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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森的“突围”
□蒋 泥

周梅森是一个大气的作家，作品具有海量的
内容，驾驭起来却是轻轻松松。

他一直用两支笔创作，一支是电视剧本，一支
是小说，两不误。两边都拿奖不断，如《忠诚》《国家
公诉》《绝对权力》，更不要说家喻户晓的《人民的
名义》，以及正在东方卫视、腾讯等平台播放的电
视连续剧《突围》，和拍摄、制作中的电视连续剧
《大博弈》。

周梅森的“突围”，表面上靠的是这些热播的
电视剧，骨子里则是靠了扎实的、写小说的功力。

不少人闻其名，找到我，让我向周梅森约稿。
盛情难却，我没负众望，要到他四部小长篇，每篇
都有“2017年8月修订”的标识。

我从头到尾看了几遍，发现它们语言之干净、
故事之抓人、结构之巧妙，从一个评家的角度来
看，无可挑剔。

普遍以为，周梅森只写当下，只写官场，其实
周梅森的小说背景，一块是当下，另一块是民国。
能写好和平年代的人生故事，也能创编动乱、战争
年代里的生死较量。譬如他的《天下大势》《原狱》
《黑坟》，就是写民国人生的。想不到，现在他给我
的四部，全是写民国。两部战争小说，两部小女子
恩爱情仇。

战争小说，发表于《收获》等杂志。写抗战中的
偷天换日，兵败如山倒，模拟情态，犹如身临其境。
周梅森没有当过兵，却写出了兵王的气势，构篇独
特，写的都是别人根本想不到的角度、故事。对部
队番号、清末民国官员的称谓，了如指掌，的确下
过不少工夫。作家创作，功夫多在诗外，贾岛所谓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个中甘苦，只有作者
本人知悉。他给我的《大捷》，早在1995年就被导
演吴贻弓、吴天戈改编、拍摄为同名电影。《国殇》
则在200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
年丛书”之一，写抗战时期身陷重围中的国军战还
是降的问题。面对黑暗政治，热血军人报国无门、
血战无路，演绎出一段悲壮人生。

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写民国女子凄美爱情故
事的两部作品。一部叫《孤乘》，一部叫《孽海》。《孤
乘》开篇，很像是两个男人的生死斗狠，又一个勾
践、夫差和西施的故事。不料“进贡”出去的“西施”
卜守茹，主动出击，和身边人、又和石城里的一把手
偷情，搞死了“勾践”“夫差”。这女子认死理，只要麻石
道在，就需要她家的轿子和轿夫，就有滚滚来的银
子。最后天下大乱，时过境迁，情人跑了，民国来了，
当官的不坐轿子了，坐的是“黑乎乎的铁棺材”。没有
马拉，没有人抬，它怎么能自己走路呢？卜守茹想不
通。当官的忽然下了死命令，要禁绝轿子，要修路。麻

石道不复存在。那等于彻底断毁了卜守茹的财路。
她不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汽车出

场。她守的东西靠不住！这样的主题，就和老舍先
生的《断魂枪》《老字号》如出一辙。大凡机遇来临，
都要经历四个阶段：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来不
及。这是老舍笔下人物的悲剧，也是周梅森笔下女
子卜守茹的悲剧。

历史没有新意。历史和现实在这里高度重叠。
情节故事、人物心理，都那么贴。环环紧扣，外景和
内境描写细腻、到位、和谐，一个个的人物也就立
起来、活起来了。

《孽海》写的是民国年间的股市。那时自己就
可以办股市，买卖公平、自由交易。背后很容易尔虞
我诈、挖坑和下套，看谁能够先跳出来，见好就收。
谁要是傻瓜似的和“股市”谈恋爱，生死不离，那会死
得很惨。因为股市中的人唯利是图，不知节制。

