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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相比较传统作家
通过在刊物发表作品走上文学舞台来说，很多更年轻的创
作者，都是在豆瓣网上被人所熟知的。他们在豆瓣上发表
自己的作品，进而被“豆友”（豆瓣用户之间都喜欢如此称呼
对方）看到和推荐，更进一步的，被入驻豆瓣的出版方看到，
得到了出版的机会。这一批创作者，大家都称呼他们为“豆
瓣作家”。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逐渐走出
了豆瓣，其中一些人在各大文学刊物、文学奖项等方面都有
亮眼的表现，我个人也算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2007年大学毕业，由于毕业的院校不好，又加上学费
未缴清，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导致找工作非常困难。到
了2009年，去到一家木材厂工作，做的是不喜欢的事情，心情很苦闷。我从小就
喜欢写作，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工作后。但是木材厂里没有任何同好，写的东西
也没有人看，直到有了“豆瓣”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写作。这个时候，朋友说有个豆
瓣网，在上面有很多写文字的人。按捺不住好奇心，我也注册了一个豆瓣号。那
时候没有想到，它对我的影响竟然会有这么深远。一开始，我把过去写的文章发
在豆瓣日志上，可是没有人去看，也没有任何回复。这样的情形并不意外，我反
而会去关注那些被推荐过来的“豆友”，他们写的文章一再让我惊叹，他们的讨论
也让我学习到很多知识，甚至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豆瓣上真是卧虎藏龙之地，
很多才华横溢的“豆友”，他们在自己的日志里发表作品和评论，在日志下面热烈
地讨论和探讨。他们的眼界、学识和个性，都不断打开了我的视野。慢慢地，人
生中最重要的朋友都在这里认识，从线上发展到了线下。它也成为我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平台，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刷豆瓣，睡觉前最后一件事情也是刷
豆瓣。我有时候忍不住回复他们，跟他们一起就一篇文章进行切磋。他们也认
真地跟我交流，给我很多建议，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逐渐地，在不断地碰撞中，
开始知道自己想写什么样的作品。

不光是我自己，很多人都在这样的碰撞中，对自己的创作有了新的理解。比
如作家沈书枝，她在豆瓣上写她安徽老家的生活，深受大家的喜欢。她笔下的乡
村是真实可触的，有精确翔实的细节，这点远远把乡愁的牧歌书写甩得远远的。
她的《八九十枝花》就是豆瓣文章的合集，其记忆力如此好，能把那些细碎的片段
连缀成篇，又能跳脱出来，不煽情，不让人起腻。另外一位是胡子，他曾在南太平
洋的库克群岛生活了两年，其间他用文字详细地记录了自己的生活。他是一个很
有天分的写作者，细碎的生活和闪动的情感，很容易成为流水账，在他这里却自
成一派，没有雕琢气。在“唠叨”的笔触后是无边的寂寞感。我尤其喜欢书中的风
景描写。还有一位作者是有鹿，我非常喜欢她发在豆瓣上的小说，一晃神之际，是
有鹿小说中迸发的美感。她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淡淡地扫过，无论是说话也好，做
事也好，故事总是次要的，它只是为了让那种无以名状的心绪才存在。那些心绪，
便在一晃神之际从日常的裂缝中逃逸出来，弥散在与故事无关的事物上。

包括豆瓣在内的一系列网络平台都具有类似的互动性，但豆瓣有一点非常
难得：它聚集了很多出版界和期刊界的朋友。你只要在豆瓣上持续地写，且受到
友邻们的喜欢，就会有发表和出版的机会。当时豆瓣推荐机制是：如果你的日志
被很多人推荐，它就会把此篇日志置放到首页，这样所有使用豆瓣的人都能看
到。接着，就会有很多“友邻”来关注你。随着关注你的人越多，你的文章被看到
的几率就越大。就像是滚雪球一般，关注人数上涨，出版方也就会注意到你，如
果觉得你写作的内容符合出版条件，便会来联系你出版。我在出版第一本书之
前，已经有不少豆瓣友邻就是如此“出道”的。像上面提到的沈书枝、胡子、有鹿，
也都是这样出版了第一本书。

