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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交响曲的文学版
——评梅国云的长篇小说《第39天》 □姚展雄

梅国云的日记体长篇小说《第39天》是

打破常规军旅文学模式的成功突破，作品贯

穿着忧伤悲壮的情绪，感情深沉真挚，呈现

出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气节，是

一部“英雄交响曲”。作品打破传统叙事模

式，以悲伤的心情替遭遇人生“滑铁卢”的英

雄鸣不平、以无奈的心情替“虎落平川”的英

雄难过、以泣血的心情替杀叔成仁的英雄哀

叹、以“死亦伟大”的心情替为国献身的英雄

自豪，这一波波“感时花溅泪”的音符，谱写

成一部当代军旅文学的“英雄交响曲”，成为

在“军旅文学史上留下深深印记”的绝唱。

梅国云坦言，《第39天》是他在接到转

业命令后的47天内完成的。作品完成后，没

有做大的修改。他认为，反复地“修改过程”

会因为“左听听、右听听”而“患得患失”，导

致破坏作品的原汁原味，违心地粉饰太平，

如此会对不住死去的英雄牛大志。《第 39

天》的第一板块，是完全粗线条的引子，就像

是交响曲的前奏。引子只有寥寥500余字，

是对整部作品背景的交代。但这仅500字的

粗线条，却一下子把读者拉进了主人公的故

事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因为是主人，

就一直骄傲着自豪着。牛大志就是这个城市

的主人，他不但一直因为自己是这个城市的

主人骄傲，而且，因为他还在保卫着这个城

市。所以他的骄傲比起其他人来，又多了许

多的自信。”“可是现在，他的自信没有了，再

也骄傲不起来。”“因为一直自以为自己很优

秀的牛大志，被组织上一张命令，弄转业

了。”简笔勾勒，一如中国水墨画的留白，“密

可走马，疏不透风”，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

和审美张力。这一部分，像《英雄交响曲》里

面的第一乐章，它外形精致、巧妙，让人回味

无穷。

第二板块叙述的是想把一生都献给军

队的主人公牛大志突然“被转业”时的心情，

这一“乐章”多为站在乐队前的演员发出的

“咏叹调”，是甚慢板。在这个板块的文字中，

主要是对牛大志的愤懑、郁闷、自责的心理

描写。“哦，没有成家没有拖累，就该转业，如

果战争爆发了，也让我们这些没有家庭拖累

的待在后方，或离开部队吗？什么逻辑？”因

为是突然“被转业”，而且没有被组织上告知

原因，表现在主人公行为上的是不断地回忆

想找到答案。尽管找这种答案并没有任何意

义，但一个人面对如此打击，精神上的这种

反应却是本能的。作者在这一板块中，大量

使用精神分析的手法。比如，牛大志在被宣

布转业后，一个人喝醉酒醒过来就呆呆地

想：“我牛大志，至少也是把自己的生死置之

度外的，怎么组织上就看不到我的心思。”指

导员建中请他到部队吃告别饭，牛大志想，

“你们都不要我了，还吃个鸟饭，吃这个鸟饭

也是假惺惺的。”告别宴上，政治处孙主任指

责他总是给官兵带坏头，他就想到既然自己

吃了告别饭就是永远离开部队的人了，你首

长却在这个时候说我“算什么优秀军人”。大

志极度痛苦，感到自己“现在已经是被宣布

转业命令的人，你首长这个时候否定我，让

我再没有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是优秀军人，

我牛大志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视军人

荣誉如生命的牛大志在这个时候油然地想

到死，牛大志由于找不到让他转业的准确答

案，“他这一路上就反复地想着这些事。他也

曾试图不想，但脑子里就像是钻进来了一个

魔，把其他心思都给吃了，霸占着整个大脑

和整个心思。”在懊悔的心情中，他在火车上

就常常想，“这一切如果就像做的一场噩梦

该多好啊！醒来后，再也不自以为是让领导

讨厌了！”为了找到答案，他就这样在精神上

被折磨着。在这一“乐章”里，梅国云的心情

和主人公的心情是一样的复杂难过，甚慢板

