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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复兴写中学生，有很多经验，
我记得最早一篇是《早恋》，受到各方面种
种的非难，也有赞同之音。我当时是赞同
的，十七八岁的青年，对他们朦胧的爱情
追求不能抹杀，那是一种荒唐奇怪的现
象。这本书开创这个领域是有意义的，小
说的布局、情节、人物，是有意义的。以
后，复兴又写了不少，他执著书写这方面
是值得肯定的。下面，随便谈一点《青春
奏鸣曲》的零星意见。优点是写时代发展
趋势下青年的心态，主线一是不同的生活
追求，二是不同的爱情追求，事业和爱情
两方面写得比较成功，合乎生活本身发展
逻辑。把两代人不同的遭遇交叉来写，米
兰妈妈当年性格倔强，不顾一切拼命要到
西北去，这一点，在米兰身上表现得更加
强烈。妈妈最早钟情某人，之后感情难以
消失，这掌握得很有分寸，妈妈保留那封
信被米兰发现，所发生的故事合情合理，
表现了两代人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写得很
生动。在人物的塑造上，我觉得米兰的性
格比母亲更倔强，不服气、自信、自尊，是
鲜明的。不屑于自费读大学，和母亲闹矛
盾，自尊心受到伤害，到第二次大学录取
之后的转折，是符合米兰的性格发展的，
青年一代的当代意识也写出来了。她受
到改革开放的召唤而到深圳突然了些，她
是思念李陵的，但这时候感到事业高于爱
情，信也不回，可以说是矜持，但最后李陵
追到火车站送她，却没有太深刻的表示，
占据她脑子里的是深圳，显得突然。这个
结尾复兴煞费苦心，不搞大团圆，不流于
一般。出人意料是好的，但总觉得太突
然。小说还有一种不足：历史感。米郑两
家成长的年代就是历史，很痛苦。现在小
说从他们过去经历表达出来的只是情感
痛苦，不够充分。他们过去的道路比较平
稳，米兰母亲去西北是自己非要去的，不
是发配，历史的痕迹缺少描绘，便会对他
们的思想感情看不清爽，影响米兰对上一
代更深刻的理解。倒是陈紫云的妈妈身
上能看到历史的痕迹。写当代年轻人的
生活，写上一代人，不能割断历史，这样会

某日，花枝太太跟我说，她在朱紫坊开
了一家店，
有空来喝杯茶。
朱紫坊不似三坊七巷那般熙熙攘攘，却也颇
有盛名。
坊内留存一片明清时期的建筑，
动辄数座
毗连，
高耸的马头墙内，
厅榭精美，
构件讲究。
最著
名的是芙蓉园。
那是一个壮阔的古典园林，
在潺潺
流水声中和繁茂花木中隐约可见亭台楼阁和轩榭
廊坊。
可惜历经百年风雨，
昔日声名显赫的园主已
无迹可寻，
唯剩精美石雕上布满了青苔。
在芙蓉园边上，有一座两层青砖小楼，便是
朱紫坊 37 号了。
小楼靠近桥头。楼前有两株高大的蓝
花楹，开花时节，古拙树干上只见洋洋
洒洒的浪漫花瓣。连接着这花瓣雨的，是小楼前
种植的一片花卉，有紫藤、文竹，有玫瑰、蔷薇，还
有木槿、再力。它们水水灵灵的，高高低低的，葱
葱郁郁的，露出一副被照顾得很好的娇嫩神情。
这样一片花卉簇拥着一个阔大橱窗。橱窗
旋转。
里，一个古木书架上摆着旧版书籍，
《莎士比亚全
“浮云散，
明月照人来……”
集》
《枕草子》居于中心。此外，还有景泰蓝花瓶、
多年前，花枝太太就常说，等她退休了，就去
刻有“云园”字样的道光年石头。橱窗里还随意放
开一家店，把她那些好玩的东西分享出来，到时
着一把莲蓬，细看之下，那一粒粒精美莲子竟也
大家也有个喝茶的地方。她说她要开的店，若是
是石雕的。花木丛中有一排石柱，石上刻着张九
能用
“美者”
这个店名，
就更美了。
龄诗：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
我亦为花枝太太退休后的状态欣喜，用她自
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唯所
己的话说，人闲花肥。她不必像从前那样操心单
遇，
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