豆瓣给了我发表和出版的机会。2010年，我写了一篇《村庄的时间》，被一
个“豆瓣红人”推荐，紧接着开始有陌生的友邻来推荐和点评，随后又有很多人来
看，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以前在本子上写，写完后给老师和同学看，他
们在文章后面留言；后来在博客上写，也只有同学和同事会来看看；现在好了，在
豆瓣上写，会有特别厉害的老师过来说你写得不错，这个鼓励直接的结果是又继
续写下一篇，下一篇大家又说不错，立马写第三篇……那段时间，完全沉浸在创
作的愉悦中，每天都在构思之中，散步、吃饭、睡觉都想着下一篇可以怎么写。趁
着这股源源不断的激励，我一口气写了十几篇，豆瓣的关注量也随之上去了。到
了2011年上半年，收到某家出版方给我发来的“豆邮”（豆瓣上用来发邮件的工
具），问我是否有意向出版作品。我当天就答应了出版方，整理好了过去创作的
作品，发送给出版方的编辑。2011年年中，人生中的第一本书《纸上王国》出
版。这在之前完全是想都不敢想的。

要知道，我之前不认识任何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除了读书时在一些作
文期刊上发表过作文，没有发表过任何小说，出版更是不敢想象。现在通过豆
瓣，居然实现了出书的梦想。写作是需要鼓励的，如果你写了，发表了，有人喜欢
了，对自己来说会是很大的肯定。朋友问：“如果当初你写的文字没有什么人去
看，更别说发表出版的事情，那你还会继续写下去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
以前接触过四五十岁还在写作的作者，他们过得很苦闷，感觉是在一个黑乎乎的
隧道里走了很久很久，开始前头还有一点点光在吸引着他，到后面这光渐渐地淡
下来。一个作品，总是需要读者的，否则你不知道自己写得怎么样。但是很多情
况下，作品写了也就写了，没有人看，像是野山坡上的一朵花，开了也就开了，谢
了也就谢了，没有人知道。无人问津，但还想继续写下去，精神当然非常难得，可
是实际很难有几个人能坚持下去。

而豆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通道。很多人通过它，走向了专业写作的道
路。我还记得拿到《纸上王国》样书的场景：因为是周六，快递员没有把样书送
到木材厂来，等得实在是不耐烦，便打电话问清楚快递点的位置，转了三四趟
公交车冒着大雨跑过去，终于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本书。那一刻的激动和兴奋，
至今难忘。十来年过去了，我已经出版了8本书，渐渐地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
写作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起点，是豆瓣给我的。

当然，不止像我这样的作者受益于豆瓣带来的机会，豆瓣也因为众多作者的
参与，创造了丰富的可能性。一个网站的生命最初是程序员们设计出来的，它的
活力却是由用户来维系的。如果不是一大批作者不断地来到豆瓣写作，也很难
想象它能发展到今天。作者与平台互惠，好的作品会因此而更多地产生，最终读
者也是受益的。通往文学之梦的道路有很多种，而豆瓣这些年来成为“文学新
人”亮相的重要平台，其影响力不容小觑。期待更多热爱写作的人，可以在豆瓣
上绽放光彩。

从我动笔写作第一篇科幻小说至今，已
经有十个年头。在这十年中，科幻陪我一路
成长，仿佛一位青梅竹马的好朋友，伴着我从
学校走进科研、走上职场，从路边的报刊亭走
上了银河奖、星云奖的领奖台。

恰逢其时地，《文艺报》给了我一个绝好
的机会，让我得以写作此文，和稿纸另一头的
朋友们分享科幻留给我的美好回忆。

我与科幻的结缘是在初一的暑假。那
时，我沉迷于电脑游戏“红色警戒”，爱屋及
乌，也就经常在铁血军事论坛里闲逛。论坛
里有个杂谈板块，军迷们常常在里面发布自
己写的军事幻想小说，大都是歼7迎战F-22
这样现实又悲壮的故事。但在那个晚上，我
看到一篇不太一样的小说，它的名字叫《球状
闪电》。

于是，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向我敞开。
在这个世界里，一位位来自星辰大海的

旅行家与我侃侃而谈，讲述着公主、仙女、魔
怪和宝石。它们有时很远：诗歌化为星云，恒
星弹奏着乐章，沉默的飞船里有环形的海洋；有时也很
近：一个瘦弱的女孩为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倒在了马
拉松的赛场上，一群理想主义者为了研制出击败敌人
的武器奉献一生，其中的一位奋笔疾书，证明了“宏电
子”的存在，而另一位则微笑着坐在钢琴前，演奏起科
萨科夫的《一千零一夜》。雷声顿起，窗外的万千雨滴
都被闪电定格。近看，那不是雨滴，而是一柄柄用纳米
材料制成的世界上最锋利的剑……

