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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鲁院

鲁院新一期学员进修班开班了。我突发奇想，
要去旁听文学课。我的上班时间是弹性的，每周可
以有一到两个上午用来旁听。这个想法很轻易地就
实现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走进了进修班，大模大
样地找了个空座位坐下来听课。我怎么也没想到的
是，第一次旁听时，竟是陈建功授课。陈建功认识
我，他去海南时，我作为青年作家代表之一有幸参
加了他与海南作家的座谈会。大概是因为这次学员
名单里没有我，下课时，陈建功很是惊奇，问：
“你怎
么来了？”我老实答道：
“ 我来旁听。”他似乎是第一
次看到有人旁听，很受触动的样子，连声说“了不
得”。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后，他还特地向我表示
祝贺。
旁听丰富了我的文学知识。因为旁听，关于鲁
院的前世今生，以及它与文坛的水乳交融，我也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就像毛姆说的，
“钟摆摆过来又荡
过去，这一旅程永远反复循环”。鲁院反复循环的是
文学之于社会的功能，
是鲁迅的精神。
后来，由于搬家与工作日渐忙碌，我终止了旁
听，
也渐渐疏离了鲁院，
继而，
疏离了文坛。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当我重回文学圈时，鲁院
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鲁院装修一新，有了新校区；
学员的审核越来越严；有关文学的话题更多；深入
生活的活动更扎实，探索文学的课题更重了。更关
键的是，从鲁院出来的优秀作家一年比一年多。所
有有过鲁院学习经历的作家都以此为傲。林林总
总，
令鲁院的名头越发响亮。
鲁院，
中国作家的摇篮，
确实名副其实。
2018 年春，一文友见我在出版社工作，给我发
来了他所著的有关研究鲁迅的书稿。我为文友中有

前沿观察
观
点
启蒙现代性双重悖论下的中国文学
“粤派批评”
的缘起、
发展路径与前瞻 … 陈剑晖
——四十年文学批评史论纲…… 丁 帆 文学现象扫描
思想圆桌｜新冠疫情之后的文学
春天的阅读
疫后谈文之一——从抗疫文艺谈起… 林 岗
——2020上半年的两部长篇小说…孟繁华
一个英雄写的反英雄的武汉故事
论莫言文学世界的神灵信仰及其潜话语
——从弱水吟的诗说到见证文学… 陶东风
…………………………………… 王洪岳
疫情之后，文学何为？
离题叙述与中国经验
——从毕淑敏说到阿多诺……… 赵 勇
——浅议更新代科幻小说…叶立文 吕 兴
疫情文学的资源与后疫情时代的文学转向
作家作品评论
…………………………………… 张光芒 战争叙事的新空间——评邓一光长篇小说
粤港澳文学瞻巡
《人，
或所有的士兵》 …………… 汪 政
香港早期白话文学源流……………… 赵稀方 论葛亮
“南北书”
的书写色调
“特区电影”
建设的多维考察
………………………… 莫欣欣 蒋述卓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 黄鸣奋 书写一种民族的科学人格
文学岭南的一些新质………………… 谢有顺
——读熊育群《钟南山：
苍生在上》…陈培浩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想象共同体… 凌 逾 网络文学观澜
非虚构文学研究
中国网络文学的贡献和局限……… 欧阳友权
非虚构：
报告文学的特质和创作方式…李朝全 江湖世界的重构：
2019 年玄幻、
仙侠小说读札
用生命倾听大地的声音
…………………………………… 刘 奎
——陈启文国情报告文学论…… 李望生 编后记

定价：25.00 元。订购电话：
（020）38486965，13711361858。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552 号广东省作家协
会。邮编：510635。电子邮箱：ygadwqwxpl@163.com

