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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好笑，我最初的写作动机竟来源于练字。那
是大学二年级寒假，近20岁的我字写得很烂。我爷爷
劝我每天抄写三五页唐诗、宋词，让我坚持两个月，说
不仅字会练好，古文功底也会随之加深。一开始，我很
认真地一笔一画抄“朝辞白帝彩云间”“只缘身在此山
中”，抄了没几天就失去耐性。继而突发奇想，反正目
的是练字，那与其抄写这些童年就能默背的诗句，还不
如自己试着写点什么。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也就一
个来月，我就写完了以自己及高中三年身边好友为原
型的处女作《小染》。

小说写完，我依然没练得一手好字，这让我十分
沮丧，就把那一沓手稿塞进抽屉，也没有当一回事。
几个月后的一天午后，我在篮球场打球，电话响起，一
个陌生号码。接通后对方用我熟悉的太原口音问，你
是不是吕魁？我说是。他说，我是山西《黄河》杂志的
主编，我叫张发，你的小说《小染》通过了我们杂志的
终审，拟刊登在2005年第3期，你有没有意见？我连
这是怎么一回事都不清楚，哪会有什么意见？我支支
吾吾，说了些笨拙的感谢话语，在紧张和茫然中挂了
电话。

事后我才得知，原来是我那青年时代曾有过作家
梦的父亲，收拾屋子打扫卫生时，偶然间发现了我的手
稿，读完后觉得我写得还可以，就雇了一位打字员，利
用休息时间将我的小说打印成册，没告诉包括我在内
的任何人，悄悄地托朋友给了本地作协的一位老师，请
她批评指正。正巧，这位老师要去太原参加省作协会
议，她带了拙作在火车上看。或许她觉得这个年轻人
写得还算可以，就在会后将我的稿子推荐给了张发老
师，于是就有了我接到的那个电话。

《黄河》杂志提携新人不遗余力，不仅将我的处女
作在头条刊发，还配了篇鲁顺民老师近4000字的评
论。那之后，我不时能收到素未谋面的张发老师的短

信、电话，他总是说年轻无畏，不要怕写不好，劝我广泛
阅读，勤观察、多练笔。

在张老师的鼓励下，2005至2006年，我接连写了
两个中篇《没有青春的青春》《爱情一种》。写完后不知
天高地厚，在校内报刊亭买了本当期的《十月》，抄下投
稿邮箱，将两篇拙作打包投稿。一晃三个多月，忙于准
备英语六级考试的我都忘了这回事。某天下午，我在
课堂上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下课后回复过去，对方
说他是《十月》杂志的编辑宁肯，还说我投稿的两篇小
说写得不错，问我什么时候有空来趟编辑部，就小说的
一些修改意见与我商榷。

我趁第二天早上没课去了《十月》杂志社，宁肯老
师在他那并不算宽敞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我。宁
老师就像个尽责的语文教师，拿着我的小说打印稿，用
红笔把文中的错字、病句，以及存疑的地方逐一标出，
和颜悦色地教我该如何修改。那个早上，宁老师给我
上了宝贵的一课，他不仅让我学会如何修改、打磨作
品，更让我懂得了一个写作者该如何尊重、敬畏文字。
那两篇小说我修改了数次，可以说是几易其稿，终获宁
老师的点头。一个月后，我的第二、第三篇作品在《十
月》2006年第5期的小说新干线栏目刊登。宁老师在
责编印象中写道：“吕魁的小说不是那种姿态鲜明冲在
最前面的年轻人作品，但是他的‘恰如其分’令我欣赏，
让我看到他的文学之根扎得诚实，看到文学传统薪火
相传。”直至今日，宁老师对我的这番评语仍是让我坚
持写作的莫大动力。