我们的主人公就是后知后觉注定了凄惨的下
场。男主人公朱明安是位新近回国的海归，在小姨
于婉真的鼎力帮助下，开办了股票交易所，不久中
了上流社会一帮歹人的陷阱，他们操纵市场，趁机
在高位早抛，和股票不离不弃的朱明安手上接了
一堆废纸。万千股民骚动，他们的遭遇和朱明安
一样，疯了似的挤破了大楼，讨要说法，朱明安不
得不跳楼自杀以谢天下，从而保护、成全了他的小
姨于婉真。作品由此带来了对于人性、社会层面的
多重拷问。

记得周梅森过去炒股，赢得不多。《孽海》应时
而生，对于当下具有难得的警示意义：你不要那么
贪，你不借钱、不用杠杆、不炒股，不就行了吗？他
对于资本市场、社会变局的理解和把握，是深度到
位的。他的炒股经历，都融化、杂糅到了小说情节
里。炒股也使周梅森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形势、
社会构成有着及时的体认，这和完全的书斋里的
作家，不可同日而语。

谁
悲
失
路
之
人

—
—

我
读
阿
乙

□
赵
大
新

一

阿乙今年出版的新书《骗子来到
南方》，连同此前的短篇小说集《灰故
事》《鸟，看见我了》《春天》《情史失踪
者》，中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以及若干随
笔，近20年的创作耕耘让我们感受到
他一直变化且愈发清晰的风格。

阿乙擅长塑造复杂难测的人物形
象，他直面现实，体察人心，文字的致密
汹涌、描写的细微繁复和由此形成的动
感十足的画面使“真实”愈加饱满、浓烈
和刺激。《意外杀人事件》中因精神错乱
从火车上跌落到红乌镇的陌生人，《下
面，我该干些什么》中作为杀人犯的

“我”的逃亡之路，还有如《情人节爆炸
案》中走向毁灭的一对情侣。阿乙透过
这些故事和人物，让被重复琐碎的日常
所掩盖的荒诞显现出来，让因隐秘而难
以察觉的人性暗流浮出水面。《巴赫》中退休小学
教师巴礼柯的反常出走，背后是小心隐藏的20
年前的负心故事，《阁楼》的命案需追溯至当年朱
丹屈从于母亲与相爱的人分手而另嫁他人。诸
如此类的故事单拎出来是平常甚至俗套的，不过
是红尘俗世中每日都会发生的司空见惯的儿女
情长，但在作品里被处理得山重水复、曲折幽深。

阿乙把真实和荒诞巧妙地平衡交融，让读
者感同身受又耳目一新。《骗子来到南方》中的
同名中篇，讲述了一个骗子骗走了整座城市的
财产，却依然与受骗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的故
事。更让人感到刺痛的是收入该集子的短章《剩
渣》——“我和武姨给昭丂翻身时，发现他腰上
有一块通风管口那么大的伤口。这就是新时代
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进行身体接触的方式，是通
过一个圆形伤口。元气从年轻男人的伤口出发，
沿着管道向衰老的女人输送，使后者变得年轻。”

“武昭丂的尸体让我想起古书里提及的‘菜人’。不
久以后，有一家自媒体报道，在京郊一间废弃仓库
里发现多具男性干尸，‘就像塑料模特横七竖八放
着’，疑与此类抗衰手术有关。”生活在今天的我
们，掩卷吃惊之余，联想到这些年媒体所展示的
及周遭的风尚趣味，也就不觉得很耸人听闻了。

阿乙也善于以强烈的反差强化荒诞和悲剧
效果：无心却致命，随机而必然，玩笑成谶语，缱
绻爱恋与暴力死亡相伴。以《情人节爆炸案》为
例，各种反差几乎让人目眩：本该欢乐缠绵的情
人节与死伤几十人的血腥爆照；属于少数的同
性之爱被多数人不理解甚至予以打击；外在形
象与内在性情的反差——人高马大的何大智怯
懦犹豫，瘦弱无力的吴军刚烈决绝……这对情
侣于实施爆炸前夜在宾馆里的20轮问答对话，
简短有力，环环相扣，惊心动魄。相依为命的两
人被绝望逼压，如两股柔韧的绳子越绞越紧，如