人多年潜心研究鲁迅而大感欣喜，虽然自己不能帮
他出版，但立即推荐给了适合这类选题的出版业同
仁。近一年后，文友的书面世。此后，我对微信中看
到的凡是与鲁迅相关的作品都充满敬意。它们让我
相信，
“鲁迅热”
从来就不曾消退过。
不久前，我有了一个主编一套小学六年级课外
读物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选编了鲁迅的作品。我
觉得，孩子们越早接触鲁迅，越有益于他们思想的
成长。我最早知道先生也是在小学时代。为了给孩
子们选编出最合适的文章，我重新通读了鲁迅全
集，深深理解了那些大家们对先生的评价，尤其是
这一句：
“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鲁迅是历史
星空里不落的星辰，
他让后世追随仰望。
这样的认知引领我一次再一次经过鲁院。
回想着往事，我突然折回脚步走到鲁院门前，
站在鲁迅雕像前仔细端详。阳光热烈了一些，鲁迅
的脸变得柔和了许多，似乎在肯定我此时的理解。
隔着校门，太阳光在几棵杏树茂密的枝叶间闪闪烁
烁，
一派光辉耀眼的景致。
“鲁迅文学院”不只是代表后世对鲁迅先生的
尊崇，还象征着对新文化与新生命方向的不懈追求
与延承。
鲁 迅 从 未 离 我 们 远 去 ，鲁 迅 的 灵 魂 终 是 不
灭的。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怀念我做鲁院函授生
的时代，也由此强烈生发出到鲁院深造的愿望。这
样的愿望，以我现今的年纪，怕是有些奢侈了，但我
还是希望能够实现。即使不能，我也还可以更殷勤
地从鲁院门前走过。我相信终有一天，在清晨将至
的时候，
我的生命将真正遇见先生的灵魂。

鲁迅文学院八里庄校区旧校门

你微笑着看着我们

清晨我经过鲁迅文学院

□

的同时代人。惟其通约，才可以发现共同关注的问题；而相
互间的差异性，则让我见识到了一个更广大的世界，激发
出我对一个个独特生命与领域的好奇与探究。尽管《耶路
撒冷》前后耗时六年，但我认为于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时
间之一，就是鲁院那四个月。那四个月里，我经常有思接千
□徐则臣
载、视通万里之感。也只有在这样的感觉里，才可能把我想
要的专栏部分写出来。
法我不赞成。四个月当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更重要
鲁院的生活没那么紧张，可以看闲书，系统地思考平
的是，在这个地方，每一个年轻作家都能不同程度地感
常难得梳理的问题。也是在那四个月里，我对科幻文学、拉
受到一种文学的精神和传统。我们不能靠着有限的知识
美魔幻现实主义和上世纪 80 年代的寻根文学有了新的理
和技巧一直写下去，终成为一个好作家，但如果能将一
解。我向来认为文学不是拧螺丝，可以越拧越紧，要给每一
种纯粹的文学精神和传统深植于内心，在一条源远流长
个好想法、每一部好作品足够宽松的空间，它才能自然地
的文脉里与先贤和前辈对话，那它将成为我们写作永久
茁壮成长。增广见闻，交流碰撞，济之以纯粹、精进的文学
的内驱力。而这种精神与传统也在时刻提醒我们。这才
精神，另有可供思想与想象天马行空的环境，这就是我对
是鲁院给予每一位青年作家真正的价值所在。
鲁院的感受。
鲁院期间，我写作的量并不大，我不想把书房直接搬
一个地方之“重大”，抽象的价值固然是大指标，具体
到鲁院去。现在我甚至也记不起来四个月间都听了哪些
的地理位置也不容忽视。鲁院生活以后，直到现在，我对朝
课，哪位老师具体讲了什么，但那段时间的学习和师生间
阳区的那一大片地方的认知与想象，都必须围绕鲁院才能
的交流给我的启发，受益至今。当时我正在写作长篇小说
展开的。芍药居、育慧南路、育慧南里、中国现代文学馆、惠
《耶路撒冷》中偶数章的十个专栏，跟小说正文的故事比，
新东街、惠新西街、对外经贸大学、地铁站，甚至那一段三
这十个专栏的写作难度非同寻常。既要有足够的、有价值
环路和四环路，想到这些地方时，我必须先在头脑里定位
的问题意识，又要在写作方式、体裁、思考的领域等诸方面
出鲁院这个点，然后那一片地域才可能逐渐展开，每一条
相互区别开来。该部分的写作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灵感，需
路、每一座建筑、每一个机构才可以分别获得自己的名称
要新鲜东西的刺激和启发。模式化的生活对此无可奈何，
和方位。如同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那只著名的坛子：
但鲁院的生活可以。
“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放在田纳西的山顶。/凌乱的荒野/
授课的老师行业众多，皆为业界的专家，政治的、经济
围向山峰。/荒野向坛子涌起，
/匍匐在四周，
/不再荒凉。”
的、历史的、音乐的、天文的、地理的、文化人类学的。所有
（
《坛子的佚事》
）
陌生的领域和观点都可能引爆你的想象，还有同学之间的
纲举然后目张，
那只圆形坛子是田纳西的中心，
只有它
交流。我一向看重同时代人之间的交流。这个同时代人，既
才能为整个田纳西命名。
于我，
鲁院就是那只田纳西的圆形
指同龄人，也指生活在同一时空的人，还是阿甘本意义上
坛子，
它是我想象和描述那一片朝阳区的起点与坐标。