此木岂无阴。
位人事。她那样一个眉眼总漾着笑意的人，却又
推门，听得叮叮当当响，原来门上挂有一串
是特别容易动心气的，见到人家不体面不争气，
绑着红木块的青铜铃。随后传来花枝太太的声
锐利的目光就变成了一把刺刀，让人自惭形秽又
音：
“美者你来了呀！”
无处躲藏。犹记得曾经某天早晨，我到单位时，她
我往屋里走，一路遇见低眉含笑的景泰蓝观
正从大堂的公告栏前转身离开。公告栏的一串名
音，各色日本大漆果盘，肥嘟嘟的彩陶鹅。花枝太
单上，也有我的名字。她回头瞥见我，什么话也没
太站在好大一张紫檀木桌前，笑眯眯地泡着茶。 说，只狠狠地扫了我一眼。我顿觉浑身被鞭笞，却
我在黄花梨木椅上坐下，喝一口她递过来的茶，
又在精神上无限亲近于她。这样的刺刀，有时又
心中顿时安宁。
会是一根绳索，
在悬崖边上将一个人拉回来。
花枝太太依然纤瘦，穿刺绣花卉图案的及踝
起初，朱紫坊 37 号是毛胚房，到了花枝太太
长裙，披花边围巾，戴帽子，戴珠宝，眉眼间泛着
手中，这座小楼就开始被奇妙器物和雅致气韵充
笑意。待她真正开心笑起来时，脸颊上还有两个
实起来，似乎久经沉淀，
能让人看见旧时好光景。
小梨涡。
一排珠光色的柜子里，摆满花枝太太毕生所
彼此无甚事，不过闲坐。过一会儿，花枝太太
藏之寿山石。艾叶绿、文洋、高山……这些石头陪
带我去看小楼的天井。小小地方被她改造成精美
伴她多年，有很多故事，她准备将来为它们写一
小花园，摆放着一个茶桌，边上是文竹、青苔、腊
本《石头记》。她还喜欢古木家具。成套的黄花梨
梅、古砖等等。花枝太太由着我玩，也笑，说道： 木桌椅上，镶嵌有螺壳和海贝磨制而成的山水花
“好玩吧？这里以前是叶向高养马的地方。”她摁
鸟图案，天生丽质，熠熠生辉。此处也皆是诗书
了一下墙上开关，示意我往上看，只见屋顶上，蒂
画，有一流名作，也有花枝太太好友的著作、书
凡尼彩绘玻璃灯闪着斑斓光芒。回屋，花枝太太
法。屋正中墙上，挂着好大一幅韦江琼的《理网
仍兴致盎然。
“来，我们来听点靡靡之音。”说着，
图》。通往天井的小门两边，挂着一副木刻诗联：
她走到角落，开启一台留声机，黑胶唱片遂轻轻 “新绿小池塘半稔烟波闲鸥游戏，古香旧书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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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
何所惧，
一片丹心向阳开……”
这是我儿时印象最
深的一首歌，歌剧电影《江姐》也成为一代人难以
忘却的记忆。
在那个文化生活单调的年代，
这部电
影我曾看过很多遍，发现这首歌的每句唱词都非
常精彩，
让喜爱文学的我很是敬佩。
年少的我只熟悉这首歌，
只知道编剧是阎肃。
却从没想到，
多年后，
我竟然见到了让众多歌迷敬
佩的阎肃老师，
更没想到的是，
我有缘为他写一部
书，
并且顺利出版。
2015 年 5 月 9 日，我到北京电视台《我家有明
星》栏目组，采访台湾著名作曲家左宏元先生。那
天，
我看到贵宾室内还坐着一位满头白发、态度和
蔼的老人，
我欣喜地叫出了声：
“这不是才华横溢的
艺术大家阎肃老师吗？”瞬间，
他创作的众多经典
歌曲在我脑海闪过，生活中的他跟屏幕上一样亲
切乐观。
此次，
他作为应邀嘉宾来电视台录制节目。
那一天，
主持人结束节目录制后，
给了现场观
众一个意外的惊喜，一盒精美的生日蛋糕很快摆
放在台上，我和现场的观众都见证了阎肃老师在
北京电视台度过的这个愉快而温馨的生日。没想到的
是，
不到一年时间，
阎肃带着对生活的热爱，
对音乐的执
著，
恋恋不舍地走了，
他那乐观的形象、充满智慧的语言
永远定格在人们心中。
2017 年初夏，我按约定时间来到空军某家属院，带
着崇敬的心情走进阎肃老师曾经的家，
他家门前有个小
菜园子，
里面的红梅树很显眼。
阎肃夫人李文辉讲，
每年
花开花落之时，阵阵清香弥漫四周，无论是鲜花盛开的
春季，还是寒冷的冬天，都给她带来许多温馨与甜蜜的
回忆。