已被拧死的螺丝螺母还在被持续加力。
最终，他们两人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
灰飞烟灭、一了百了。而在他们走进宾

馆之前，阿乙为这两个卑微的人设计了如梁祝
化蝶般的唯美画面：“吴军和何大智在凌晨五点
漆黑的县城街道手拉手走，又冷又饿，后来，饿
得没重量了，便飞。吴军说：用力点，上边就是光
明了。何大智就用力扑打翅膀。吴军说：看到阳
光了吗？何大智说：看到了，太刺眼了。”

二

光明正大的诡异，坦坦荡荡的丑陋，刀劈斧
砍式的粗暴幽默，最该痛心疾首之人却是全无
心肝的置身事外者——阿乙的文字冷峻、中立，
看不到那种入戏太深的自我感动和不加节制的
情感输出。我们很容易提炼出阿乙作品的关键
词：混乱、欲望、冷血、穷极无聊、出其不意及死
亡。《春天》里的春天，《早上九点叫醒我》里的宏
阳、飞眼、勾捏，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晦暗的身影
和梦一样的神情，怀抱着他们以为的不言自明
的法则，臆想但自洽。我们不禁感慨，即使方寸
之地，有多少个相互隔膜的遥远世界？但深埋于
字里行间的歌与哭、爱与痛何曾被忽略而湮灭，
对于会心的读者，弥漫丛生的悲悯被呼吸领会，
小心潜藏的感时伤世也不难寻觅。

阿乙作品中的故事往往始自平静持久的惯
常被打断，就如滑出了既定的轨道，突然开始不
一样，于是在某个不大不小的空间里，在或长或
短的时间范围内乱象纷繁，好似有平行空间的
存在者附体于阿乙笔下的人物，随即发生令人
瞠目的失控。他们有各自难言或说不清的隐情，
还有各自心性的暗中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同
被无形的力量驱使，宿命般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阿乙对于底层小人物的行事、情感和逻辑，
具有特别的敏锐和直觉，他对于他们的痛楚、无
奈、麻木和绝望也倾注了更多的笔墨。他摒弃对
俗滥美好和浅薄喜庆的展示，那是被无数人以

各种或高明或拙劣的方式做过和正在做的。也
许在阿乙看来，我们共用了“人”这个称号，这意
味着即使最可悲可笑最边缘的人，同样也有着
至广至深的本体，经由各种各样的匪夷所思，丰
富的内在反而得以真切显现。“失路之人”，是主
动的选择？是不得已为之？甚而是自我放逐？也
未必不包含对凡俗日常的不安和抗拒。阿乙的许
多作品搅起我们内心的波澜，这物伤其类的哀情
大概来自于人类面对虚无的无力，也共鸣于两千
年前庄子所言“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幽微玄妙。

三

作品之外的阿乙毫无疑问会给初识的人留
下深刻印象，他似乎不具备生动的表情和活跃
的神色，但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以贯之的谦卑。即
便是朋友间随意的聊天，他说出的话也明显经
过认真的组织。

像精益求精的工匠，阿乙不停地打磨他的
文字，我们所感受的行云流水和丝丝入扣绝非
一气呵成，甚至在小说出版之后他还会去修
改——我们能看到同一篇小说不同的版本被冠
以不同的题目，如《情人节爆炸案》曾以“世间”
和“极端年月”的题目发表，《下面，我该干些什
么》原来题目是“冒犯”，我们还看到“春天”被用
作不同时期两篇小说的标题。而在作品中，阿乙
毫不留情地敲开笔下人物的一言一行，把一句
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碾成了千万个碎片，转瞬
即逝的电光石火竟然被他井井有条地摆放一
地，并从容清晰地为读者一一指点，或者说他总
是能死死咬住笔下人物发出的信号并逆流而上
直达深不可测的来处。