太阳缓缓升起的时候，我从北往南行走在北京
八里庄南里十里堡街上。经过鲁迅文学院时，我不
由得放慢了脚步。
无数次经过鲁院。
每次经过，
我都会这样放慢脚
步。
从东边射来的阳光落在鲁院大门上，那黑色的
铁门和小栅栏门，石头门，嵌在门墙上的鲁迅的浮
雕，都涂上了一层金红色的光泽。这样的光泽，使鲁
迅先生瘦削的脸显得更为冷峻。
鲁迅，早已不单纯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民族
脊梁、知识分子的一个象征。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尚是一个青涩的、刚踏
入社会、懵懵懂懂向往文学的青年。被文学诱惑，我
报名读了鲁迅文学院的函授班，成为鲁院的一名函
授生，为期一年。那时在我的心中，
“鲁迅”二字是崇
高的，
“鲁迅文学院”是神圣的殿堂。因此，对于鲁院
邮寄来的函授课资料以及指导老师的意见，我都是
一丝不苟地研读与吸纳。我不知那一年的函授课对
我后来真正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有多大影响，但我确
实是在那时开始了正式的小说创作，并且我的名字
“子君”也和鲁迅的作品有了牵连。不过，那时对于
“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精神，我还是深为懵懂
的，就像感受到太阳的温暖，却不明白太阳为什么
会产生温暖的力量。
随着进入文学日深，及对鲁迅先生自觉不自觉
的更多了解，我心中鲁迅先生精神的象征意义也逐
渐明晰起来。
毛泽东说：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
的奴颜和媚骨”，
“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
化的方向，
就是新生命的方向。
”
从“像匕首一样的文字”
“没有丝毫的媚骨”，到
代表新文化、新生命的方向，这样的鲁迅，成就了
“鲁迅精神”。
21 世纪初，怀着对文学的憧憬与流浪的梦想，
我来到北京。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最初我竟住在了
与鲁院直线距离不到 300 米的地方。得知鲁院就在
隔壁，我又喜又怯地前去参观。那时的鲁院跻身在
一条很不起眼的街道，人们进进出出，呈现出一种
宽松自由之态。我很容易地就进了鲁院，在校区里
转了一圈，惊讶于学院的促狭，也为校园内一草一
木、一花一石似乎都浸染着鲁迅百草园的气息而惊
喜。印象最深刻的是院史展览室。展览室不大，却资
料齐全，内容丰富，仿佛一条艺术长廊。它展示了鲁
院 50 年来艰难而光辉的历程。从首任所长丁玲开
始，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师们都曾来过这里授课，数
以千计的一代代作家从这里走出。因而它也当之无
愧地被称作中国作家的摇篮。这里陈列的作品虽然
仅仅只是一部分，却足以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我兀自喜悦，便时不时地在节假日特意经过鲁院，
经过时，还会刻意放慢脚步，透过铁栅栏校门聚精
会神地凝看校内景色，似乎这样也可沐浴到一丝大
师们的思想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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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院庆祝建院 70 周年前夕，我正跟随“走
向小康诗歌轻骑兵”
小分队，
奔走在湖南花垣县双
龙镇十八洞村的山路上。这里是“精准扶贫”首倡
地。目睹、倾听、座谈，心头涌起一阵阵热浪。可是
很急的约稿信息来了。
我这人有个毛病，
只有坐在
家中书桌前才能写稿。
于是给领队请了假，
提前两
天返京。
鲁院啊鲁院，
我和所有曾在此学习过的学
员一样，
与你有着珍贵情感。
我是 2019 年 4 月接到去鲁院参加新时代诗
歌高研班学习的通知的。给家人一说，都乐得够
□
呛。
家里几个孩子半信半疑，
又看我平日在家懒散
惯了，常熬夜写稿，再一觉睡到中午，如何能受得
了学校规矩？
大儿子是个中校，
竟然像教育新兵一
样叮嘱我：
过去的一切归零，
别把自己的正师大校
当个干部，
听老师话，
认真听课。
我嘴上答应，
心里
略为不快：
这孩子。
朋友们有所不知，我 18 岁从山东兖州乡下入
伍，军旅生涯 42 年，60 岁时从军队退休。接到总
部退休命令那天，我内心有了一年级孩童听到放
学铃声，背起书包撒腿就跑的感觉。劳累几十年，
终于得悠闲。转念一想，除了 1989 年我到军艺文
学系读过两年书，
好像还真没怎么上过学。
小学是
在一座乡村破庙里度过，
冬天手指冻得像胡萝卜，
开春痛痒不止。
中学时，
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忙着挣