李文辉阿姨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
从她慈祥的面容
里仍能看出当年的温婉美丽，
我被她眉宇间流露出的睿
智和善良所感动。我环视客厅四周的摆设，看到依墙而
立的整面墙大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各种书籍、获奖证
书以及奖杯，还有三张放大的阎肃老师照片摆在其中，
与整个书柜融为一体。
我静静地感受着一位可敬可爱的
老人曾留在这里的气息，就在这个居室里，阎肃老师曾
创作出许多经典歌曲、歌剧，写出了一段段精彩的大型
晚会台词。
在阎肃离去的日子里，
李文辉时常在老伴的书房内
陷入沉思。那个曾在灯光下伏案创作的熟悉身影，
总让
她联想到沙漠中负重前行的骆驼，耄耋之年，他仍与时
间赛跑，总想在有生之年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她坐
在书桌前，
感受着老伴曾用过的茶杯上似乎还保留着昔
日的温度；他曾吸过的烟仍散发出熟悉的烟草味道；书
桌上摆放的那支笔，
仿佛仍在空白稿纸上写下一行行激
情文字。阎肃每次参与国家或军队举办的大型晚会策
划时，
如同年轻军人一样，
随叫随到，
时刻听从指挥。每
次完成任务回到家，李文辉从没听阎肃说过一声累、喊
过一声苦，仿佛那些工作都是很轻松很愉快的事，但她
心里知道，
老伴实在太累了，
应该好好歇一歇了。
阎肃带着满腹的才华永远地离去了，留给李文辉
对老伴的无尽思念。但她没有沉浸在悲痛之中，而是
开始整理他生前创作的歌词，她每天坚持坐在电脑前
打字，上网查资料，要为阎肃出版一本完整的歌谱集，
以示对老伴的怀念，更为喜爱阎肃的歌迷们留存一些
记忆。那段时间，她敲击键盘的手指酸痛了，就揉一
揉，经常盯着屏幕导致眼睛酸疼，就稍作休息，接着再
干。历时近 3 年，她终于完成了阎肃作品集的收集整
理工作，看着那一首首优美的歌词，她情不自禁地赞
叹老伴在花甲之年，心态仍然年轻，思维永远超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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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歌词始终紧跟时代的节拍，充满活力，
深受众多年轻人喜爱。
李文辉能准确回忆她与阎肃相识相爱相
伴 56 年风风雨雨里的每个重要时间节点和
经历的事情，
当她打开记忆的闸门，
一幕幕往
事如同放映老电影般在她脑海里清晰地闪现
着。
她说，
阎肃生前为人低调谦和，
不喜欢让别人给自己
树碑立传。如今，她希望读者通过书籍能走进阎肃的内
心世界，
了解他最真实的一面。
阎肃一生都忙于写歌剧、写歌词、为大型晚会出谋
划策，
无论写什么都能出彩。
采访之初，
我曾惊诧于是什
么动力让他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力？我带着心中的问
号，
在李文辉的讲述中，
一一找到了答案。
也让我感受到
阎肃老师能取得这么多成就，
与李阿姨的默默支持分不
开，与他们最真挚的爱情分不开……他们相濡以沫，相
伴到老，
忠贞不渝。
在书稿进入排版阶段，
李文辉找到阎肃当年拍摄的
许多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年轻时穿军装的黑白照
片，他的脸上洋溢着春天般的笑容，一头乌黑的头发还
有些波浪卷，
看上去很时髦。
让李文辉好奇的是，不知他
当时怎么会有如此雅兴去理发馆烫了发，
但看上去又像
是自然卷。阎肃健在的那些年里，李文辉每次整理照片
都想问一问，
但是每次话到嘴边总是被某句话或某件事
突然打岔跳了过去。一辈子过去了，也没来得及问问当
年的情景，
对她来讲，
这一直是个谜，
更是她心中的一个
遗憾！
其实，
这个谜不难解开。
阎肃年老之后，
仍能创作出
备受青年歌迷喜欢的歌曲，都缘自于他始终保持开朗、
乐观的心态，他的内心永远是时髦的，永远有一颗年轻