阿乙的目光游走在南方小镇和四五线城市
的众生中，在他们清醒和麻木所交集的阴影里
撷取最真实的荒诞献给读者。阿乙把真与幻放
在一起揉搓，把过去和将来打包，放在眼前、当
下细细查看。在他亲手制造的世界里，各样人物
自由穿梭生生死死，故事在峰回路转中跌宕起
伏，更有萍水相逢乡关何处天地悠悠的迷惘。我
曾试图学着时下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中的样
子，在阿乙的故事里寻找那些能让他们瞬间充
满力量的幻象，或者为了获得如一滴水融入大
海的安心和自得，然而让我欣喜的是，我没有发
现一丁点诸如此类的东西。

我非常喜欢列于《骗子来到南方》首篇、不
到三千字的小说《用进废退》，这似乎是阿乙关
于未来的自我告白：“一旦囚禁，永远囚禁。所有
不肯放弃肉身形式的人类都被人工智能处理成
可供展览的艺术品。”这些击中灵魂的文字让我
不由自主以阿乙的方式想象阿乙：过去的阿乙，
将来的阿乙，和变动不居的现在的阿乙，一条无
限延伸的链条或连成一体无穷切片上的阿乙；
他为还未发生但必将发生且此时感同身受刻骨
铭心的事情悲恸或欢喜，他在将来回望过往并
试图拯救永远空荡荡无聊的现在。

新时代新时代
新篇章新篇章

迎接第十次全国作代会

扎根冶金生活扎根冶金生活 冶炼钢铁壮歌冶炼钢铁壮歌
——中国冶金作家协会五年工作综述

中国作协九代会以来，中国冶金作协积极贯
彻落实党中央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冶金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坚持与
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扎根冶金行业，冶炼
钢铁壮歌，努力培养和壮大冶金文学创作队伍，
开创了冶金文学新局面。

政治引领，坚持文学事业的正确方向

冶金作协团结引导冶金行业各团体会员深
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工作
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高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旗帜，突出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坚持以冶金职工
为中心，依靠各冶金企业文学工作者的创作热
情，努力培养和壮大冶金文学创作队伍，激励冶
金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勤奋创作，积极开展各类活
动，推动冶金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冶金作
家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自己肩负的重任，纷纷表
示：我们虽然人在企业里，也要深入生活，只有深
深地扎根企业这片热土，才能更好地反映现实生
活，反映我们身边的劳动者、开拓者、创造者，写
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好作品。

深入冶金一线，零距离感受钢铁
行业新变化

五年来，冶金作协强化理论学习，坚持正确
的方向，引导作家深入冶金一线，零距离感受钢
铁行业的深刻变化，用手中的笔抒写火热的生
活，讴歌钢铁工人。

2018年3月，冶金作协组织中国作协会员
和冶金作协会员参加“访延安 看陕钢”采风活
动。采风期间，作家们访问了革命圣地延安，触摸
厚重的黄土，瞻仰了革命先驱们的旧居和窑洞，
精神上得到了升华。在陕钢集团和陕钢龙钢、陕
钢汉钢听取了集团和各公司领导的介绍，参观了
厂区和生产流程，与职工和先进工作者进行了座
谈，感受到了陕钢的发展变化、取得的巨大成就，
激发了创作热情。采风作家先后创作了22篇
（首）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这些作品受到了广泛
好评，有的作品还被其他刊物转载。

