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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不爱记时间，除了见面时间，截

稿日期这类事务性的。也不爱回看，能不

回头就不回头，打游戏的过程中也很少会

看自己的游戏回放，或者说担心观察行为

会影响到被观察粒子。

忽然有一天，肩头被人一拍，说来聊聊

这十年吧，还真吓了一跳。真的要归纳总

结也不是回头张望就有答案的。因为各种

原因，我似乎只能专注此时此刻，不用力气就无法抓住刚刚进入

又即将失去的瞬间。瞬间即个人生命的全部，我常常浑浑噩噩

地忘记了其他瞬间，或者把其他瞬间当作当下瞬间的重影。也

常常被一种幻觉缠绕，我好像一直在这里，一直在写——这当然

是幻觉。我太懒了。

所幸还有“简历”这种东西存在。赞美现代性，帮助人类做

出有意义的切割。简历是几年前写的，全靠搜索引擎把发表刊

物时间整明白了。赞美科技。在调和自然和人的矛盾之后，还

拿出余力解决人类在现代社会遇到的问题，尽管其实很多问题

都是它带来的。

正好是十年前，我把我的短篇小说《黄色故事》给了刘宇

昆。如果现实真如民间故事或者神话寓言一样线性发展有因可

循，大概可以在这儿来上一句“这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那

时候我刚读了他的小说，是那种不依靠熟悉路径却能最大程度

打动所有人的小说，我很喜欢。刚好听说他打算翻译中国科幻

小说并把它们介绍到美国，我就把几年前写的《黄色故事》发给

他。我和他好像都不觉得一个没有正经在杂志发表过作品的写

作者这么做可能不合适。实际上按照当初的合作方式，刘宇昆

要和作者共同承担小说翻译后无法发表的风险。现在想来，他

选择翻译《黄色故事》和我选择异想天开给一个陌生作者寄去小

说的原因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小说比什么都有说服力。我相信

写出《结绳记事》背后的刘宇昆，他相信写出《黄色故事》背后的

我。接下来的发展挺顺利，发表了还上了当年最佳科幻年选。

遇到其他想尝试翻译的优秀作者提出合作，在得克萨斯的时候

拿了雨果奖最佳编辑的老师还写信约见面，那是2013年的事，

我仍然没有开窍，脑子里装的全是灰头土脸、颠沛流离的公路旅

行还有每个城市的美术馆、博物馆。有人读我的小说，单知道这

个就很开心了。

在东八区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自由缓慢地生长，绝大多

数时候在地下。但是当你在生长的时候，其实不太会注意是地

上还是地下。生长本身就够激动人心的了。写作仅仅出于需

要。只有写作能给我这样的痛苦，只有写作能给我这样的快

乐，其他任何事都不能给我的快乐。这大概可以解释我为什么

能在一直没有发表的情况下还继续写。写作不需要坚持。活着

才需要。

那时候国外译者联系我，完全没有压力，存稿就在那儿，好

多，随便挑。挑走了就是告别。肯定高兴，就像第一次在火光里

看到自己的影子的穴居者，忽然意识到线条、形式、韵律，也同时

意识到仅仅有这些还不够。

刘宇昆采访我就在那个阶段。那是为一本美国科幻杂志做

的专访。我是混沌的，但他在前面引路。我们聊了很多。我跟

他说我想讲故事，用图像或者用文字。

忘记到底是怎么在心里种下执念，要做一个讲故事的人，那

种坐在地上、坐在城门口、篝火边讲故事的人，是的，听我的故

事，不需要椅子和屋顶，不需要正襟危坐。目标也许没错，但我

当时误入歧途，被自己造出的形象给迷惑了，再加上这个类型的

特殊性，以及对海明威文学观点的曲解，我试图在小说里追求一

种口述性，一种刻意为之的明快简洁，一种利用情节试图调动读

者兴趣却丢失原动力的讨巧。幸好，都失败了。我不行。

有生动简洁跌宕起伏的好故事，却不是故事的全部，不存

在故事的唯一方法、唯一面貌。即便在极简到枯涩的故事里，

故事仍然也不等同于情节。所谓的去掉形容词只是一个作家

的一句话而已。作家关于写作观念的话比起他们虚构的故事

哪个更可信呢？可能讲故事的人讲的最糟的故事就是她自己

的故事。所以让我尽快把它结束了吧。总而言之，出于对风

尘仆仆说书人形象的迷恋，我进行了一段时期不成功的写作

尝试，不用写完，许多次只开了个头，就知道它是错的。于是，

我开始切换不同故事类型。每个故事都有它最适合的语言，

借助故事本身的形状，帮助我寻找到——当时我并不知道是

什么——自己的声音。《无名盛宴》和《看见鲸鱼座》的许多故

事就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其间我还写过一篇武侠中篇。还