的“咏叹调”既有主人公牛大志发出的，也有

梅国云替主人公鸣不平而发出的。这一甚慢

板“乐章”在整部小说中占了近三分之一，是

主人公接到转业命令后精神上最难熬的日

子。作者重笔浓墨深入到精神上受到极大打

击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赋予了日记体文学

作品的精神内核。通过细微地抽丝剥茧，读

者仿佛看到了主人公内心的血在精神折磨

中一滴一滴地流下，无不为英雄遭遇“滑铁

卢”式的命运而扼腕长叹。

第三板块主要叙述主人公牛大志回到

故乡的遭遇，这一“乐章”是“诙谐曲”，是活

泼的快板。本章围绕牛大志这位曾经的英雄

形象的“倒塌和再造”而展开。让牛家村人引

以为豪的大英雄回来了，自然要受到最为隆

重的礼遇。当乡村们知道英雄是因为犯错误

“被转业”时，一身华彩的凤凰变成了病鸡。

乡亲们的前恭后倨让牛大志的身心再受折

磨。当回到家乡的大志被不知道他转业消息

的乡亲们簇拥着回到院子，无奈地接受电视

台记者采访时，只得说出自己已经转业。但

在这一板块中，梅国云没有用太多的文字对

主人公进行精神分析，而是笔锋一转，通过

近乎荒诞的“英雄效应”的招商闹剧，把“倒

塌”的英雄置于封闭落后农村的风口浪尖，

让英雄奇迹般地复活。英雄复活，是以主人

公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叔叔为代价的。英雄复

活了，光环再一次落到英雄的头上，乡亲们

又来个180度的转身，变前倨为后恭，死去

的爱情竟也在具有英雄崇拜情节的女孩张

小爱心中复活。显然，作为英雄的后代，一个

曾在部队服役近30年的作者，对英雄是抱

有深深的敬意的。梅国云不愿看到英雄颓

废、被嘲讽甚至被戏弄。这里不仅表现了作

者对英雄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无奈，还有对人

性丑陋一面的愤懑。尽管这一“乐章”的后半

部在伦理上是悲剧，但在表现手法上同样是

幽默诙谐的，是一种“含泪的微笑”。这也是

梅国云叙事的独到之处。从这一意义上讲，

在这部日记体长篇小说里面，尽管没有看到

多少浪漫的文字，也没有起伏有度的刻意安

排，但不同“乐章”的不同风格却让读者的心

情激荡起伏，畅快淋漓。《第39天》能做到这

一点，正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地方。

第四板块主要叙述主人公的最后生命

旅程。这个“乐章”具有鲜明的“赋格曲”效

果。看到这个地方，读者的耳朵里好像听到

了嘈杂的战斗声和凶猛的“骑兵嬉游曲”。军

人应该死在战场，马革裹尸！英雄应该在战

场上成就英名！英雄牛大志归来！这是梅国

云对英雄的呼唤，也是梅国云对共和国军人

的呼唤。梅国云没有让复活的英雄定格在牛

家村，当牛家村的英雄，而是要让他通过死，

实现共和国军人的最高荣誉，将他超度成为

国家英雄、民族英雄。这不只是梅国云对英

雄的感情，更是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气节。

至此，梅国云还没有停下《英雄交响曲》

的“演奏”。曲子的尾声是甚慢板的“中国式

的葬礼进行曲”，这是作者对主人公牛大志

的再次升华。牛大志是与恐怖分子在炸弹爆

炸中同归于尽的，炸弹又是能量非常大的燃

烧弹，自然，牛大志不会留下尸骨。英雄再次

回到故乡，而此次回到故乡的英雄，没有遗

体，只有军装和军种符号。乡亲们没有把他

埋在牛家村的乱坟岗，而是埋在了几百年前

为抵御异族侵略的一位无名大将军的坟冢

旁边。用心良苦的作家在这里给了本已实现

了人生辉煌的英雄牛大志又一份荣耀，虽然

大将军没有留下姓名，但几百年来在人们的

心中却是与天地等高的，虽然牛大志没有留

下尸骨，但从现在起，将与大将军一样与天

地等高，与日月同寿，流芳百世。与之对应的

是，牛家村的乱坟岗不知埋了多少有名姓、

有尸骨的人，过上几代后，却很难有人记得

起他们的姓名。梅国云创作《第39天》的价

值观、生命观，一下子凸现在读者的面前。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向西方学习业已成为宏大的