正如书中一句话所言，“度过美妙人生的关键，是
迷上什么东西。”而当这件令你着迷的东西，也能让其
他人着迷，甚至成为你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时，它就
有可能成为一生的爱好、追求，甚至是事业。

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对于那时的
我来说，科幻小说就像一只彩色“滤镜”。透过它，哪怕
是灰色的枯燥的试卷与习题集，都变得色彩斑斓起来。

语文？要写小说，当然要学好语文；数学？何夕在
《伤心者》中写过，数学是一切科学之母；物理？那更要
学好了，刘慈欣在《乡村教师》里写过，在外星人对地球
的文明测试中，孩子就是答对了三道物理题才拯救地
球的！

从此，我对一切与科幻相关的学科都产生了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最好动力。从一个不爱学习的“游

戏迷”，到考入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这种兴趣让学
习不再枯燥。研究生期间，我也颇为“巧合”地选了和
《球状闪电》主角相近的计算流体力学专业，在书中“陈
博士”的影响下变成了真正的陈博士。但是，生活毕竟

与科幻小说不同。迷上一件东西，必然也要舍弃其他
的东西，而那些东西是整个社会所追逐、所羡慕的，是
用以评价你“成功”的标准，甚至是维持生活的必须。

曾有一位在航天系统工作的清华学长对我说，若
想在科研事业中做出成就，你要“不要命、不要爱情、不
要自由”，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要“衣带渐宽终
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工作也不是少年想象中的那
般挥斥方遒，而是一颗齿轮般的琐碎。

就以博士学业为例吧。有导师的压力，有同学的
压力，还有来自科研本身的压力。反复的失败、漫无止
境的试错、不讲情面的拒稿、外协课题中来自甲方的催
促，还有欲望鼓噪的社会与清冷书斋的残酷对比，都可
能成为打败一个研究生的拦路虎。每年高校研究生退
学的不在少数，我也有过多次情绪即将崩溃的时
刻——凌晨4点多从实验室的沙发上爬起来，看到计
算程序全部发散、数据毫无规律，而验收日期就在几天
之后。那种时刻，真的有种自己一无是处的绝望感。

每到这种时候，我会独自一个人来到紫操（清华紫
荆公寓的操场）中央，默默躺下观星。

感谢科幻，让我能用一种不太一样的视角审视自
己：这个视角下，我就像一只小蚂蚁，爬在这艘名叫地
球的宇宙飞船的船舷上。而这艘地球飞船本身，也是
群星中的沧海一粟。于是乎，梦想、选择、幻灭，意义、
牺牲、责任，个体与集体、世俗与超脱、绝望与希望……
那些科幻小说探讨的主题便和我的现实混杂在一起，
不断冲撞，在心中像雷雨云一般翻腾。在某个瞬间，会

有一道闪电落下，横跨天空与大地，将这场
暴雨用电光定格、曝光。

因此，我想用一种特别的形式将这个
瞬间写下来。

从因为对理想有了怀疑而写下的《海
市蜃楼》，到重燃理想并找回信心的《闪
耀》，幼稚也好，矫情也罢，这些小说都算是
定格住了自己在这十年中的某个瞬间。感
动的瞬间、迷茫的瞬间、一拍大腿灵机一动
的瞬间、遭遇挫折怀疑自我的瞬间，归根到
底，都是梦想国度和现实世界冲撞的瞬间。

科幻迷大概就是同时活在这样的两个
平行世界中的，一个是完美如钻石的理想
世界，一个是琐碎而蒙尘的现实世界。在
现实世界中受挫时，便逃进理想世界中躲
避，和这个宏大宇宙中的造物史诗相比，全
人类都是沧海一粟。相比起来，我的学业
的困难又算什么？验收失败又算什么？哪
怕整个太阳系在明天早上都被伽马射线暴
毁灭，在宇宙视角下，也只是一个小小的肥