人的心，
他是永远能跟得上时代节拍的人。
经过数次采访李文辉后，我决心写出阎肃的真性
情、他与时代永不脱节的理想；写他创作的那些作品能
时刻滋养人们的心灵；
写他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中，
精
心创作出一批批鼓舞士气振奋人心流光溢彩的歌词以
及荡气回肠的经典歌剧，
已承载着一代代中国人集体的
记忆。就在阎肃老师离世的三年后，2019 年 9 月，中宣
部等部门在全国广泛开展
“最美奋斗者”
学习宣传活动，
广大群众踊跃点赞投票，阎肃当选其中。阎肃始终保持
最好的姿态奋斗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努力启迪后人，激
励后人奋发向上，
他是当之无愧的
“最美奋斗者”
。
时光流转，
阎肃的作品始终没有褪色，
历久弥新，在
李文辉的心里，阎肃一直没有走远，依然鲜亮地活在自
己心中。在众多的粉丝心目中，总感觉阎老从未离开这
个世界，
他创作的经典歌曲成为激励人们奋勇向前的精
神食粮，就像他家门前小园子里那株迎风傲雪的红梅，
在冰霜季节仍能绽放出夺人的光彩，
永远鲜活地镌刻在
人们的记忆里。

大堂里她扫向我的那一眼。这一次，她又把我直
接给瞪醒了。
我重新回到写作的状态，黄昏偶尔拐
到朱紫坊去看她，彼此无甚事，不过闲
坐。我有时随手带一扎玫瑰，让老板剔去刺，剪短
梗，用缎带一束，就拎了来。花枝太太就会特别开
心，接过，放花瓶里养。她有那么多花瓶，带花来
总不会错的。
有一次，我拎来两袋书。她穿着及踝长裙和
缎面鞋，急急地在前面走着，打开小房间的门，看
我把两袋书拎进后，
又急急地走回屋里。
“美者，谢谢你呀！……让你这么辛苦，我得
送点什么给你好呢？”
我扑哧一笑，这算什么事呀，搬个书而已。就
算是为她做了事，那也是应该的。她为我们这些
□陈美者
写作的人，做了多少事。当年我刚生完孩子，若不
是她张罗承办鲁迅文学院福建中青年作家班，我
帘幽影蝴蝶飞来”
。
可能就此不再写作了。
花枝太太每天一到店里，就拧一块毛巾，从
她感叹：
“这两袋书搬来，我跟单位就再没有
观音像开始，笑眯眯地打招呼：
“ 观音呀，我给你
任何联系了。
”
洗脸了哈！”
我没心没肺，开玩笑道：
“一辈子，几十年，就
一个下着暴雨的夏日黄昏，印刷厂的
换这两袋书，
哈哈。
”
师傅送书到我办公室。我迅速往包里
这两袋书，一袋是《出生地》，一袋是《听来的
塞了 10 本，
骑上自行车，
咚咚咚就来到朱紫坊。
故事》，都是花枝太太本人的作品。她退休时没能
几分钟后，我的新书就在朱紫坊 37 号上架
一起搬走，退休后又不想再回单位打扰众人，居
了。我原只是想让花枝太太第一个看到我的书。 然就一直放着，拖了好久才请我帮忙运回来。我
没想到她居然把我的书摆在店里。为了庆祝，我
把可乐咕嘟咕嘟喝光，告辞。花枝太太在后面追：
提出请她吃饭。她也高兴，叮叮当当锁了门，左手 “美者呀，
这个给你！”
挽着我、右手拎着钥匙串就走出来了。她一年四
我跑出一段路后，又觉得放心不下，因为太
季穿亮晶晶的缎面鞋，我一年四季穿英俊的气垫
了解她的性情。于是折回去。花枝太太果然还站
运动鞋，挽着一起走，居然也步调一致。刚好雨
在桥头，站在开满花的蓝花楹树下，抱着一个黑
止，青石街面干净得似乎在散发香气。河岸的古
乎乎的花瓶。那是一个福州脱胎漆器花瓶，插几
榕、香樟、银桦、龙眼，所有的树叶全都青翠闪亮。 枝北方杜鹃，
永远都是好看的。
路过津泰路时，我们还拐去看衣服。最后到了织
我从未送她什么像样的东西，甚至没有好好
缎巷中一个只有两张桌子的小吃店，吃完了花枝
请她吃过一次饭。那时是真的笃信，相爱的人们
太太还抢着买了单。
会永远相依伴，一切来日方长。后来，我在花枝太
我后来到店里，看见总有一本我的书放在紫
太的散文集《出生地》里读到这样一段话：
“ 所以
檀木茶桌上。人家一坐下来，她就请他们看一眼，
凡事要及时办，想对亲人对朋友表达心意要及
一个年轻作家写的，很不容易，多支持。卖书多
时，千万不要想等以后吧。没有以后的，没有后悔
难，我原本是想给她送人的。又过一阵子，我到店
