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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写下人世间更多他者的命运

写出人和人的关系

今年年初，由梁晓声作品《人世间》改编的同名

电视剧播出。不少网友沉浸在这部年代剧中，“好想

去郑娟家蹭饭”“我竟然磕到了雷佳音殷桃的CP”等

话题频频登上微博热搜。这部剧确实扛起了“开年

大剧”的旗帜。据发布数据显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单集最高收视率达1.73%，最高收视份额达7.4%。截

至2月11日，索福瑞CSM全国网平均收视率1.4%，

平均收视份额5.88%，《人世间》创下CCTV-1近三年

来电视剧平均收视率和收视份额新高。然而，热闹

在梁晓声的生活之外。外门大开，他拒绝了关门的

提议，“家里没什么可偷的”。

去年，梁晓声处在一种持续性的丧失中。从2021

年开始，小弟弟、小弟妹去世。同年9月，三弟妹去世。

除了写书以外，一旦有空出来的时间，梁晓声会不自觉

地想家中事。失去至亲以后，侄女的生活会是什么

样？三弟家会有什么困难，他要做哪些准备？梁晓声

惯于挑起一家之长的重担，就像过去很多年一样。

事实上，梁晓声在家行二，往下数还有两个弟

弟、一个妹妹。新出版的散文集《人间清醒》里，梁晓

声写到了童年经历。一家人住在阴暗的、地窖一样

的小屋，“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

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

上小学时，梁晓声的个人卫生不合格。他的双

手皴裂，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梁晓声每天要

洗菜、淘米、刷锅、刷碗，水缸在四处漏风的屋子里，

水都结了冰。上学前，即便用肥皂反复洗过，双手仍

洗不净。班主任不懂卫生需要条件，她只会像扒乱

草堆一样扒乱这个幼小男孩的头发，然后厉声道：

“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

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再来上学！”

梁晓声没有别的办法。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哥

哥早起上学，于是梁晓声要给更小的孩子做饭吃，收

拾完屋子，担完水，才能上学。有时，六岁、四岁、二

岁的弟弟妹妹哀求着哥哥留下来。于心不忍，梁晓

声只能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梁晓声的童年

生活打上了贫穷的烙印，他吞下了贫穷带来的苦

难。多年以后，他在《我的小学》里写下：“我认为，对

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穷来对待学

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

最初，他并不是有意识地写贫穷，“因为我们大多

数人就是那样成长起来的，写到童年和少年，必然写

到贫穷。”在北方的大杂院，相处得好的邻里，温馨得

像一家人。更现实的原因是，每一户人家都无法独立

生活——随时要借东西，小到借一把剪刀，家里来客

人要多借条板凳。这种“借”本身就在维持关系。大

人都有不在家的时候，孩子轮流照顾。家里人吵起

来，邻居会来劝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倘若无人

劝架，大概率是这户人家处理邻里关系太失败。

实际上，梁晓声想写的是人和人的关系——在

普遍贫穷的生活里，写同学关系、邻居关系、师生关

系。到2000年以后，梁晓声开始意识到，将自己经历

过的贫穷年代呈现出来，有了某种意义。这让后来

的年轻人了解国家的发展历程，了解父辈、祖父辈的

人生道路。

“但总体而言，越到后面，我越不认为自己经历

的贫穷有什么值得说的。这一代人大多数是这样成

长的。我写了城市的贫穷，农村的贫穷更咄咄逼

人”。接着，梁晓声说：“个人的成长不一定非要由

‘贫穷’这位导师来教。80后吃的苦少一些，90后、00

后大多数不知道贫穷是什么，以后的孩子远离贫穷，

这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人乐见的。”关于童年的苦难，

他不愿意再叙述：“当然还有细节可以讲，但我觉得

就别讲了。”贫穷和很多困顿一样，都是人生的一段

经历。

平时，梁晓声看电视，一边吃饭一边看。原来是

中午、晚上看，现在吃早饭也会看一阵。他是音乐节

目“越战越勇”的老观众，这套节目在央视播出，杨帆

是主持人。最初，看节目是为了听歌，他对讲述环节

有抵触，“我要听歌，但你们讲那么半天”。后来，梁晓

声发现了讲述的魅力：“通过年轻人的讲述，你会发现

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人生的蹉跎、坎坷、艰难，完全不亚

于我们那一代人，而且他们依然很向上，有追求。”

