开始启程。随着文学之舟，我与文学在最大限
度地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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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鲁院时光犹记鲁院时光
□马金莲

时间历久弥香，如今回想鲁院学习经历，
身在其中时昏昏沉沉忙忙碌碌，离开以后越
回想越觉得那段时间难能可贵值得怀念。

我上的是第二十二届高研班，2014年
春季，我把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留给爱人，
两岁的儿子寄养在乡下公婆跟前，单位的工
作装在一个U盘里，领导需要什么材料我就
随时准备好发给他，我算是把自己腾出来，
心有少量牵挂地来到了北京，走进了鲁迅文
学院。

我们的班主任张俊平老师是一个小伙
子，二十来岁，生得白净俊秀，腼腆羞涩，见
到他我居然莫名地紧张，大概是因为压根没
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年轻的班主任的缘故，从
小到大班主任都是家长一般的年岁，也早习
惯了被长辈管束，如今猝不及防被个小弟弟
管束，有种什么错位了的感觉。“鲁二二”是
他第一次所带的班，他以后肯定还会带班，
但我们肯定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届学员。

我被选做开班仪式发言学员之一。一
起发言的有甘肃的杨永康、山东的王月鹏、
阿里军区的汪瑞。大家的发言各有千秋，有
深入思考的，有情真意切的，有直抒胸怀的，
相对来说我说得比较琐碎，有在文学上走过
的经历，和如今的困境，以及希望在鲁院寻
求到的帮助。看着课程表，我觉得很惊喜，
我等于拥有了一大片自由的时间，我一头扎
进了长篇《马兰花开》的终稿修改当中。每
天正式工作从晚饭后开始，房间很安静，没
有任何干扰，一杯白开水，一些水果，把自己
安置在椅子上，忙起来就一口气坚持几个小
时，这在家里是不敢奢望的。记得定稿改到
结尾的一个夜晚，已经深夜了，我发现自己
坐僵在椅子上，站了两次都没站起来。就干
脆坐着，窗外是北京的夜，楼下是一个充满
文学气息的院子，我以文学的名义，身在一

座以文学的方式管理和运行的楼上，在深夜
里以文学的思维醒着，这是挺奇异的感觉。

班长是一位天津作家，叫李子胜。高个
子，壮实，爱笑，笑起来憨憨的，腿脚勤，热心
公事，被大家选做班长。按照惯常思维，有
啥事找班长，为此我找了几次，他也很热心
地伸手帮助。记得第二次社会实践去四川，
我胃病发作得厉害，感觉没法参与这次外出
了，把顾虑告诉了班长，他鼓励我去，并说他
会尽可能给与照顾。他说到做到，一路上每
顿饭前都抽出空儿询问我吃饭的情况，并几
次亲自带我找清真饭馆，而他还要协助班主
任操心全班的事情。我很感动，至今想起来
都很感激。

鲁院的课程安排是符合文学培训理念
的，一部分是纯文学课，评论家和作家讲，小
说、诗歌、散文、评论，各个文学门类都照顾
到了。另一部分和文学无关，但挺有意思
的，天文、环保、军事、宗教、瓷器、玉石……
文学的功夫应该在文学之外，这是大文学观
念的体现，让我们开的是文学之外的眼界。
研讨也挺有意思，选择班里有代表性的作
家，分组布置任务，阅读作品，针对作品进行
讨论。小说方面有次选了我和黄咏梅、安
庆、王秀云的作品。那可能是北京文学圈最
小的研讨会了，就是学员自己参加，完全是
关起门开，自家人说自家话，所以压力小，都
分外真诚，说的是大实话，指出来的不足也
是实实在在急需改进的缺点。用鲁院老师
的话来说，就是不打麻药的手术。这样的手
术，像模像样举办了好几场，每次我都认真
倾听了，诗歌的、散文的我也听。

鲁院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驿站，在文学
道路上摸索前行的人，累了，迷茫了，到这里
休憩，更是加油，是学习提高，也是停下脚步
做思考。自从离开鲁院以后，这几年我在中
年的日子里挣扎，尘世的烟火依然，作为社
会里一个微小的个体，我在单位工作和家庭
生活之间继续奔走，每一天都是劳碌的、疲
倦的，要在这样的夹缝里想想文学的事，其
实挺困难的，但鲁院之前的十几年都没有放
弃，鲁院之后，更没理由放弃。所以坚持成
为漫长日子里的考验。坚持周末、假期就往
乡下跑，继做完农村留守情况的调查以后，
完成了留守题材长篇《孤独树》，后面又围绕
移民搬迁做田野调查，移民题材长篇《连心
土》的创作也快完成了。

时间很快，离开鲁院已经六年了，我始
终感激那段时光，感激鲁院，感谢鲁院的老
师们，感谢遇到的同学们，都是生命历程里美
好的风景，都是温暖的记忆，还有鲁院楼下的
一池水，水里的鱼，水畔的树木花草，还有操
场边的一片草木一样栽在地上的拴马桩，都
散发着浓郁的文学味道，都能挽留匆匆的脚
步稍作停留，坐下聆听、感受，或者思考。

第一届鲁院高研班第一届鲁院高研班，，关仁山在学习关仁山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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