2012年，我研究生毕业，在北京某中直机关下属的
事业单位，成为一名宣传干事。因工作原因，那几年我
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呈几何倍数增长。我记得江西
赣南革命老区，比我还小三岁的大学生驻村干部，说起
村里百姓靠种植脐橙脱贫致富时坚定的眼神；我记得
山西芮城县深山里的孩子们，尽管他们没条件同北京、
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同龄孩子那样，与发音纯正的外
教练习英语口语，在科技感十足的iPad上人机互动，学
习少儿编程，但山区幼儿园的老师们通过和家长的互
动参与，收集了大量来自真实生活和自然中的素材，包
括常见的扑克牌、酸奶盒、扣子，还有枣核、芝麻秆、汽
油桶，老师们利用这些简单的生活化的道具，让孩子们
主动探索世界，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了解生活本身的
样子；我更记得贵州中国天眼带给我的视觉震撼，身处
港珠澳大桥上的心旷神怡……这些素材虽尚未被我写
成文学作品，但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对祖国日新月异
的发展，和那些扎根在基层的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有
了更深层的认知了解，我相信早晚我会把他们的故事
一一写出来。

我想每个热爱文学的创作者，都会经历一阵厌倦
期，写不出好的东西，干脆找一堆借口不去写。也不是
没试着写过，可好多篇小说都是开了个头，就搁在电脑
的文件夹中，自我找着工作繁忙、生活压力大等借口，
静不下心写作。2015年秋天，我给来中国人民大学攻
读研究生的作家张楚、杨遥、王凯等兄长接风。饭桌
上，酒过三巡，张楚兄很严肃地问我，为何好几年没有
见你再发表作品了？我没有正视他的眼睛，毕竟我已
有近三年没有写出新作了，只好敷衍说，还不是因为工
作太忙，琐事太多了，没有时间再去写东西了。我话音
未落，张楚兄很不高兴，重重地拍了下我的肩膀说，你
这个理由找得真的很烂，我看你就是偷懒，整天净想着
玩儿，不再坚持写作了。我刚想张口，张楚兄不容我辩
解说：你要说你琐事多，我在基层税务机关工作，要处
理个人以及中小企业各种税务问题，一天到晚有汇总
不完的材料和数据，可我还是会见缝插针，利用休息时
间写小说；你要说你工作忙，没时间，你杨遥哥在某贫
困县扶贫，你王凯哥是西北某部队的文职干部，他俩哪
一个工作性质不比你忙，要处理的事务不比你繁杂，可
他俩每年都坚持写作近10万字的作品。所以说，你不
要给自己偷懒找借口。

张楚哥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我创作路上的“助推
器”，那次聚会过后没多久，我就静下心，重新出发，写
起新的故事。2016至2018年，两年间我发表了《我略
知她一二》《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过》三篇小说，以及若干篇随笔、散文。2019年年初，
我结束北漂生活，回到家乡山西运城创业。我离开
时，家乡还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北方小城，待我再
度归来，老家运城发展迅速，已成为山西一座国内三
线城市。回到家乡后，我看到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
大都市看不到的景色，听到了普通年轻人为了美好生
活，积极向上，努力生活，或艰苦、或喜悦的故事。这
三年我个人经历了至亲及老友的相继离世，也品尝到
创业的酸甜苦辣。我以一年一篇的频率，在文学期刊
上发表了《王娜娜女士出门远行》《微醺时各怀心事》
《总有人路口先走》等中短篇小说。与此同时，业余时
间，我还坚持给家乡的小学生义务教授作文课、阅读
课，尽可能给更多的孩子种下爱读书、爱写作的种子。

下一个十年，我会有怎样的人生际遇，遇到哪些
人，对生活中哪些事情感兴趣，继而有创作的冲动写出
来，我暂且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我确定，那就是我写
得再少，写得再慢，我也会像蜗牛爬坡、蚂蚁上树般定
好方向，一步一步朝着目标前进。我会持续不断地把
触动自己的、有意义的故事像文火炖鸡汤那样，一篇一
篇地写出来，写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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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存于世的很多人一样，我也有一个梦想。经年未
改，或将矢志不渝的梦想是，成为作家。