皂泡“啪”的一下破裂罢了。
在这种视角下，从屏幕上闪烁的代码到宇宙深渊

中燃烧的星球，从深夜在操场上卿卿我我的情侣到木
卫二的深海中咆哮着的电磁生命，一切都无意义，一切
都有意义，一切都寻常如野草，一切都绝美如繁星。只
要在两个平行世界间穿梭，转换视角，一切要在乎的都
可以不在乎，一切的绝望都可以变为希望，一切的梦想
都可以化为现实。

抱着这种奇怪的心境，我终于按时取得了博士学
位证，走进社会、参加工作。

有同事知道我在写科幻。他问我，科幻作家是不
是能看得比别人更远、是不是能预测未来科技的发
展？其实，科幻本身并不具备预言的功能。90%以上
的科幻作品在描写未来时，作者都不是认真的。即便
是认真的，他的预言也大概率是错的。但科幻会塑造
人。而被科幻影响的人，会做出和以前不一样的选
择，面对疫情、面对战争、面对地震海啸火山陨石等天
灾人祸的时候，这种选择会发生作用。对于普通人也
许是保命，对于国家命脉关键行业的从业者和决策者，
这种选择或许能重塑未来。

于此上溯十年，科幻一路陪我至今，塑造了我的思
维，改变了我个人的生活轨迹。于此展望下个十年，科
幻将会更深地浸入现实，而现实也将变得更为科幻。
对于这个激变的时代，科幻会成为这样一个引路人。
她将拉上我们的手，带着我们走上悬空的铁轨，走向我
们所期许的璀璨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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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每一个年份都很珍贵，每一个岁月都
有创新。十年间，我从60多岁迈入了70多岁，人生犹
如从初秋进入了晩秋。

不紧不慢的秋风，枯萎了春夏的青葱，由初始的一
片落叶，到大片大片黄叶呼呼坠落，任凭谁也不能阻
止。所以古时楚国才子宋玉惊呼：“悲哉，秋之为气
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其实人也是这样。过了70岁，精力、体力乃至才
思，日渐老化衰退，心有余而力不足，创造能力因衰弱
而缓慢。别人看你仿佛激情不减当年，这只是表象，自
己的心结病痛只有自己知道。作家是个体劳动者，每
一个字、每一篇文章都得靠自己一笔一画完成，既不能
重复自己，更不能重复别人。

这是人生的一个坎儿，也是作家创作的瓶颈期。
不少作家写着写着，到了这个年岁，因病痛，因厌倦，因
琐事，或因创作难以突破过往的自己，就会停滞而搁
笔，如同钟表因动力不足而停摆。对于我而言，这同样
是个很大的坎儿，瓶颈期确实很长。这就需要我鼓起
勇气大步跨过去，在寂寞与煎熬中，度过这段漫长而短
暂、艰难而珍贵的时光。因而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停
滞，更不能搁笔，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继续展现时代
新人的风采，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学的根脉。我是作家，
也是职业军人。我知道，战场上最考验人的一句话是：
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我从十八九岁就开始写文章，后来在老首长、作家
魏巍的引领下从事文学创作。数十年来，除了完成一
个军人应该完成的本职工作，还执着地坚持业余创作，
写作、发表了近400万字的文学作品，获得了许多奖项
和鼓励。文学是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篇文章、
每一部书，都是我心的表达、情的流露。虽然小时候挨
过饿，吃过苦，但我一直沐浴着灿烂阳光，心里透彻明
亮。尤其是到了晚年，进入新时代，看到身边的亲朋好
友都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踔厉奋发，我再次受到
了激励，不甘心安于悠闲地打发最后的时光，决心像只

老鹰一样，脱去束缚自身的老羽朽毛，轻装上阵，重获
新生，展翅振飞在高远的蓝天白云间……2012年春，
我的长篇小说《太阳半张脸》出版。这是描写上世纪末
和本世纪初，一拨年轻人艰苦创业的坎坷经历，以及世
纪之交社会嬗变时期，人们的复杂心态与期冀。出版
社以好读小说推荐给读者。这是我书写现实题材的一
次尝试和飞跃。2012年底，中篇小说集《烟雨南运河》
出版，通过8个中篇，展现了广阔而丰富的社会场景，
描写了众多人物真实的生活态度和激越的亲情、爱情，
力求节奏明快，可读性强。这一年沉甸甸的创作收获，
让我感到充实和愉悦，坚定了我继续更好创作的信心
和意向。