工分。
上高中，
学工学农只记住了
“饿”
。
这下好了，
刚放下
“书包”
，
又能去上学。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一时喜不自禁。
报到那天，全家人想隆重地开车送我，我却坚持拎着行李坐地铁。
真像一个外出求学的学生，只是头上有了白发。到了鲁院大门口，我把
门口的大牌子仔细看了两遍，口中念念有声。在门口愣了一会儿，一时
竟不知身在何处。
宿舍虽窄小却整洁。
伙食不错，宿舍能洗澡，
还有烟灰
缸。拍了几张图片传到家庭群里，好像是第一次赢得了全家共同点赞。
俩儿俩儿媳同出一语：
“爸爸开心就好。
”
在鲁院的第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想起小时爱好文学，想起
高中毕业当乡村教师时悄悄投稿，想起当兵后一个文学青年的无数孤
灯长夜……到底是怎样一种无以名之的神秘力量，引领我走上了热爱
文学之途与现在这样的生活？半头白发，来鲁院上学，也许是命运又一
次的召唤，
也许还有曾经沧海跃然至今的童心，
以及对未知世界充满的
好奇和憧憬。
天亮了，
翻身而起，
洗把脸，
精神抖擞，
仿佛新生。
鲁院啊鲁院。
难忘那里各位老师的授课。
李少君老师开班讲授的第
一课是《人民性与主体性的辩证思考》，历史与当代、传统与创新，中华
文明在当今世界大放异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他工作繁忙，
但还多次在
我们高研班微信群里转发关于新时代诗歌的重要文章，
督促学习。
难忘
吴义勤、欧阳江河、树才等多位老师别开生面的真知灼见。
难忘谢建平、
彭敏两位老师的生动对话。渊博、雄辩、智慧，都了不起。我在鲁院的学
习，
简直就是同时打开了几扇窗。
我和多位授课老师也算熟悉，
家里有他们过去馈赠的大著或墨宝。
西川来讲课，感到亲切。
我俩曾获同一届（1997—2000）鲁迅文学奖，到
绍兴领奖时两人几晚同住一个房间。
部队来接我，
他跟我又到杭州转了
两天。课间休息时，我们到楼道窗口处抽烟，他说：
“咱俩是奖友。”当初
领奖情景历历在目，
一晃近 20 年就过去了。
我当兵 42 年，好像从未挨过批评。在鲁院，我曾受到工作认真的班
主任胡嘉老师含蓄、
婉转的提醒和批评。
原因是缺课。
一次是国家税务总
局要开全国税务局长大会，
大会上要朗诵一首反映他们这条战线精神风
貌的长诗，
他们办公厅两位处长受领导指派，
拿着稿子到学院找我，
让根
据总局局长的建议帮忙修改。
我憋在宿舍，
一脸汗水，
没去上课。
另一次
是应约为内蒙古马博会写一急稿。
跑回家熬夜写《乌珠穆沁的马》，
稿子
写出了，胡老师督促认真听课的短信也来了，赶紧从家中返校。我这个
五大三粗的老兵，站在胡老师面前局促不安，估计满脸通红，像个小学
生一样解释原因，低头认错。而这一切，都成了永远新鲜、生动的回忆。
写到这里，
我差点笑出声来。
鲁院啊鲁院。难忘学院组织我们去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我 18 岁
来京生活至今，已把这座当初的陌生城市住成了家乡，无数次路过这
里，却是第一次来听音乐会，兴奋欢喜如孩童。坐在那里，突然想起故
乡，
童年背着草筐站在田野，
怔怔地听有电的邻村树上大喇叭播放的音
乐《百鸟朝凤》。当时觉得多么幸运、有福。师生联欢，一身汉服，手书赠
言，合影留念，同学们多才多艺，歌之、诵之、书之、画之……这时光，如
此美好。
鲁院 19 天的学习时间转瞬即逝。同学们依依惜别，天南地北而来，
又天南地北而去。
结业典礼时老师让我发言，
我说：
“我们不仅是一个奋
发向上、切磋诗艺的学习集体，
也是一个相互关心、同学情深、和谐相处
的友爱集体。
”
我们结下了友情。
同学们都是生活在祖国各地的才俊，
此
后他们给予我许多关心和帮助。
我的家与鲁院同在一座城市，
让我暗暗吃惊的是，
结业离校那天收
拾行李，心头竟有一些怅然。回家后呆坐半天，怅然不去。19 天的时光
不长，却在我生命里留下了岁月不可磨去的刻痕。记得离别时，我关上
宿舍门，
又打开，
书桌、衣橱、暖水瓶、窗外景物……都又仔细、深深地看
了一眼。
此后我多次到鲁院参加文学活动，想起在这里度过的一去不返短
暂学习的日子，看看那些树，那校舍，凝神低回。30 多年前我曾写过这
样的诗句：
“把经历的一切当作故乡。”我写这篇小文，其实就是游子还
乡。
“阳春布德泽，
万物生光辉。
”
鲁院啊鲁院，
假若我长年不歇地劳作却
发不出一丝光亮，
那真是一种辜负。
我有两个群：鲁院新时代高研班群、鲁院师生联谊群。在群里时常
听到同学们的佳音。有的同学生动活泼，有的安静少语。也有领导和老
师在群里，
微笑着看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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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宇翔