写下这个像是学生作文开头的句子，我自己都忍不住
笑了。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这么坦白，还可以理解
吧。如今当作家虽然谈不上是雄心壮志，却也是个说得过
去的志向。我都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啦，还这般痴人说梦，就
乐得让人调侃了：还以为你想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不
就是当个作家嘛。

好一个“不就是”！大约在我做起了作家梦的那些年，
汹涌而来的影视浪潮把文学“栏杆拍遍”，以至于人们话说
当年都想当然地觉得，那些如今成了腕儿的作家着实沾了影视的光。后来，网
络登场，再后来，有了微博，到了2013年，微信流行，网友们充满奇思异想的文
字，如蒲公英一般借着强劲的风四处播撒。我们倏忽间发现，这世界有那么多
人在“写作”，而总是有少数人如竹笋拔节一般，迅速“长成”了广为人知的作
家、诗人。我们仿佛迎来了又一个创造文学奇迹的年代，奇迹的创造者是那些
看不见的潮流，还有被潮流推动着、裹挟着的我们。虽说大浪淘沙，被大浪淘
洗出来的金子自然是闪闪发光，却也有更多的沙子沉落海底，或者被拍打在了
岸上。但无论怎样，如今是人人都是键盘手的年代，写作已经没什么神秘感可
言，当作家也早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啦。

这样倒好，我可以卸下心理负担，来坦然说说我为何要跟“作家梦”死磕
了。我似乎在上小学时就爱好文学啦，大约是有一次不经意写了篇作业，给当
作范文在班级的墙上“发表”的缘故吧。如今发表作品，也就是按一个回车键
的事，但在当年不要说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就是给张贴到墙上，都是一件日后
可以拿出来一说的事情。我现在想，我要是就这样把文学爱好下去就好了，还
有什么比文学艺术更适合当成爱好的呢！但我偏偏在初三那年病倒了，休了
一年学后，我复学考上了高中，高一开学没多久，我竟又一次休学回了老家。
我的语文老师的来信也很快寄到了。她在信里说：“你写作的优势在家决不能
放弃，或许以后能成为一个作家。”现在想来，这大概是“作家”作为一个词，第
一次真正走进了我的心里。我也是第一次意识到，成为作家可以是一件了不
起的事情。哪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不愿意去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呢？尝试
了，要是没能成功，大不了换一件别的事情做嘛。毕竟她说的是“或许”，而不
是“一定”。但她在信的末尾还写了句狄更斯的名言：“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
界上任何一座高峰。”多少年来，我都纠结于狄更斯是不是真说过这么一句
话。我并没有在我迄今读过的他的小说里读到过这样的表达。我纠结于此，
还因为以狄更斯的幽默性情，他似乎不会说这般决绝的话。这近乎说，一个人
如果没有征服过高峰，就是因为缺少毅力。我如果没能成为作家，也只能说明
我实在不够顽强。但我自认为还有点儿倔劲，那拿什么来证明呢？答案是，实
现“作家梦”嘛。但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我不能不为此
感到歉然。

但我毕竟努力过，即使到现在也还在努力。我在怀上“作家梦”的早年，
是写过一些文字的，只是后来读到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那样的小
说，立马就觉得自己写什么都黯淡无光了。我读着读着不免想，他们早年就
写出了那么好的作品，你都在写些什么呀，好歹得写出个样子来吧，不如等
以后再写。这一等就等过了而立之年，于是乎终于感觉到了“立业”的紧迫
感，而所谓“立业”，不过是谋个生路，具体到我的职业，也就是写报道和做访
谈罢了。