像“老木匠”一样写作

梁晓声有过一次“换笔”机会。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市面上刚有家用电脑，几位作家朋友都买了，王

蒙在这时学会了用电脑。朋友们都劝梁晓声，快用

电脑哇。于是，中年梁晓声攒了一笔钱，确凿地买了

一台电脑回家。

电脑放在家，他总想学，却一直没进展。到了

2000 年，电脑更新了几代，家里的电脑无法正常运

转，配件都很难买到，于是电脑被处理掉。年纪越来

越大，眼睛也花了，即便戴着眼镜也会把字写得很

大，眼看格子纸用不了了，梁晓声就在白纸上写。

写之前，梁晓声要戴上海绵颈圈，要是腰疼起

来，还要用上护腰带。长年的伏案书写，让他必须保

持从腰到颈椎的挺直姿势。几次，他“全副武装”开

门，着实把客人吓了一跳。这身行头不像在家，倒像

是工厂技工临时上车床。为了写作，他还搭了一个

简易的“画架”，两块镇尺上架了一部《西方思想文

库》——因为够厚，再垫一部硬壳的大开本。如果要

调高一些，就把其中一块镇尺立起来。

到了这个年纪，梁晓声不再介怀不能用电脑写

书这件事。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安排刚刚好。写得

快或慢，不再是一件头等事，他也不打算每天在桌前

从早坐到晚。速度、时长，这些因素不再影响他。“只

不过像一个老木匠打扫木工车间收尾的那点活似

的，就不必非得把木匠工具磨得多么快。因为剩下

的一点活，做完之后关门上锁，就和这个行业说再见

了。”梁晓声说。

“成为小说家之后，有了一种和文学之间的契

约，要通过写创作小说这件事，写出更多他者的命

运。”梁晓声讲到自己的创作：“我的主要创作，实际

上是把我所知道的人世间的这一部分他者的命运，

告诉另一部分人——就是我的读者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晓声成为“知青文学”的代

名词。他经历过“知青岁月”，1968~1975年，青年梁晓

声踏上了北大荒的广袤土地，进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第一师。后来，他写下了《雪城》《年轮》《知青》《返

城年代》《今夜有暴风雪》等一系列“知青小说”。

梁晓声很少把自己揉进作品，唯一坚持的一件

事是把自己对于做人的理念写进去。在他的作品

里，主人公大多是青年，比如《知青》里的赵天亮，长

篇小说《我和我的命》的主角是80后，即将在作家出

版社出的新作《执否》（暂定名）写的也是80后。这些

主角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正直、正派、无畏，主动

承担责任，自觉出面解决群体里的摩擦。

“如果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单位里，单位里的人都

特别自我，除了自己谁也不关心，生存法则是‘别碰

我的奶酪’，或者别人明明没碰，他也以为碰了。人

人都是这样，居然没有一两个人不是这样，我只能说

这样的环境太可怕了，也值得同情。”梁晓声的成长

环境，决定了他无法成为一个自我的人：儿时照顾弟

弟妹妹，青年下乡当知青班长，后来当小学教师。

“不是你愿意或是不愿意，它变成你的一种责

任。”粮食歉收，连里发下来的馒头吃不饱，一个班10

名战士，发了12个馒头，剩下2个馒头怎么分，怎么

分公平？知青之间闹矛盾，要做出裁决，道理在哪

边？这时，班长梁晓声要做出抉择。

生活中，梁晓声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类似境遇，

不得不扮演“承担者”的角色。“如果能扮演这样的角

色，我觉得挺好。我喜欢青年形象，我笔下写到的青

年人物，他们几乎都有我希望自己身上所具备的那种

品质。”梁晓声写小说时，首先拷问自己。“当你笔下的

人物做出了一个正确同时值得尊敬的决定，你首先要

问问自己，你信这个吗？你信吗？如果是你，你愿意

这样吗？你如果觉得这都胡扯，你根本写不出来。”