没写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对的。

大概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写作者的自由，不单单指在不

同风格和类型之间切换的自由，而是那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

自由。

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在忘记树立风格忘记写作者形象之后。

独特的声音，故事需要，诗歌需要，所有以语言为要素的人

类游戏都需要。声音不只是修辞、不只是技法、不只是风格，它

是骨是皮是一颗心。当独一无二的声音发出召唤，故事就在古

老母题的混沌里获得坚实形体，成为其自身，一个无可取代的新

生物。它必然带有独特的声纹印记。因为它是由作者的内部精

神构成以及文学意志决定的。

我折腾了自己那么久，大概是上天为了平衡一下，文学刊物

忽然向我敞开。从概率学解释，就好像一个人在爱尔兰海湾待

得越久，遇上鲸鱼的概率就越大。先是《文艺风赏》连续发了三

篇《无名盛宴》中的短篇，接着《上海文学》《中华文学选刊》开始

连续发表作品，以此为契机得到一些学者老师和评论家的鼓励

肯定，特别感激那些老师朋友，他们是我的船，是我的向导，也是

我的鲸鱼。能在从来没有期望得到理解的时候遇见理解你的

人，这感觉真好，多少算松了口气。

第二个转折点应该是《看云宝地》。有一次聚餐随口和人聊

到看云，当时脑子里就有了“看云宝地”这四个字，很快故事初步

轮廓也有了。我又花了两年时间让故事找到我，接着花了一些

时间把它慢慢写出来，去了好多次北海公园的假山，一直转到闭

园才慌慌张张出来，到现在都不时梦见那座假山。写的时候很

兴奋，写完后却慌了。我知道这是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作品，也

意识到自己可能在往某个方向跨出一步，但到底是左脚还是右

脚，是四脚并用还是义肢，并不清楚。当时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怕

写不出更好的了。于是我开始以写废稿为目的进行写作，特别

有效，我又回到了写作最纯粹的状态。

真正明白《看云宝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小说，还是在回答

《收获》采访问题的时候。其实也不算采访，那期青年特刊要

求作者发个视频回答规定问题。好像我的很多念头都是在回

答问题时产生的，这说明我还是一个实践先行的人。那时候

说自己要写“在场”的小说，说完之后忽然开窍，又想起刘宇昆

很多年前说过，我写的是推想小说，基本就决定了今后五年的

方向在哪。

跳过对推想小说的阐述吧，等我把五年内的小说先写一

写。让小说先在前面跑一跑，飞一飞。至于它有没有容身之地，

再说吧。一个崭新世界的展开，它的本身就已经是赏赐了。光

是想想都让我激动得浑身打战。我越来越不明白跨界的意思，

跑得那么开心，谁还看地上的白线。

我知道我还是怂。忘情却仍然怂。没有关系，害怕就对了，

害怕是因为知道自己的有限，知道自己的深爱，知道自己不竭尽

全力不乐在其中就不行。

飞快地吃饭，飞快地走，飞快地说话，飞快地爱。我的时间

有限。

再往前跑一跑，跑到自己的尽头——能力的尽头，我所是的

尽头——在那里应该就是奇迹。

5年前，我硕士毕业，成为一名编辑。对我来说，这是

多重偶然因素叠加的结果，是因为在某个十字路口抬头看

了一眼天空，但又似乎是一种必然，是来自命运的感召。

我的母亲也曾经从事编辑工作，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她编散文，然后是小说，家里总是看见一沓沓稿纸。她责

编的作品里，有汪曾祺的散文，也有改编成经典电影的短

篇小说。因此在我成为编辑后，母亲时常想要在业务上对

我进行指导，有时候感慨，做了编辑，容易眼高手低，对自

己写的东西看不上，也就更不爱写了。我却不以为意，全

身心地投入与文字打交道的快乐，以及它所带来的挑战。

真正静下心来细想，回望这段时光，我得到了些什么呢？

年终总结之外的部分，我想，是认识了很多很多妙人儿吧。

起初，我以为做编辑就是面对文字，可以尽量减少跟

人打交道，很符合我的“社恐”属性。然而我的认识是错

的。我们不仅要和作者打交道，还要和原创刊物、出版社

以及同为选刊类的编辑同行们打交道，还要和热心读者们

打交道，几年下来，微信通讯录早已破千。我也没有及时

备注的好习惯，有时候打开通讯录找人，经常找着找着就

陷入灵魂之问。“这是谁？”“你是谁？”“我是谁？”