颇有戏剧性的是，这一路写来，我居然把自己“写”成了一个“家”。2014
年，我被认为是青年评论家，参加第三届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我当时整个
人都是茫然的，我还没出过哪怕一本书呢。如今我已经出了四本集子，其中一
本还被收入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我似乎可以自认为是个评论家了，但我
反倒是感到更加茫然了。这无非是因为，我越是被认为能写写评论，越是觉得
自己背离了初衷。这当然不是说写评论不好，虽然如乔治·斯坦纳所说：“如果
能焊接一寸《卡拉马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
洞见？”但如果能写出一部《语言与沉默》，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也会觉得欣慰
之至。何况创作与评论，如鸟的双翅，不可偏废。要是两个方面都能兼顾，岂
不更好？那些有大能量的作家、评论家是有这个本事的，我虽不能至，总是可
以心向往之吧。反正，我就这样日复一日陷入了“太想做成一件什么事，以致
什么事都做不成”的怪圈里。好在前阵子写了一篇小说，虽然又因为有事卡
住，但这回我跟自己打赌，我无论如何都能接着写完它。

那是不是我写完了那些想写完的文字，发表了，甚或是出书了，就成为作
家了呢？或许在过去，我是这么想的吧。但现在，我觉得“成为作家”指向一种
写作的状态，更是指向一个“不断成为”的过程。简言之，写作过程本身，而不
是写作的结果，才是重点所在。何况就现在的我来说，我觉得并不是写作选中
了我，而是我选择了写作。刚做起“作家梦”的那些年，我大概是想过以写作改
变世界的吧，我至今仍能回想起读到巴尔扎克那句“拿破仑用剑没有办到的，
我要用笔来完成”时的激动心情。但如今我觉得，事实上从来都是我需要写
作，我需要以写作来体认文学的奥妙；以写作来记录，或是消化一些无以名之
的经验；以写作来舒缓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有时也以写作来获得呼吸；还有时
是以写作来对抗世俗——我都没说以写作来改变命运、获得名利呢。以我不
切实际的个性，大概我早年就没怎么期望过，现在就更加不抱期望了。

但我似乎依然期望什么。2019年，我参加了一个小说论坛，也许是因为
获邀的都是青年作家，主办方索性把我拉入了作家之列，并让我回答一个问
题：写作是什么？我回：“写作是用镰刀收割黑暗，从他乡回到故乡。”当时也只
是过了下脑子，并没有认真想过。现在想来，前半句固然是说写作要有批判
性，但指向光亮，也是文学的应有之义。福克纳在诺奖授奖演说中说：“人是不
朽的，并非因为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延绵不绝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
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但
那些可贵的精神总是被埋藏，诗人和作家的职责更在于以写作穿透黑暗，找到
它们吧。而后半句则是期望在写作中获得某种归属感。这些年，我真是觉得
自己越来越没有家园感了，我不无沮丧地看到，随着老屋毁弃、亲人逝去，现实
中的故乡终将一去不返，但我在经历他乡的流浪之后，或许还可以经由写作回
到心灵上的故乡吧。普鲁斯特可不是经由“追忆”，再现并留存了那些“逝去的
时光”。

话虽如此，像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自成一座高峰，并在总体的意义上为经
过千百年沉淀、已然令我们仰之弥高的文学增加了高度，这极有可能是千千万
万如我这般的写作者终其一生都达不到的。何况即便是那些卓越的人物都有
可能功亏一篑。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心系攀登珠穆朗玛峰，最后却倒在了
攀登的路上。他生前经常被问到为何总想着登顶珠峰，被问得实在不耐烦了，
便脱口而出：“因为山就在那里！”像我这样对写作有执念的人，虽然深知写作
之路道阻且长，却总是没能放下，想来大约也是：因为文学就在那里！

因
为
文
学
就
在
那
里

因
为
文
学
就
在
那
里

□□
傅
小
平

傅
小
平

十年是个大科目，都有些无话可说。没到30岁，
晃晃悠悠也快了，从20岁到30岁，正是一个人从学生
到所谓社会人的时段，然而细想，没怎么学生气过，现
在更不够江湖。可文章始终存在，江湖又是人世代称，
渺小如夜中一滴雨水的人，也要留下自己的痕迹。