在科技浪潮中，人类如何自处？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儿童文学作家王洁的新作《蒸汽夜莺》。

作者在书中虚构了一座属于科技与秩序的大都会“昱城”，然而一头具有超强破坏力的巨型飞行怪

兽，让整座城市陷入恐慌。男孩雪猴对高科技电子设备一窍不通，却对制作机械装置很有天赋，尤

其对已经淘汰的蒸汽机有着狂热的兴趣。他根据爷爷笔记里的设计图纸做出了各种蒸汽装备，并

由此发现神秘飞行怪兽的真实身份……随着调查深人，一个古老的秘密科学社团“月光社”浮出水

面，一场席卷城市的狩猎与战斗拉开了序幕。

王洁介绍，该书改编自他在《十月·少年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同名短篇。关于这个故事的构思，

持续了10年之久。读大学时，王洁开始在《少年幻想王》杂志连载小发明家雪猴的系列短篇。雪猴

利用自己研发的机械装备成为超级英雄，在都市里打击犯罪。《蒸汽夜莺》还是一个探讨科技与人

类之间关系的故事。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明蒸汽机后，人类相信轰隆作响的机械伟力能够征服自然

界的一切艰险。这也是“蒸汽朋克”的精神底色——昂扬的进取精神，对科技的力量抱有绝对自

信，相信科技的发展能给世界带来秩序与文明。

“科技的迅猛发展在带来无数神奇造物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间驯服人类。”在科技改变社会

的浪潮中，王洁希望告诉读者，人类仍需铭记——我们之所以有别于机器，正是因为我们有对抗邪

恶的勇气、不断探索的好奇，以及悲天悯人的同情心。 （童 尚）

《蒸汽夜莺》王洁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版/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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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更好？是平凡的幸福更

好，还是崇高的痛苦更好？”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

记》中提出的一个问题。

幸福，谁都向往。痛苦，不可避免。

《山顶上的金字塔》中的男主人公文

恒一始终在渴望幸福，年轻时的他鼓起

勇气追求美丽、挚爱的初恋维佳怡，可他

面临的障碍不只是两人出身之间的差

距，明明知道只要跨出最后一步就可能

与心上人携手同行，他却无法突破那层

障碍。障碍不是来自世俗偏见，而是来

自他的内心。那是一层心障，薄如蝉翼，

一捅即破，却又坚不可摧，如高山绝壁般

难以逾越。这就产生了卡夫卡式的荒

诞，甚至与之相比更加荒诞：卡夫卡笔下

的“城堡”是外部世界拒绝你进入，而文

恒一则是明明可以轻易突破内部世界的

那层障碍，却始终不敢

跨出那小小的一步。

那是一种心灵悲剧。

可以说，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心灵悲剧。不

同的是，文恒一是个写

作者，可以在漫长的时

间里将悲剧和痛苦消化

掉之后，再升华为文艺

作品。于是，产生了这

样一种轮回：曾经也许

是触手可及的幸福，变

成了令人备受折磨的痛

苦，最后又凝结成文艺

结晶，生成另一种带有

缺憾的幸福。

文学艺术是一个以

痛苦为养料的怪物，对其而言，崇高的痛苦胜过平凡的

幸福。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他，那么，我也可以

说文恒一就是我。当然，文恒一离我比包法利夫人离

福楼拜更近。“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尽管郁达

夫此言不无绝对之嫌，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无道理，

正如一句话所说：文如其人。尽管小说中的很多情节

都是虚构的，可谁说只有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才是真

实的，才属于自传，而徘徊于心间的虚构幻想的东西就

不是真实的，就不属于自传？故事可以虚构，其中蕴含

的爱痛、思考、诚挚与深情却是无法虚构的，那是灵魂

的气息。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认为荒诞如《变形记》也

是卡夫卡的心灵自传，孤独如《边城》也是沈从文的精

神自传，正像深渊如《地下室手记》堪称陀翁的心理自

传，深情深沉如《红楼梦》是曹雪芹的灵魂自传，救赎如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人性理想自传——当然，皆是就