保持疑问和警惕之心是一个好习惯，但我没想到在通

知作者的时候会发生这种误会。有一次，我们选载了“90

后”作家小托夫的短篇《去的时候父拉子，回来的时候子拉

父》，从原刊责编处要到了小托夫的手机号。当时我还不

习惯加作者微信，多数时候尽可能短信联系，给他发信息

通知作品被选用了，需要他提供账号信息以便发放稿酬。

我并未意识到这条消息有什么可疑之处，直到第二天下午

他回复我，说收到短信时他还以为是骗子所以并未理睬，

看到公众号推送了目录才发现是真事儿。后来小托夫来

北京上鲁院的高研班，见到真人，清秀腼腆的白衣少年，一

副毫不设防的乖模样，完全不像他的小伙伴郑在欢。是

呢，说到托夫似乎就不能放过欢欢。认识欢欢的时候他已

经红了，不仅仅是在文学界受到关注，而是时常出现在传

媒圈，在一些深度报道和访谈里，他的经历同样引人注

目。欢欢的小说和他本人也很一致，你看他眼珠一转，还

以为他有180个心眼子，然而真正走进文本，天赋漫溢，字

字句句皆是真诚炽热。谁能不爱欢欢呢？反正我是爱了。

其实我平等地爱我的每一位作者，但我对班宇的热爱

差不多是人尽皆知的事了。我对班宇的爱，生发于第一次

加他微信时，看到他在朋友圈里赞美某个餐厅的菜品。具

体菜名我早忘了，那个餐厅我至今也没去，但他与美食邂

逅时的灵光四射太过耀眼，我被深深震撼，从此一发不可

自拔。我们这种相声型选手，总是情到深处变谐星，情到

深处必逗哏，但我和班老师的相处模式略有偏差，我俩是

情到深处报菜名。固定交流的话题不是“最近写了啥”“最

近选了啥”而是“最近吃了啥”，然后开始互相美食轰炸。

这就是我们的友情，几乎就是“云”饭搭子。当然，我最初

喜欢上班宇的小说，是在《芒种》读到的《去五里河》（收录

在《冬泳》时改回原名《肃杀》）。当时我在网上搜索他的信

息，由于他在期刊发表的作品还很少，我有些失落。“多写

一点就好了！”我想。紧接着就读到发表在《作家》的《山

脉》和发表在《收获》的《逍遥游》。两个极端的文本对照着

读，使我对评述他的文本产生了敬畏之心。“还有谁能比他

自己解构得更痛快淋漓呢？”