开展“到人民中去”的文学社会
服务实践活动

把作家队伍建设作为冶金文学工作的重要
内容，用多种方式培育和建设一支适应冶金文
学发展的作家队伍。冶金作协组织董宏亮、李永

刚、蒋殊、崔美兰、郑洁等同志，先后在龙钢、汉
钢和中国二十冶，同企业的文学工作者和爱好
者进行座谈交流。通过座谈交流，为文学爱好者
送上了滋养心灵、启迪心智的文学大餐。座谈和
交流反响非常强烈，许多参加活动的文学爱好
者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言，表达了用手中的
笔抒写钢铁生活，讴歌钢铁工人精神，构建精神
家园的信心。

深入钢铁企业采访，与职工座谈交流，为企
业的文学爱好者传授创作经验，指导企业文学创
作。通过这些活动，作家们对新时期冶金行业科
学健康发展，企业的精神面貌、职工的素质及企
业文化建设的成就，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和体
验，也为企业作家近距离地接触文学名家，认识
和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提供了机会。展示了冶金
作家的创作实力，扩大了企业的知名度，增加了
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

文学在场，书写抗疫钢铁故事，
为复工复产、发展经济助力

在重大历史关头和重大历史事件中，冶金作
协坚持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文学在场，担当使
命。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
响应党的号召，冶金作协迅速行动，动员重点作
家和各方面文学力量，掀起书写抗疫故事、展示
钢铁人不畏艰险战胜疫情，复工复产，发展经济
的精神面貌。处在疫情中心的武钢文学作者，立
足一线，创作抗疫作品，弘扬抗疫精神，助力抗疫
复产。中国冶金作协副主席、武钢作协主席钟钢
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春节期间，冒着严寒深
入采访，为《中国冶金报》《冶金文苑》微信公众号
现场直播武汉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在
当时紧张的抗疫形势下，给读者带来了第一线的
消息，产生了积极影响。

冶金作协常务副主席李永刚，人在西安心系
武汉，情注抗疫。他每天关注着疫情变化，以诗人
的敏锐感和社会责任感，创作了11000字的长篇
散文诗《2020，我会把这个春天深深铭记》和130
行的朗诵诗《武汉，祖国和你在一起》，热情赞颂
和讴歌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作品给人们以积极
的精神力量和鼓舞。

2020年大年初二，太钢杨立明加入了山西
省首批援鄂医疗队，奔赴湖北仙桃抗击疫情。在
与疫情抗争期间，他以自己参与抗疫的切身感受
和见闻为素材，写下了10万字的文学作品《援鄂
手记》。杨立明同志获得中国作协办公厅和中国
作协创联部授予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
践先进个人。

冶金作协副主席蒋殊的报告文学集《天使的
模样》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为抗疫斗争发挥了
应有的作用。

冶金作协副主席郑洁，以《中国冶金报》文艺
副刊、《冶金文苑》等平台为坚强阵地，组织、策
划、实施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别创作。在报
纸停刊、减版的情况下，主持策划并编辑出版《中
国冶金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专题版面38
块，占该时段报纸出版版面的三分之一，同时主
持策划推送《冶金文苑》19期。

积极开展“决战完胜、走向小康”
文学创作活动

积极参与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重
大历史进程。2013年，武钢集团开始定点帮扶国
家级贫困县罗田县，先后投入扶贫资金3225万
元，兴建了“武钢新村”、易地扶贫搬迁点等10余
个扶贫建设项目。2019年4月，罗田县正式退出
贫困县序列，实现脱贫摘帽。在中国作协组织的

“中国一日·美好小康——中国作家在行动”大型
文学主题实践活动中，冶金作协派出了孙劲参与
活动。孙劲是武钢集团第五批援藏干部，当日他
下沉到武钢集团定点帮扶的罗田县采风、收集素
材，用文学的形式书写武钢集团挂职扶贫干部的
感人故事，书写罗田人民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
面小康的事迹。

湘钢、太钢作协在企业文学刊物上开辟“扶
贫攻关”专栏。据不完全统计，共创作作品150篇
（首）。陈定乾的《茶园坪脱贫记》在《中国冶金报》
副刊推出，他创作的《张“农技”扶贫那些事》入选
湘潭市扶贫攻坚专辑。