时代潮流，西方繁复的文学观念和方法极大地开阔了我们

的文学视野，也以镜像的方式清晰了我们的文学位置。但

是许多年过去之后，源于西方文学基础产生的西方文学理

论，也遇到了他们自身的纠结或难题。因此，西方文学理论

在阐释文学共通性问题的时候，确有明快和通透的一面，但

是，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学也总会有其特殊性。面对“特殊性”

的时候，仅凭西方文学理论往往捉襟见肘词不达意。早在上

世纪90年代，曹顺庆就提出了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问题。

曹顺庆对“失语”的解释是：“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话

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

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

术‘哑巴’”。因此，当下的中国文论不能有效地解决文学批评

问题。20多年过去之后，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愈演

愈烈。于是，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我经常向古代文学研究者

的方向张望，希望能够从他们从事的研究中汲取新的资源和

方法，特别是身边一些优秀的古代文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常

常让我耳目一新深受启发。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文论研究，尤

其是古代诗学研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这些学者的具体

研究不是空泛地站在云端说话，而是发掘了相当丰富的、值

得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吸收的本土理论话语资源。

在这方面，我觉得文学创作做得比文学批评好。比如先

锋小说家余华、格非等，他们适时地放弃了纯粹的先锋文学

立场，重新回到了正面写小说和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个“回

归”，已经不是原来的现实主义，而是综合了古今中外各种表

达手段。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他们就不是今天的余华、格非。

特别是莫言，他一再强调作家是个“讲故事的人”。《晚熟的

人》看似有“白话小说”或世情小说的路数，但它是“旧瓶装新

酒”，小说的观念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它是现代的。

如是我想，如果我们的文学评论也能够回过头来，向传

统文论学习，一定会有新的气象。现在大家经常议论胡河清

的评论，就是因为胡河清在熟悉现代西方文论的情况下，能

够结合本土的文学理论资源，对文学作品或潮流现象，做出

具有本土性的阐释，所以他独树一帜。当然，造成文学评论

今天这样的现状，有多重原因，学科间的不对话是一个重要

原因。比如所谓的文学理论、文艺美学，它们都是高高在上

的学科，他们每天谈天上的事情，宏大又神秘。但是值得怀

疑的是，这么多年，这些学科究竟有什么发展？他们为文学

批评提供什么样的新的知识和可能？他们对当代文学的现

状有多少了解？如果文学理论不能为阐释当下文学提供新

的话语，创造新的范式，那么，这样的理论只能沦为课堂知

识学。我们从未企望文学理论一定要切合批评实践，它有其

“无用性”，但理论如果只是一味地空转，可能我们就不再需

要它。当下的文学世界，早已不是理论家的世界，无论“耶鲁

四人帮”还是杰姆逊等，他们都是批评家，他们都有具体的

阐释对象，他们没有离开具体的阐释对象说话。这是需要理

论研究者注意的。

但有的朋友恰恰在强调“文学理论”的“帝国化”。按照

他们的理解，要么文学理论已经解体，被分解到或“帝国化”