这几年关于班宇的创作，评论文章越来越多，特别是

“东北文艺复兴”的概念出来、我们推出“铁西三剑客”之

后，起初我每读到一篇都发给他，后来也有了惰性，独自学

习就罢。我将勇举“东北文艺复兴”大旗的黄平老师视作遥

远的知音，但黄平老师也不是独自美丽。巨鹿路的吴越，美

丽的吴越，从容不迫的吴越，盖娅一般温柔而又磅礴的吴

越，对我来说才是命之星一般的存在。但凡我收到读来觉

得好，几乎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作品，都会附上一句“和吴越

讨论过”。原创刊物的编辑对作品的深度参与，是我非常羡

慕也非常想学习的。除了编辑工作，吴越自己也写作，《上

海早晨——记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一

部看起来很不像出自文学编辑手笔的长篇纪实。我们聊天

的频率并没有高于业务方面的沟通，交流关于作品的感受

时，也往往言简意赅。但她写的《逍遥游》责编手记不知道

有多动人！“她最终在夜海中接纳了一切的自私，一切的愚

蠢，一切的蒙昧，一切未完成的爱与善。光亮从这里析出，

生命向庄子的语词所指引的境界扶摇而上。”这些都是很

多人穷尽一生也无法参透的课题，而在《逍遥游》中，苦难

升华为光亮，照拂我们这些还困囿在低阶欲望中的人。我

想起史铁生，也想起晓明老师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文学

是弱者的伟业”。《逍遥游》的主人公，已经在现实生活中走

完了她的人生逆旅，但小说使她扶摇而上，没有什么比这

更符合我心目中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了。

张惠雯也是我和吴越共同热爱的一位作者。结识惠雯

之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她的评论，成为她的责编之后，我

们常在时差的间隙中聊天，特别是在2020年，那个充满戏

剧性的冬天。我们什么都聊，但几乎不聊她的作品。我似乎

从未向她表达我对她的热爱，那么不妨借机重申。我曾一

度讶异于张惠雯小说题材的跨度之大，从唯美感伤的乡土

叙事、荒诞气质的寓言小说到退守日常生活的南方故事，

以及新近发表的“县城美人”系列。然而细细读来，题材的

差异并没有影响她小说的内在气韵，她始终保持着平滑细

腻的语言，耐心地编织故事铺展情节，呈现出一种数学的

精确的美感，这使我想起鹦鹉螺，与它暗含着斐波拉契数

列的优美螺旋。我不敢妄言她的小说具有无限接近黄金分

割数的美感，但鹦鹉螺确实从另一层面上印证了我的阅读

感受。如同鹦鹉螺一般，惠雯的小说拥有精致却不失生活

厚度的质感，住室与气室的区隔印证写作者主体与写作对

象的区隔，腔室之间的区隔与贯通也契合着其故事之间的

区隔与贯通，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比“浮沉”“移动”更适合

形容与理解惠雯小说的转变。题材的转变并不意味着风格

的转变，在保持语言风格与结构能力的同时，她将每一篇

小说每一个人物都安放在流转着珍珠光泽的气室中。

也是因为惠雯，我想到洛尔迦的这句诗，“他们带给我

一个海螺”并引之为标题。我的作者们、同行们、读者们、师

友们，我无法一一拜谢的，他们都曾带给我海螺，我从中听

见宇宙的声音。我于朦胧中聆听到的命运的感召由那些遥

远的切近的轻柔的狂躁的喑哑的铿锵的音色凝聚而成。

我想起一个曾经送给我两只鹦鹉螺壳的姑娘小宫池，

她此刻在天涯的那一边。

我又想起2013年在拉萨，曾听说一位功成名就的作

家，突然决心成为一名编辑。

许婉霓：首先祝贺您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

温度》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为了完成 30 万

字的《国家温度》和35万字的《主战场：中国大扶

贫——贵州战法》这两部大作，年过七旬的您一

年半没回家，先后跑了陕西、新疆、贵州、上海和

黑龙江的许多地方，真是令人敬佩。您能和我们

具体分享一下您在这场全国脱贫攻坚战中的创

作体会吗？

蒋 巍：你用“大作”这个词真是恰如其分

（笑），不过这个“大”不属于我，而属于这个气象

万千、磅礴奋进的新时代，属于所有的奋斗者。

历史进程再伟大宏阔，也是靠人推的。写扶贫故

事，就得翻山越岭、进村入寨，坐在田间地头跟乡

亲们聊大天。在新疆，我曾遇到一位维吾尔族乡

长，叫艾江什么，名字一大串，扶贫工作做得特别

好。我说你的名字不好记，干脆改名叫艾江山

吧！周围的老百姓都笑了，热烈鼓掌。

许婉霓：您在报告文学写作上总是保持着蓬

勃激情，文采飞扬，您是怎么走上报告文学创作

道路的？您最初是专攻诗歌的，为何后来又选择

了报告文学这个领域？

蒋 巍：我是在北大荒时开始写诗的。那时

从哈尔滨的小家一下进入广阔的天地，目光和心

胸顿然开阔了许多。尤其当了兵团战士，不过扛

的枪是木头的，出了食堂就能看到黑龙江对岸的

俄罗斯大地和农庄，家国情怀油然而生。回城后

当了记者。改革开放后，我忽然发现，诗这种形

式已经装不下我遇到的种种杰出人物了，于是改

写报告文学，结果连获第二、三、四届全国优秀报

告文学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奋斗至今，已

经半个世纪了。

许婉霓：好的报告文学离不开大量生动、感

人的细节。您的作品中，细节总是令人印象深

刻，您是如何抓住并呈现这些细节的？

蒋 巍：所有这些故事细节都不是我想象

和瞎编的，而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这就是我

酷爱报告文学的原因。正如歌德所说，“生活

是上帝的作坊。”它远比所有作家都更有想象

力和创造力。在新疆采访时，一位 70多岁的