按第一篇发表的小说来算，我正式写作，今年是第
五载。论起和纸笔结缘分，源头就长一些。童年少年
时代，光阴是一分一分挨着过，没有快速消磨的手段，
反将爱好都变成扎实的记忆。如单机游戏盘，如拼图
盒子，如日记本上连载应付的一篇篇小故事，写作最初
作为消遣出现，到现在，它仍和其他游戏一样，给我儿
童般纯粹的享乐。创造出一个世界，过去是多爽快的
事，现实中失却什么，能在文字里找回，甚至虚拟出从
未见识的景色，安排一个英雄豪杰的自己，像《武林外
传》里白展堂要秀才在小说里实现他的“俩大宅子，一
妻一妾”。多少美梦，多少痛快，爸妈以为我在屋里用
功，老师以为我在课上猛学，将头一埋，水笔一提，便消
失于此一时空，我早在华山顶端，与众英雄论下长短。
文字是日常外的宇宙，写着读着，自有些老气横秋的面
貌，青春在拔苗助长中度过去，叫人任何时候念起，都
想掐上会儿腰，相当嘚瑟。

愁绪是后知后觉的东西，早慧者必晚熟，大概就是
这个道理。而有了欢乐的底色，愁绪也经不起挨受，渐
渐虚浮起来了，变成冷言冷语下头，自我珍视的一捧
火。不轻易点燃，也不是想点就能任其生发的根苗，后
来，它越来越难捕捉，几乎要焚香祝祷，才得来烫心热
肺的一点触。又渐渐明白，这大概才是时间魔法的发
生，让一个人无知无觉，踏入麻木的传送带，如果不再
捕捉，不再等待，麻木便将成为后几十年不可避免的
归宿之地，要一直训练自己不要温顺地步入这良夜。
训练嘛，总归是对自己的好期许，而惰性，才是难以抗
衡的本真，在这个立场上，何止十年，往后要战斗的对
手层出不穷，尽为高手虚影，嗖嗖出招，要躲，全仗如履
薄冰。

在还没捕捉住这些感受之前，为给自己安身立命，
寻个快乐事情做，我先开始写了。大学毕业前后两年
的网络写作，常被提起，作为现在选择严肃文学写作的
一种对照。其实没有更简单的想法了，当时就想找事
做，挣点儿钱，别白白在家里待着。而我写得并不出
众，每日有写作要求的规划，更让我觉得老有纪律管
束，不能适应，写不出花头。如今想，却又像对小时候
的意淫故事一样，有了喜悦的回顾。虽然写得啥也不
是吧，挺有意思；虽然不爱每天坐凳子吧，到底训练人

能坐住了板凳，即便是坐冷板凳。有这段经历，获益良
多，一来知道了自己长短，二来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冷
落是能锻造一个人的韧性的。写作是工作，如今更是
兴趣，是游戏，是我自己。别扭的情绪少了，顺应的感
觉多，顺应我想顺应的、该顺应的事儿。相比青春时
代，更热爱生活万千。

生活里曼妙的事情太多了。而受苦的感觉从未被
消减。它们矛盾，也相辅相成，让我偶尔出鞘，仗义一
回，不忘收刀擦血，再干一杯酒。这样说轻易，却是我
的实感。个人有个人的活法儿，文字有文字的出路，从
不认为文字会耗减了我对人世运命的信心。说到这
儿，就该聊到后头的写作。后头的写作，走一程看一
程，不看也行。不干这个，还干别的，悠悠一世，谁还能
不往前走，幸运地往后撤呢。