到其他学科中，如是，文学理论已不复存在；或者，文学理论

在“失语”的语境中，一直没有找到自身能够自我确证的位

置而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当他们强调文学理论“帝国化”或

扩张的时候，他使用的材料恰恰不是文学理论著作而是文学

评论著作。这一错位，不仅使他的文章内部矛盾百出、问题丛

生，还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是一个批评家的时代，文学的理

论和与文学相关思想的提出，是文学批评家而不是文学理论

家。因此，那个所谓的文学理论“帝国化”或扩张化，已经是无

源之水。无论哪种情况，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文学理论已

经遭遇了很大的问题。所谓“帝国化”或理论边界的扩张，是

一个永难实现的理论幻觉。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近20

年过去之后，那种“帝国化”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起码

在中国我们还没有见到。真实的情况是，他们所处的失语状

态没有任何改变。文学批评虽然也有很多问题，甚至在短时

间里还有很难克服的问题。但文学批评面对的还是具体的文

学作品，他们的言说还是“及物”的。因此，讨论中还不时地会

总结出一些有见识的观点或质疑，诸如：“小说是写不可能的

事情”、小说的“有意思”和“有意义”的关系、诗歌创作要抵抗

“碎片化”的生活，文学要写出情感的深度等命题，是在文学

创作与现实生活关系中提出的，这些鲜活又有时代性的命

题，是作家和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在考察了大量当下

文学作品之后或创造实践中提出的。我不只是批评文学理

论没有方向的不知所措，因为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也比比

皆是。但是，文学批评还有反省和检讨自己的意愿，而没有

像文学理论那样为自己做毫无说服力的辩解。多年来，各个

学科各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现在到了相互对话、相互补

充的时候了。如果还是“山头”心理，我们面临的情况只能更

糟糕。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都伴随着激烈的与文学相关

的各种论争，论争极大地激发了理论和创作的灵感，从而推

动那个时代文学向更积极、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反观近20年

来的文学，岁月静好，风平浪静，随波逐流是这个时代文学最

看不得的景观。因

此，打破沉寂，敢

于正视与文学相

关的各种问题，才

有可能让我们的

文学充满生机地

参与到伟大的时

代变革中来。

时间的脚步实在匆忙，自打 1988 年发表

第一篇文学批评文章，介入到当代文学批评中

来，不知不觉间，已有近 30 年的时间了。近三

十年来，尽管我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尽心竭

力地从事这项自己所特别钟爱的事业，但反顾

走过的批评历程，却发现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成

绩的取得。细细想来，唯觉汗颜不已。然则，虽然

批评成绩乏善可陈，但时时刻刻总是在思考关

注与文学批评有关的事物，却是毫无疑问的一

件事情。一边进行着自己的文学批评事业，一边

却也在对文学批评的相关问题，有过相应的关

注和思考。

我们注意到，有那么一个时期，有关究竟

应该如何评价看待当下时代文学批评的问题，

引起了很多批评界同仁的高度关注。其中，非

常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就是《文艺报》一度展

开过的关于批评文风问题的探讨。然而，批评

文风的问题固然重要，但相比较而言，我以为，

导致当下时代文学批评不够理想的更为重要

的原因，恐怕却在于批评家主体人格的建构问

题。某种意义上说，批评文风是标，而批评家的

主体人格才算得上是本。只有本的问题得到了

很好的解决，如同批评文风这样一些标的问题，

才有望发生根本的改变。说到批评家的主体人

格建构，我觉得，最起码有以下四个层面的问

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批评家主体人格建构的第一个层面，首先

就体现在批评家一种强烈的社会关怀上。作家

要想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固然需要有对于

社会现实热切的关注与思考，批评家要想很好

地完成自身文学批评的使命，同样需要有对于

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怀。无论是现代意义上的作

家还是批评家，都应该被看作是知识分子这一

大的集合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怎样的知识分

子才算得上是真正合格的现代知识分子呢？一

个简单的说法，就应该是对于社会现实持有怀疑和反思立场的所谓

批判知识分子。这就意味着，成为一名合格批评家的首要条件，就

必须首先是一位拥有独到社会见解的批判知识分子。

其次，一名合格的批评家必须是文学与文学批评事业的真正

热爱者。写下这样的言辞，或许会招致一些人的嘲笑与不解，难道

一位从事于文学批评工作的人，居然不热爱自己的事业吗？令人

倍感遗憾的是，实际情形正是如此。放眼当下文学批评界，沽名钓

誉者有之，追逐名利者有之，以文学批评为跳板换取高位或者高

额报酬者有之，独缺那些真正地在内心里热爱文学，如同宗教信

徒一般地理解看待文学的人。试想，一位号称批评家的人，在内心