办好文学传播平台

《中国冶金文学》《中国冶金报·副刊》和《冶
金文苑》，为冶金行业的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
搭建了创作、交流、培训的平台，在冶金文学界影
响很大。每期都收到大量稿件，作者有钢铁企业
的主要负责人，也有生产岗位的一线工人；有已
经离退休的老同志，也有刚入厂的大学生；有炉
前工，也有医护工作者。《中国冶金文学》《中国冶
金报·副刊》和《冶金文苑》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文
学创作人才，提高了冶金行业文学队伍的素质。

根植冶金沃土，钢铁壮歌更响
亮，冶金作家群更显蓬勃生机

冶金企业的文学创作有个突出现象，那就是
作家群。武钢作家群、马钢作家群、太钢作家群、
包钢作家群、山钢的莱钢作家群、河钢的承钢作

家群等等。这些企业里的作家群，经常组织文学
创作、研讨、采风、改稿等活动，许多作品不仅在
冶金行业，在全国产行业里也有一定声誉。

2020年，武钢作家群的100余名作者在省
市级报刊和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
篇，出版文学作品集两部：《画梦长江——波澜起
伏的中国治水故事》（董宏量，纪实文学，长江出
版社），《我和小素》（黄春华，长篇小说，安徽少儿
出版社）荣获2020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拍摄
电视连续剧两部：《红房子》（编剧周震亚），《中国
天眼》（编剧李榕）。

积极组织策划培养，建立文学
扶持制度，壮大冶金作家队伍

为鼓励和激发广大作者的文学创作激情，提
升精品意识，创作出更多的优秀文学作品，许多
企业作协制定了文学创作扶持激励制度。

太钢作协专门制定了《太钢作家协会‘积分
制’文学创作激励活动实施办法》，对每位会员
参加文学创作活动的积极性、发表作品数量及
作品质量进行赋分，年终按累计分数的多少给
予现金奖励。此项活动的开展，对激发太钢作协
会员们的创作激情起到了积极作用。2020年，
太钢作家已在《小小说月刊》《山西日报》《太原
日报》《太原晚报》《都市》《潞水》《太行日报》等
省市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余篇，出版诗集一
部（张万平诗集《我站立的地方是高原》）。还抽
调10名具备一定文学创作实力的作者，为太
钢评出的10名特级劳模撰写报告文学，并在
《太钢文苑》第二期进行专辑刊发，
对太钢推广和弘扬双良精神、劳模
精神、工匠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冶金企业的文学创作
丰富多彩

冶金企业多是大型、特大型企
业，职工有万人或数十万人。大多数

企业都有文学组织，有的企业还有文学刊物。冶
金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完善重点作品扶持
机制。作家们大都生活在基层，与企业同呼吸、
共命运，写的也大都是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有刊
物的企业文联作协，坚守文学阵地、提升刊物品
质，涌现出一批有追求、有实力的作家，有力促
进了冶金文学创作繁荣发展。齐冬平创作的《齐
冬平诗选》、崔美兰创作的《钢铁之上》、何鸿创
作的纪实文学《大西迁》、程迎斌的散文集《登山
道》、马飚的长诗集《太阳铁——新工业诗篇》、谢
吉恒的散文集《新时代风采》等，都收到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冶金作协副主席蒋殊十几年坚持不懈写作，
不怕吃苦，深入现场采访，非常勤奋。她的作品屡
屡获奖。五年来，她先后创作了《重回1937》《再
回1949》《沁源1942》《天使的模样》等著作，在
社会上反响很大，许多作家、评论家给予高度评
价，报刊、电台对她的作品进行了连载连播。
2019年，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授予蒋殊同志“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称号。

时代呼唤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冶金作家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要跟上时代发展、
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
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
上新台阶。冶金作家要大力反映火热的现实生
活，在中国文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是钢啸铁
鸣独特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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