老兵已经糊涂了，老婆、孩子的名字都叫不出

了，但只要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会立即站起

来敬个军礼，吼着嗓子大声说：“我是四十七团

三营二连战士李为东！”这辈子他就记住这句话

了。坐在一旁的维吾尔族老伴说：“我每天看着

他，不让他出门，可他还是像老鼠一样，天天溜

出去找活干。”类似的老兵故事很多很多，让我一

次次深受感动、震撼，写作的冲动和激情便油然

而生。新疆兵团曾搞过一次大型露天演出，我为

他们写了一首歌颂十万老兵的诗，其中有几行是

这样的：

我登上昆仑峰，再没下来过；

我走进大戈壁，再没出来过；

我举起砍土镘，再没放下过；

我种下一棵树，再没离开过。

一生一世，死也不占一块绿地；

墓碑上的姓名和籍贯，永远向东！

当时全场掌声如潮，很多老兵泪流满面，连

两位朗诵家都哭了。我为什么能写得如此动

情？因为我去调查过，我也是含着眼泪写的。

许婉霓：有人说，报告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是

为历史作传的。在长年的报告文学写作中，您对

这一点有什么看法？又是如何处理时代和人物

的关系的？

蒋 巍：文学界常说，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

命，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就

成了好人好事表扬稿、黑板报了。写人写事，你

必须把他放在大时代的地平线上加以考察，做出

具有宏观意义的价值判断，这样才有广泛的公共

性和可读性。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我采写了

哈尔滨林机厂上任两年的厂长邵奇惠，他毕业于

哈工大，通过改革使一个濒临倒闭的老厂起死回

生。如果只写他的事迹，那就是个人化的表扬稿

了，但我在文中得出一个结论：以邵奇惠为代表

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标志着国

家的现代化建设将从此走上科学的轨道。可以

说，我的判断是敏锐的，预言是准确的。此文名

为《在大时代的弯弓上》，由《人民文学》1983年

11期头条刊发，后来获了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

文学奖。

当然，我也常写时代中的平凡人物。比如我

写过佳木斯市一位长驻农村地区20多年的普通

警察王江，文名就叫《王江的意义》。那片管区很

大，有山有水有平原。当地警室就王江一个人，

那也是他的家，他外出办事，妻子就在家帮他接

群众来的求助电话。此文在《光明日报》刊发后，

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王江则被公安部授

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这就是

作家的贡献，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我看来，深入基层，用心用情写这些人物，

不需要动员，甚至也不需要觉悟。唯有感动，在

激励我不断发现、不断出发。妻子说我“虽为老

骥，并不伏枥，天天在上空飞来飞去”，虽然辛苦，

热血却总在沸腾，内心也总是充实的，精神是昂

扬的。

许婉霓：您的报告文学新作《光芒中的光

芒——中国激光探秘》近日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

版。这部新作涉及复杂深奥的前沿科学领域，想

必面对复杂的科学知识，创作并不容易，您是怎

样面对这样的挑战的？

蒋 巍：《光芒中的光芒——中国激光探秘》

写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

故事。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第一束激光就

是那里的科学家创造出来的，比美国晚了不到一

年，比苏联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提前了许多。现

今，中国的激光已经进入太空，登上月球，深入大

洋，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可以说，激

光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时代。为采写本书素材，我拖着重重的行李箱，

从贵阳飞到上海，到地处嘉定区的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深入生活，手腕因此受了

伤，疼了一年多。为减少对方的麻烦，我自费住

进附近的旅店。其间，我采访了很多老中青科学

家，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室和实验室，当然有些让

看，有些不让看，严格保密。同时我阅读了很多

相关科学著述，“恶补”了大量知识，几乎可以给

学生讲激光史了。

许婉霓：您在报告文学界奋斗了半个世

纪，至今不知疲倦，还在继续创作。您的动力

是什么？

蒋 巍：伟大的时代必然是英雄辈出的时

代，作家不应该是旁观者，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

“小宇宙”。一滴水融入大海，才会有足够的深度

和广阔的蔚蓝。我以为，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性机遇，作家的使命就是不让英雄寂

寞前行，而应与英雄奋然同行！

与英雄奋然同行
——访作家蒋巍 □许婉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