里没有把文学看做一种神圣的事业，缺乏一种根本上的对于文学

的虔敬心理，他所写出来的批评文章又能够拥有怎样的公信力

呢？我们在这里所呼吁出现的，正是那些对于文学与文学批评事

业有着执著般爱恋的批评家。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

我才强调文学批评乃是“傻子”的事业。

第三，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批评家，其主体人格建构中，自然

少不了专业批评修养的具备。只有那些能够对于文学理论始终保

持着浓厚的兴趣，不断地进行相关理论自我更新的批评家，方才

算得上具备了起码的专业批评修养。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我们很多

成名的批评家，已经不再对于文学理论的更新感兴趣。以一种固步

自封的姿态，用一些陈旧、过时、落后的理论以不变应万变地应对日

新月异的文学创作情形，恐怕正是当下时代文学批评界一种无奈的

实情。如此看来，采取怎样一种有效的方式以提高我们批评家的

专业批评修养，也是批评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一位优秀的批评家，还应该拥有一种突出的思想能力。

不只是文学作品要有突出的思想内涵，文学批评同样也需要充分

表达自己的思想洞见。那么，究竟何为文学批评者的思想洞见呢？

我的基本理解是，作为文学批评者，在集中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

同时，也需要把自己的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对于社会、人生、思想、

文化等等问题的关注上。假若说作家是通过其作品传达自己对于

社会、人生、思想、文化诸问题的关切与思考，那么，文学批评者也

必须把自己对于以上这些问题的理解与思考通过文学批评实践

传达给读者。缺失了这一方面能力的批评者，显然很难被视为合

格的批评者。俗话说，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借助于特定的

批评对象，在充分阐释批评对象的同时，把批评者对于社会、人

生、思想、文化诸问题的关切与思考也同时表达出来，便可以被看

作是对于那句俗话的形象注解吧。对于那些真正有志于文学批评

写作的批评者来说，通过怎样一种方式才能够使自己的文学批评

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无论如何都已经不能够再轻易忽视了。也因

此，我们所应该集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够使自己的

文学批评拥有突出的思想性。

如何迅速改变文学批评并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无疑是一个

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批评家主体人格的完善建

构，绝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忽略的重要方面。惟有建构起一种强

大合理的批评主体人格，我们的文学批评状况才有望得到整体的

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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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

都伴随着激烈的与文学相关的

各种论争，论争极大地激发了理

论和创作的灵感，从而推动那个

时代文学向更积极、更健康的方

向发展。因此，打破沉寂，敢于正

视与文学相关的各种问题，才有

可能让我们的文学充满生机地

参与到伟大的时代变革中来。

没有争论就没有批评没有争论就没有批评
□孟繁华

“

”

■评 论

中国作协加强文学评论工作会议发言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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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10日，中国当代

文学研究会主办的第五届“叶圣陶教

师文学奖”在京启动。本届参评对象

为2018年以来在职教师正式发表出

版的文学作品，最终将评出主奖5至

10部、提名奖10至20部、终身成就

奖1名，并将于2021年10月28日叶

圣陶先生诞辰纪念日举行颁奖典礼。

2013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校园文学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中

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联合发起创

立了“全国教师文学奖”，从2016年

第三届开始改为“叶圣陶教师文学

奖”，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校

园文学委员会和苏州市吴中区甪直

镇人民政府承办。该奖项旨在弘扬叶

圣陶的文学精神与教育思想，推举富

有文学情怀和教育理想的作家型教

师，鼓励教师的文学创作，展现文学活动在

立德树人与美育中的独特作用。启动仪式

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甪直镇人民政

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确定了甪直古镇

作为该奖永久性颁奖基地。（丽荣 正立）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2 月 12 日至 14日，由玉林文