某种程度而言，不宜用绝对化去理解。

这部小说最初写于15年前，当时写了7万字觉得

不满意就放弃了。后来的十几年里，又反复构思、酝

酿，这两年将初稿删掉5万字，并在此基础上重写。相

当于把一座烂尾楼推倒，重新设计，重新筑造，并反复

修改打磨，尤其是在结构、语言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在这十几年的搁置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又读了数

百部世界文学经典，看了数百部经典电影，而艺术是相

通的，可以互相借鉴。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

丰富，对爱情、人生、社会等各方面的认识自然也非当

初可比。因此，搁置的这十几年时间，看似虚度，其实

不尽然，漫长的时间与酝酿赋予了小说新的内容，新的

意义，新的叙事结构，新的情感深度，最终使这部小说

跟初稿相比有了脱胎换骨之变：如同陆九渊的“我注六

经”与“六经注我”，如果说当初是“我注初恋”，站在初

恋里面写初恋，现在则是“初恋注我”，因为除了当年身

陷热恋时的一重视角，如今又生长出了另一重身份和

视角，即隔着十几年的时间与心路历程去回望初恋，并

用初恋来映照我自身。故而，小说的主题除了初恋、爱

情、纯真、心灵、心障，还有时间，从中可以一窥时间是

如何跟其他主题相互生发关系、相互影响的。

从表面看，小说写的主要是纯真初恋，其实，无论

“纯真”还是“初恋”，都只是显微镜与手术刀下的解剖

对象，目的是为了将探针与刀尖伸向情感与人性的隐

秘幽暗处，探究一种难以用言语道尽的内心挣扎，呈现

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撕裂与艰难和解。

我愿意花10年时间写一部大家想看多遍的小说，而不

是用相同时间写10本别人只会看一遍的作品。我相信，面

对一坛封藏20年的烈酒，读者朋友们不会无动于衷。

关于本文开篇那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已在

问题中给出了答案，后来又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进一

步阐明了他的人生哲学：“去人世间的苦难中寻找幸福。”

人生一世，苦难不可避免，即使没有大环境造成的

普遍苦难，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也潜藏着大大小小的暗

礁与渊壑。我们不应感谢苦难，因为很多人会由于无

力承受而被碾为齑粉。但是，如果苦难无法绕开，那就

去承受，像阿特拉斯、孙悟空、西西弗斯那样扛起自己

的命运，扛起自己的五指山，将那永无止息滚下来的石

头重新推上去……

尽管，包括爱情在内，哪怕再美好的事物也多少蕴

含着痛与苦，但毕竟，美好也是生命中最顽强的底色之

一。只要沉浸下去，只要挺住，就能在痛苦与美好的交

织中寻到生命的真义与幸福。

周大新《安魂》改编电影即将上映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

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安魂》10周年

纪念版，由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将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全国上映。电影

《安魂》由中日联合摄制，实力派演

员巍子、陈瑾等领衔主演。这个关

于解脱与救赎的故事也将在文字

之外与更多观众发生连结。

2008 年，周大新痛失爱子；

2012 年，《安魂》由作家出版社首次出版，扉页上写

着：“献给我英年早逝的儿子周宁”，第二行紧接着：

“献给天下所有因疾病和意外灾难而失去儿女的父

母”。《安魂》出版后收到评论界和读者的敬意。文学

评论家胡平说：“我们尊敬的作家中，恐怕只有两位

曾点燃了自身，以生命为火炬，照亮了我们意识到的

生死两界，一位是史铁生，一位是周大新。”