2018年冬天，我自己在家，突发奇想，也是寂寞找
不到事做。写一个家族里的亲戚，不考虑所谓技巧，怎
么想怎么写。《黄桃罐头》，一个现在被东北孩子化为神
明的零食罐头，蔓延进了记忆的虚空处，结成文字在一
张干黄老迈、然而带有童稚的面皮上。那是我熟悉的
家里亲戚，一生未婚未育，靠带大别人孩子为生的姨
奶。一次回家，奶奶兴致很高，拿出家里的相册，一本
接一本，急于让我指认上头的每一张，是否还有记忆。
我当然有，被家人围在当中，视线偏偏溜去坐在一旁的
姨奶身上。我永远忘不了她在餐桌凳子上坐下的样
子。相比我们都聚在沙发边欢笑一堂，她离了那么远，
笑着，看着，即便根本不可能清楚地看到照片，她也假
装参与，此时对她的冷淡，就是一种罪孽。她在望向她
没能拥有的事，然而真心实意为着姐姐一家高兴，让我
一瞬间，联想到许多早被埋藏的往事。知道这篇小说
她不会看到，也不希望叫她看到，提醒一个人她所受过
的苦难是一种残忍，也许，写作于我就是虚假的慈悲
心。若我真的慈悲，当日该扔下相册到她身边去，即便
无话可说，也找点什么说出来。我没有，我僵僵地坐在
原地，心里恳求姨奶不要再向我身上看来。她脸上的
欢乐迅速和她受过、正在受的冷待划归一处，好比过年
鞭炮燃后，最终荡散的紫烟。

如此种种。这样说过几回，写作如果于我最初是
畅快，后头就是自赎。赎罪讲条件，快乐不讲。快乐就
是快乐，原谅的达成则需要更深更久，更无处圆满，常
充满遗憾。保持了遗憾的可持续，写作也就总有挖掘
点，后来一些事，没有身受，但有感同，这样跌跌撞撞，
也完成下来。如此说，保持心性的敏感，和心性不在敏
感中被跌破，才是一大课程。

心没多静，为取乐淡掉了一半。享受眼下每一日
的晨昏白昼，和两只猫儿，相伴嬉戏，做儿童游戏，做我
父母满意的心正眼正的大人。每日，我走在钱塘江畔，
想到仍是少年时觉得浪漫的事，那时的无话可说，严守
秘密于心防，却在纸上布阵，写下诸多困惑与期望，一
直是我写作的规训。不要看轻孩子时期做下的决定。
彼时心无旁骛，何曾想过东西？没到三张，女性年龄焦
虑也来得紧，在书桌上摆一面镜子，过去是为了对照人
物该做出的表情，现在写到抓耳挠腮时，更多对照自
己，哪里见老一些，看着有多蠢笨。看久就笑，酒杯常
在手边，倒头一闷，不了解的时空也近，现实中自我退
去，魂魄化为他者。哭笑一回，写点儿自己觉得痛快的
东西，像拼图找着了合适的一块，顺心舒畅，梦中江湖
缥缈，仍杀声一片。

妈妈常说，要做情绪的主人。做来做去，我也做
不到，或者说写作者，是要做许多他人情绪的代言人，
要继续写，便无可推诿。我仍享受这过程，觉着正是
这过程，让人之为人，不沦陷于不仁。常痛切，常感
伤，也常放声大笑，惊吓我那两只猫，上下逃避，窜天
入地。朋友圈里总写感谢，字不多，意思也不变，是对
过去了的时间也好，未来也罢，抱一种当有客人到来
的招待心。相信许多未见发生的事，转转圜圜，或为
恒常。在所有事实面前，写作者力单势薄，单凭一念，
如剑士命运伶仃，砍砍杀杀全无章法，杀招在于复仇
心。所谓决胜，也落在因果前定上头。到此十年。
2011我饱享青春，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2022，没
见多稳重，仅有些许体会，即选定一桩要做的事，希望
能将它做好。

黄昏时近，心心念念游戏还有一关，兜兜转转故事
还有一章。更重要的，晚饭没做。十年来，无甚长进，
再有十年，还希望保全当下。眼瞧一家家灯火亮起来
了，江湖不必总夜雨，总有灯盏，照各家人归，也挺好。
想着话说到这里可以了，猫又在叫，可爱可怜的小家
伙，再豪侠，也架不住它们一肉垫啊。

我与文学的两个十年我与文学的两个十年
□□吕吕 魁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