去鲁院高研班做学生之前，我已经在鲁院做了几次
“老师”。那时在八里庄的老鲁院，每次跟一位作家或者编
辑搭档，跟学员交流。在鲁院课程设置中，这应该是比较受
欢迎的环节，作家同行和编辑都来自一线，共同的困惑和
话题很多，能谈到一块儿去。虽然只是个“聊天的”，学员们
还是要客气地尊一声“老师”，让我汗颜，觉得还是坐在下
面更踏实。
机会来了，2011 年 3 月，我成了第十五届高研班
的学员，这回到了芍药居的新鲁院。
我们算是从头到底都在新鲁院念书的第一届，上一
届，鲁十四，前半截在八里庄，后半段时间搬到了芍药居，
所以他们毕业后结集出了一本书，名字好像就叫《从八里
庄到芍药居》。我更喜欢新鲁院，主要是教学楼里鲁迅的元
素更多。尤其喜欢进了门，天井中从三楼迎面垂下的鲁迅
的肖像，走在鲁迅先生的目光下，那感觉很有几分庄严。现
在作为影壁的屏风后面又放置了一尊鲁迅的坐像，
“鲁”院
的氛围更浓了。我有个小爱好，收藏作家们的雕像。这些年
跑了不少国家和地区，请回了各种风格的作家雕像，托尔
斯泰的就有三尊。鲁迅先生的自然不会少，头像、半身像、
全身像，写实雕塑、抽象雕塑，可以摆出一长溜。慢慢也养
出一个偏好，凡有“鲁”之处，皆生亲近。当然，鲁院之“鲁”，
我以为还不够，可以更多且更多元。
对当下中国的年轻作家，鲁院的意义无须赘言。从
1950 年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到 1984 年的鲁迅文学院，仅
看这两个年份，即可见出鲁院在文学层面上所能承载的
历史分量。再看从文研所到鲁院历届学员的名单，更是
蔚为大观，差不多就是大半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种
“历史感”和“文学史感”已经内化为鲁院的传统，走进
鲁院，在一定意义上，你就是在沐浴某种文学精神，对
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脉。可能有人会说，就四个月，头
悬梁锥刺股，焚膏继晷地学，又能有多少长进？这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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