我曾于1995年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抗日名将张
自忠》，当时反响十分热烈。张将军是一位有血性有担
当的儒将，曾被人多有误会。但他在台儿庄战役、武汉
保卫战和鄂西北等多次战役中，战功卓著，在军中威
信颇高。1940年在枣宜会战中，以少击多，身先士
卒，于前线不幸阵亡。他那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震
撼了敌人。这部著作，也引起了海峡对岸读者的重
视。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出版
社打算再版这部著作。连战先生闻知此事后，特意
题写了“捍疆卫土”四个大字。于是，在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的日子里，《捍疆卫土张自忠》以全新面貌与读
者见面。在研讨会上，作家、评论家提出了“张秋铧现
象”，说一部作品出版20年后，能得以再版，且反响仍
然热烈，实属鲜见。

那年到南方休假，有幸跨过海峡。看到海峡两岸
渔民的生活，收集到了东海渔民关于钓鱼岛的众多
传说故事。我觉得这是个尚无人涉足的大题材，可
有三种体裁选择创作：民间传说、长篇小说、长诗。
于是我反复权衡自己写作的利弊长短，最后决定试
着写一部长诗。我反复查找资料，调动自己与海的
相关生活经验，且再次考察古海港、古渔村和泉州的
博物馆。经历四年半的苦苦挣扎，终于完成了一部
5000行的长诗。诗中有故事，有人物，有爱情，有神
话，更有两岸渔民共同的关爱与守护。出版社在送
稿过程中，诗坛泰斗贺敬之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
2019年春天出版后，《文艺报》、作家出版社和天津市
作协联合召开研讨会，该书在会上获得了各位专家
的高度肯定。诗人吉狄马加说，以这么大的规模书
写钓鱼岛及东海渔民生活，十分难得一见，也丰润了
我国的海洋文学。

2020年春节，是个不堪回首的节日。新冠病毒

像个凶残的强盗，不宣而战地闯进了人们的生活。
当痛苦的焦虑和无奈的期待过后，我静下心来思
索：一个风烛老人其实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唯一可做
的是保住自己不感染，不给社会添乱；再就是依然拿
起笔，用自己熟悉的方式，为奋战在一线的人们鼓劲
加油。于是我写了若干首诗和文章，在各报刊先后
发表。

随着疫情渐渐缓和，我着手整理了一部短篇小说
集，汇集了这些年来发表的数十篇小说。我重新梳理、
筛选，以24篇20万字的规模，出版了“张秋铧短篇小
说选”《东湖洼之晨》。书中描写了性格各异的人物，展
现了南北地域风情，故事情节平实，表现手法灵动丰
富。虽然多为旧作，还是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好评，多家
媒体报道了作品出版的消息。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
里，当我佩戴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那一刻，我
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一气儿写下了多篇文章和诗
歌，还在多个场合宣讲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和
卓越贡献。这一年，在绿的沉静与火的燃烧中，迎来了
2022年的春天。我虽然感到身体健康状态在下滑的
轨道上有所加速，正如一部行驶经年的老旧汽车，下行
的速度总比上行的速度快许多。这是自然规律，非人
力所能逆转。但我还是给自己制定了创作计划：整理
出一部人物散文集。数十年来，我采访了近百位不同
身份、不同类型的人物。有红军女战士，有老将军，有
抗战老兵，也有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更有
新时代的追梦人。这些人物或深或浅的零散脚印，从
上世纪2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正好串连起中国百
年史。他们以赤子之心、洪荒之力，在各自的岗位，无
愧无悔地成就了一生的事业。他们是时代的楷模，是
历史的创造者。

十年光阴催我进入了晚秋，但我仍然在文学的沃
野上不懈地耕耘。因为我相信，有一分耕耘就有一
分收获。不是吗？我如此一边耕耘，一边收获，何其
快乐哉！色彩斑斓的秋色，其实比春天夏天更美丽，
更丰盈饱满。唐朝诗人刘禹锡，在人生不如意时，面
对萧瑟秋景，气势昂扬地引吭高歌：“自古逢秋悲寂
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
碧霄。”

是的，一个人只要诗情不老，初心不改，梦想仍在，
即使到了晚秋，进入冬季，生命之光依然会熠熠生辉，
还有那些圆满、通透、自在与爱，也都将融汇在新时代
明朗的时空中。

晚秋耕耘十年间晚秋耕耘十年间
□□张秋铧张秋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