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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文学作
品，享有一时盛誉或
者畅销至洛阳纸贵，
但不一定经得起时间
的检验。还有一种，
隔着久远岁月重读，
依然发现想完全解透
它的艺术能量。张炜
1986年发表的长篇
小说《古船》，就属于
后者。2019 年，在
人文社出版《古船》手
稿本发布会上，文学
评论家白烨透露，
“2010 年当代文学
会老同志聚会，《白鹿
原》《古船》《尘埃落
定》是大家公认的三
部长篇代表作。我跟
陈忠实关系比较好，
陈忠实亲自跟我说
过，《古船》给了他震
惊。”给过陈忠实“震
惊”的《古船》，至今还
留着很多待解的谜
语。

与作品一起长青
的还有张炜本人，虽
然岁月让年龄增长，
但常年在精神世界跋
涉，让张炜显得比实
际年龄年轻得多，正
如评论家李敬泽所
言，“张炜依然是那个
勇敢的、不怕失败的
少年。”

在当代中国作家
中，张炜的作品是创
作辨识度很强的独特
存在。其作品理想主
义、浪漫主义的色彩
非常鲜明，质地却是
朴素的。2002年出
版《你在高原》系列，
分为《家族》《橡树路》
《海客谈瀛洲》《鹿眼》
《忆阿雅》《我的田园》
《人的杂志》《曙光与
暮色》《荒原纪事》《无
边的游荡》10部，为
上世纪50年代出生
的一代知识分子立
传。这部作品也让张
炜获得了第八届茅盾
文学奖。

张炜。

壹
对诗意和真理的热爱

封面新闻：现在这个时代，文学要获
得读者，很不容易。因为大众拥有多元
化的信息获取方式、精神娱乐平台、文化
消费方式。那么在您看来，除了大众自
己要觉醒，作为文学创作者的作家，应该
如何努力？

张炜：这真是个严肃到极点的问题。
追随时尚，在流行和习惯中顺水漂流，不
知不觉就抵达了生命的站点，这样似乎高
高兴兴一场下来，也没什么不好。这种并
无脾气的和顺老好人是从来不缺的，可是
如果都做这样的老好人，我们的世界将一
塌糊涂。不，我们要更审慎地对待这个世
界，沉思和鉴别，动笔三思。在这个芜杂
的网络中，要有重金属的响声。它落下
来，被淹没；再落下来，再被淹没。可是一
直落下来，就有意义。好的文学之页中一
定有一颗非同一般的心灵，这个心灵由于
一直诗意盎然追求真理，最终会像出于污
泥的莲花一样。我们一起爱护它，培植
它，栽种它。我们也想成为它。用一支
笔，努力认真地刻下每一个字。真正的阅
读者是存在的。我们只为明晰冷观的眼
睛写下这一切，留下自己的劳动。

封面新闻：您的作品里充满对大自然
各种生命的热爱。最近疫情暴发，让很多人
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微生物的关系。

张炜：有的地方，有人看到一个动
物，哪怕根本就不认识它，哪怕它长得楚
楚动人可爱之极，有人首先想到的竟然
是怎样吃掉它、它的味道如何以及烹饪
的方法。可见这样的人并非是因为饥
饿，不仅是怪癖，而直接就是一种嗜杀的
恶性。这样的人不配享有安全的生活，
也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我们的最大问题
是，目前仍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这
种恶性附身没有警惕，尚且与之共处。
因此，一旦灾难性的报复加到身上，也就
不必抱怨。人类离幸福和谐的道路还很
漫长。这需要有一个指标，即看人类与
自然、与其他一切生灵如何相处。如果
人类将另一方的被杀戮被损害作为生存
的前提，也就不会获得安宁，报复将以各
种形式落到我们身上。人类在地球上的
各种屠宰场不能归零，苦难也就不会归
零。

封面新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您是怎样的状态？

张炜：人类获得的物质积累是很容易
失去的，原来一切是这样脆弱。在斗室
中，我们更多地面对人类的精神积累即书
籍，会有阵阵惊讶。我们不知道人类在漫
长的灾变历史上，会有这样坚韧不屈的守
望、这么天真烂漫的想象，以及这么多的
顽皮。他们记下了各种各样的情感、事
件、美和丑。一些荒诞不经的嬉戏，还有
糟糕的沉沦、荒淫无耻，令人觉得是绝望
的间隙。在这样的日子里，写作者会不自
觉地想象和揣测未来的劳动，其意义的变
化、道路的选择、内容的展现，更有勇气和
责任、生存方式这许多思忖。文字的记录
的确是不可取代的，即便发明了视频录像
这类方法，文字的力量还是以强大的特征
表现出来。文字伴随了更大的自由，让深
沉的灵魂隐匿其中。所以，让我们再选择
一次，还是会选择文字。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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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张炜 写作四十年，依然是少年