药的。
”
里来，花枝太太一边给我倒金骏眉茶水，一边含
朱紫坊 37 号有个公众号，名为“花枝
笑对我说：
“美者，凡事适可而止。”她说的是我的
太太的客厅”
。
公众号里写道：
新书推广活动。我把好茶喝光，话却不听，彼时正
小辑轻舟，梦入芙蓉浦，书籍与旧物，讲述的
得意洋洋。朱紫坊 37 号的花枝太太，本来每次都
都是爱与美的故事。时间过了几十年上百年，花
是笑眯眯的，后来终于收起眉眼间的笑意，严肃
还在瓶中开放。
花枝太太的客厅，
恭候您的光临。
地看着我，
说：
“美者，
凡事适可而止。
”
我时常光临，其实对书籍与旧物并无特别
她这一动气，我就立即想起多年前，在单位
兴趣，只是爱听花枝太太说话。问她牙可好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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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紫坊 37 号

她愠怒道：
“ 我这个牙呀，再疼，我就要去自杀
了。”有段时间逛朱紫坊的人特别多，她往茶杯里
换一泡又一泡好茶，还开自己玩笑：
“每天都进来
二十几拨人夸我。
”
有一年，我和闺蜜逛津泰路。走着，笑着，这
个刚从上海回来的时尚妖精，忽然敛气低声对我
说：
“快看前面那位女士，好优雅。”我往前一望，
见一个穿及踝长裙戴漂亮帽子的背影，心中得
意，走上前去叫了她一声。迎接我的是一个熟悉
的笑容，
眉眼间泛着笑意，
脸颊上有两个小梨涡。
如今，
我再也逢不着这样一个背影了。
夜幕垂落人间时，我还是会去安泰河畔散
心。偶尔还是会走到朱紫坊。但奇怪的是，每走一
遍，朱紫坊 37 号似乎就离我更远了一点。小楼前
的那些花还在，橱窗也还在，
《莎士比亚全集》也
还在，却都失去了神采，连同地上的青石砖，都泛
出了一层坚硬的白。我踏着零落成泥的蓝花楹花
瓣，惊慌着从小楼前急急走过，捂紧心中的旧时
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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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秀莉

——想起洁泯先生

让人物更生动些。
”
29 年过去，我对这番话记忆深刻。他
说得那样诚恳，所言及小说的长与短，那
样准确，那样亲切，是仔细读过书之后的
认真言说，而不是泛泛而谈的敷衍。其
中，他说到的《早恋》一书最初出版受到非
难时的支持，指的是 1987 年《早恋》因为涉
及中学生的恋爱，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批
评，甚至书稿发到印刷厂而被撤版，险些
没能够出版。我没有想到，第一位给予支
持的是洁泯先生，他首先在《文汇报》上发
表文章，对《早恋》进行评论和表扬，打破
了当时的僵局，不仅给予我、也给予出版
社以强有力的鼓励。那时，我们素昧平
生，
我却一直心怀感念。
以后，我很少能够见到他，我相信君
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文坛毕竟不是闹哄
哄的大卖场和推杯换盏的聚会。每年的
春节前夕，我只是寄一张贺卡给他，表示
我的敬意与祝福。晚凉时节，寒风渐起，
我知道他的身体越来越弱，但每一次他收
到贺卡总要回寄一张贺卡给我。这是老
一代文人的礼数，也是笔墨之间的习惯，
平生江湖心，聊寄笔砚中，方才有了尺牍
悠久的传统。
2004 年春节前，他寄来一张红色贺
卡，在贺卡上密密麻麻写了前后两页，我
才知道他的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他
说：
“ 我这几年身体走下坡路，肠癌开刀，
留下了大便难以控制的后遗症。我的青
光眼已转入恶化，成了视神经萎缩，视力
只有 0.1，读书写字俱废，报纸也少看，写东