这部作品很快获得了第三届《人民文学》长篇小

说双年奖，授奖词道出了一个父亲的勇气与悲悯

——“这是一部遍布哀伤的长篇小说。它格式独特，

以一对父子天上人间的对话贯穿始末，叙述则决绝

凄美、动人心魄。小说是当代人面对生与死的重要

启示录，这使它得以走出狭窄的个人视野，以无比的

豁达将特别的温暖灌注到读者心灵深处。此类题材

的长篇小说，在现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史中，《安魂》应

该还是第一部，具有卓尔不群的气质。”

这是一部以莫大的勇气直面死亡的人生大书，

亦是一支重燃人们心头希望之火的安魂圣曲。父亲

在对话中回视自己的人生，发出痛彻心肺的忏悔；儿

子在对话中细说自己对死亡的体验，告知天国的奇

异图景。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部纯粹的“个人

写作”，但同时，作家周大新又跳

出一己之痛，让无数失独群体的

内心隐痛被看见。

当然，这部形式独特、意蕴丰

盈的作品的意义也不局限于对失

独群体的观照，在更广阔的层面

上，引导大家去思考中国式的父子

关系、生与死的辩证，以及生存与

幸福的多种可能性。在几乎所有

人都不忍触及的死亡面前，周大新敞开内心，给读者

呈现出一个作家严肃又庄重的思考——“我当初写

《安魂》这本书的目的是安慰自己和孩子的灵魂，另外

我也想探究一下，我们究竟怎么面对死亡这个问题。

因为死亡大家都很忌讳，连车号都不想出现‘4’这种

谐音，所以我就想通过这本书，把人人最后都要面对

的一个问题，尽我可能地把对它的认识理解写出来。”

经由儿子出生、成长、患病、救治、离去的再现，

周大新重走了一遍来时路，正是这些残酷到不堪忍

受的细节，让写作者得以卸负与解脱，灵魂得以安

宁。评论家雷达读后发出感慨：“《安魂》是为痛失

爱子周宁而作，实际上，则是周大新在为儿子安魂

的同时在为自己安魂，也为天下那些失去孩子的父

母安魂，更重要的是，他也是在为这个时代安魂

……这是当下出版物中少有的，也是我长久期待的

‘灵魂写作’。”

理解了死，也便知晓了生。《安魂》讲述的正是中

国式的生老病死。朴素真切的故事背后，是人间悲

悯与大爱。尤其在近些年长期处于新冠疫情防控的

背景下，周大新的《安魂》有着更为温厚的疗愈意

义。 （童尚）

梁晓声工作的屋子像样板房。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正中是一套木桌椅，那是他工作的地方，

对面靠墙放了2张矮沙发。“没有再多东西的必要性，因为总有人要来，才有两个沙发。”梁晓声说。

他仍然保持着手写的习惯，只不过从钢笔换成了铅笔。铅笔是自己削的，用一把半只手掌宽的蓝色

美工刀，削好的一二十支插在笔筒里。73岁的梁晓声保持着写作习惯，身体好的话每天能写到2000字，

写在A4纸上是10页左右。“必须坐定，你要懒下去，139页就是139页，它不会变成149页，对吧？”说着话，

他看着眼前的稿纸。

坐在木桌前写作，抬头是一幅托尔斯泰的油画。看着托尔斯泰的油画写小说，是一种什么感觉？梁

晓声说：“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看到油画会经常想到他们（表哥）。”油画是梁晓声表哥画的，表哥已经去世

了，去世前托人把画送来。说完，梁晓声补充了一句：“当然，我也很尊敬托尔

斯泰。”

像过去很多日子一样，梁晓声坐在桌前。面对摄像机，他坐在笔直的椅

子上，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射入。采访间隙，梁晓声点了一支烟，白色的烟雾

从指尖绕行，他也陷入了某种回忆。等烟燃尽，他把烟头摁进烟灰缸，一个常

见的、颇大的玻璃烟灰缸。直通阳台的门窗已经打开，就像往常一样。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江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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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电影《《安魂安魂》》剧照剧照，，演员巍子饰演主人公唐大道演员巍子饰演主人公唐大道

《山顶上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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