联、玉林作协等主办的北流市人

大通讯员暨玉林市作家培训班

在广西北流举行。罗世才、梁小

平、陈小凤、杨红、梁晓阳等主办

方代表及近百位青年作家和通

讯员参加培训班。其间，胡弦、高

伟、冯艳冰、林森、陈崇正等作

家、编辑为学员们授课，鼓励大

家进行大量的阅读积累，捕捉真

实的现实细节，写出带有生命印

记和时代气象的作品。特别是通

讯员在介入文学创作时，要超越

简单的新闻报道，深入探求新闻事件

背后的动因、真相及其所包含的复杂

人性，构建出一个意蕴丰富的文学世

界。学员们表示，通过此次培训，坚定

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明确了今后

创作的路径。本次培训班是2020年

“文学名家进玉林活动”的内容之一。

其间，还举办了“南方的《岛》新书分享

会”“文学名家文化调研”等活动。

本报讯 12月 13日，“第

36届青春诗会诗丛”首发式在

北京外研书店举行。《诗刊》主编李少君、

外研书店总经理付帅共同为“第36届

青春诗会诗丛”揭幕。

近年来，《诗刊》社为每一届青春

诗会的参会诗人出版一套诗丛。今年

的第36届青春诗会在霞浦举行，《诗

刊》社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合作推出“第

36届青春诗会诗丛”，包括陈小虾、亮

子、琼瑛卓玛、芒原、韦廷信、李松山、

吴小虫、王家铭、王二冬、蒋在、苏笑

嫣、一度、叶丹、徐萧、朴耳等诗

人的15本诗集。首发式上，王家

铭、王二冬、蒋在、苏笑嫣与评论家杨

庆祥进行对话。段若兮、刘汀、吕达、林

珊等往届青春诗会学员朗读了自己的

诗作，分享了创作心得。

（辛 雯）

本报讯 12月12日至13日，“舞在高峰——国家大

剧院BDA青年舞团成立汇演”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

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于12月1日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后该团首次正式对外公演，汇聚了北京舞蹈学院打

造的经典剧目片段和近年来艺术创作探索的最新成果，

展示了国家大剧院BDA青年舞团舞蹈家们的风采。

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成立于1987年，建团至今培

养出大批舞蹈人才。此次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开

启合作后，将以该团为依托持续开展相关剧目生产、创

作、演出、推广、传播等艺术活动。双方不仅将共建国家大

剧院BDA青年舞团，还将共同构建舞蹈艺术普及教育平

台、管理研究平台和高校师生实习实践平台，共同推动文

化文艺事业和高校美育工作繁荣发展。 （王 觅）

本报讯 11月28日至29日，由中国语言文

学研究会、温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

府主办，温州市瓯海区委宣传部、温州都市报承办

的2020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寓言文学新

发展”温州研讨会在浙江温州瓯海区举行。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孙建江作了2020

年度工作报告，总结了理事会在寓言文学研究和

创作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寓言文学研究

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肖惊鸿说，寓言文学从业者

要时刻牢记和主动担当新时代文化使命任务，在

时代和实践发展中展现寓言文学新作为、新气象。

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剑谨和瓯海区委书

记王振勇表示，温州将深入推进寓言文学新发展，

瓯海将加快建设中国寓言文学馆和寓言文学小

镇，打造温州文旅融合发展“新地标”。活动由中国

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余途主持。

活动期间举行了首届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发

布典礼、中国寓言名家交流活动、寓言文学创作与

研究恳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寓言的美学品

格、历史沿革、当代困境与未来创新等话题进行了

四场学术研讨活动。 （教鹤然）

本报讯 12月9日，“隐秘角落里的无望与光

亮——房伟《血色莫扎特》新书分享会”在南京举

行。王彬彬、汪政、赵普光等专家与作者房伟围绕

这部作品以及学者与作家的关系展开探讨。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血色莫扎特》是

房伟的最新长篇小说，系江苏省第十四批“重点扶

持文学创作与评论工程”文学项目。小说精心编织

了一个个连环套式的谜团，刻画了个体心灵的悸

动和生命的至善感悟，展现了大时代变革中一代

人的青春记忆和人生浮沉。作品语言简洁平实，又

不乏锋利的情感冲突描述。与会者认为，《血色莫

扎特》是一代青年的成长史，也是几十年中国社会

的发展史。作者不仅有丰富社会经历和深切人生

体验，同时有完备知识结构和深厚学术修养，二者

的结合为其创作提供了扎实的素材。（苏 文）

第
五
届
叶
圣
陶
教
师
文
学
奖
启
动

温州研讨“寓言文学新发展” 第36届青春诗会诗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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