西极少。”但在如此视力恶化的情况下，他
还说：
“我时常读到你的文章，关于音乐方
面的，读了尤其钦佩。”他还是一如既往地
给予我宽厚而温暖的鼓励。想想一个年
过八旬的老人，身体那样差，视力那样差，
还能够读能够写，心里真的很感动，忍不
住想起放翁的诗句：
“岂知鹤发残年叟，犹
读蝇头细字书”
。
2005 年春节前夕，他似乎心情略好
些，他在贺卡上这样写道：
“ 收到贺卡，至
为感谢。多年来我目疾恶化，生活进入半
自理状态，但心情尚好。祝您写作丰收，
工作有新成就。还有身体健康最要紧。”
想到他自己如此身体状态中，还那样关心
我，心里充满无法言说的感动。我知道自
从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他独自一人生活，
且老和病两相叠加，日子不好过。特别是
想到他亲自走到邮局去寄信给我，想到每
一次进城开会或办事后坐公交车回家，拖
着垂老的身影，踽踽独行在长街深巷的情
景，
心里都会充满感伤。
又想起了洁泯先生。日子过得那样
的快，一晃，洁泯先生离开我们 15 年了。
如果他还活着，今年 100 岁。夜不成寐，写
了一首打油，
怀念洁泯先生。
西窗明烛扫浮尘，
检得旧笺思后吟。
鹤发犹存幽谷意，
蝇头常读暮年心。
晚凉笔墨风难细，
夜暖秋光月自沉。
又忆长街独行影，
去年此日落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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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凉笔墨
暮年心

不知为什么，这几天一直想起洁泯先
生，昨天夜里还梦见了他。其实，我和他
并不熟，只有短短几面之交，几乎可以算
是萍水相逢。他年长我 26 岁，无论年龄还
是资历，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人生中的
偶然，有时充满不可测的神奇，让很多和
你相识甚久的人形同陌路，而萍水相逢者
却留下抹不去的记忆。
我知道，日有所思，才会夜有所梦，之
所以想起洁泯先生，是因为前几天偶翻旧
物，翻出一个很薄很破的牛皮纸小笔记
本，里面有一次会议上我记录下来的洁泯
先生的发言。那是 29 年前的 1992 年的
春天，我的“中学生三部曲”最后一部长篇
小说《青春回旋曲》在辽宁少年儿童出版
社出版，出版社来北京在北纬饭店开了一
次座谈会，请来韩作黎、谢永旺、张锲、洁
泯、张韧、秦晋、庄之明、尹世霖等等，可谓
当时文坛大腕济济一堂。会开得却极其
简陋，所有人像蒜瓣一样拥挤在一间狭窄
寒酸的会议室里，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
有。也没有红包和车马费，所有这些人统
统都是坐公交车或骑着自行车来到北纬
饭店。
在我的印象中，洁泯先生是骑着自行
车来的。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个子不高，面
容白皙，温文儒雅，说话温和，带有些南方
口音。他是 2006 年 11 月 13 日去世的，一
晃过去了 15 年。
重读他的发言，不禁感慨系之：
“我觉得这本书很好，尽管写的是青
年，跟现在文艺投以的宽松、和谐是相呼
应的。小说有酸辛，也有欢乐，是当前文
艺界提倡生活中有益于人欣赏的作品。
经济建设是物质的生产力，小说也是精神
生产力。这是应该重视的，现在文艺界希
望有这种宽松、和谐，否则作家就会前怕
狼后怕虎。读者也希望看到有生命力的
真实的作品。应该鼓励、爱护、推动这样
的作品的诞生，一种冷漠的态度是要不得
的。文艺批评难写，但不能冷漠，比冷漠
更糟糕的是践踏。讨论肖复兴的小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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