除了长篇小说，张炜还
有着丰富的儿童文学创作世
界。他回到故乡，回到森林、
大海和原野般非常开阔的生
活当中，写出《少年与海》《寻
找鱼王》等真挚明朗、精湛质
朴的篇章。2020年春天，在
海边林野中长大的张炜，回忆
故乡的山川海滩、绿色林莽，
丰饶原野、飞禽走兽，写出非
虚构《我的原野盛宴》。在这
部有深厚自然文学色彩的书
中，张炜逼真地描绘了蒲公
英、白头翁、长尾灰喜鹊、蓖麻
等360多种动植物，堪称一部
半岛海角动植物志。

2020 年的疫情，也让
人们更关注、反思人与自
然的关系，自然文学再次
成为焦点。在此情况下，
张炜有怎样的见解？

封面新闻：《古船》里
有您自己独特的语气和节
奏风格，有很强的个人辨
识度。您自己对这部作品
有着怎样的认知或者情
感？

张炜：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可能是写作的激越时
期，起码回忆起来好像如
此。那也是身心有力、向上
的时期，所以才有很多认真
深入的追究。对以往的事
情、仿佛事不关己的东西想
得很多，很激动。人处于青
春岁月容易无私，而无私的
精神才会感人。人上了年
纪就有身体或其他方面的
担心，还有长期以来经验得
失的总结，所以就会变得多
虑或自私一些。这当然是
比较而言。相反的情形也
不少见：有人老了，可是越老
越公而忘私，能更勇敢地说
出一些真话，为公众和社会
争利益。这样的老人真是
纯洁，是青春永在的人。

封面新闻：在《古船》
后记中，您写道，“自己这十
年来的写作尚为努力，几乎
是全力以赴的、自谦自信和
永不满足的。我不敢荒废
光阴，不曾停止学习，更没

有沾沾自喜；我一直把创作
当成心灵的至高要求，同时
又化为不间断的劳作。”这
么多年来我相信您还是一
直如此。这种努力给您带
来了怎样的馈赠？

张炜：一个人的努力工
作或说劳动，是一种乐趣相随
的辛苦。在较长较大的工作
任务和目标面前，眼睛望过去
会感到畏惧，但只要从头干起
来就好了，诸多困难也会迎刃
而解。所以劳动者总是对自
己的双手感到满意。他对长
期以来的劳动积累下的数量
并不敏感，而只对这个过程有
更多感受和享受。劳动者的
主要收获或馈赠，尽在于此。
如果写过了四十年或更长一
点，工作对他意味着什么，大
概总会明白一些了。

封面新闻：您的小说也
具有散文化特征。不是那
种很突出的戏剧化情节化
小说。这背后连着您怎样
的艺术美学追求？

张炜：我对最好的虚
构类文字还是十分着迷的，
不过这种作品在书店里很
少。为数不少的虑构都是
胡编乱造，不属于语言艺
术，看它们是白白浪费时
间。我会更多地去找那些
非虚构作品看，比如一些有
意思的历史人物的一生，具
有强大的吸引力。所谓的
非虚构也是相对的，这些书
也不可能没有作者的私货
夹带其中。不过总的来说，
还是比开门见山就说自己
是虚构的那些文字要可靠
一些。没有比编造糟烂故
事给人看再无聊的事情
了。杰出的虚构故事一定
是隐下了最大的真实，这都
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
另外，这一类绝妙的语言艺
术也不是其他体裁所能取
代的。可惜这样的杰作很
难见到，轻浮草率的编造太
多。如果写出那样廉价的
虚构文字，写作者将羞愧。
我严格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在文学创作之外，张炜也在
古典文学的读解上深耕细作。
他以二十余年之功，阅读并阐发
经典，著成《张炜读解古典文学
专著系列（四卷本）》。该系列包
括《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
遗产》《〈楚辞〉笔记》（增订本）和
《读〈诗经〉》四本，第五本《读解
苏东坡》正在筹备当中。

封面新闻：您对李白“天
才”的解释，非常独特。现在诠
释传统人物者众，如何不落俗
套，挖掘出新意来，您有怎样的
心得？

张炜：古代的诗人和学者，
他们有自己需要面对的现实，有
自己的心情。读他们是一个感
动和感慨的过程，只要读进去，就
会这样。我读到后来人，特别是
现代人写下关于他们的文字，心
里常有遗憾泛起。后来人常常
过多地从我们现在的生活出发
去要求他们、理解他们，有时到了
蛮不讲理的地步。还想让他们
努力地、公开地去反对皇帝和孔
子等，这也是不替古人考虑，只为
自己时下生存考虑，透出自私或
天真无知。那时的人尽管离开
了我们几千年或几百年，作为人
的心理及人性的特征，与今天的
人并无大的不同，他们面对不平，
苦难，利益，权利，胁迫，疾病，饥
饿种种情况，做出的反应大致和
现在的人一样。如果有不一样
的地方，那就要格外重视了，因为
这一定是有重要的原因在里面，
弄清这些原因才是极有意义
的。比如一个古人突然极其勇
敢，能够直接痛斥权贵；比如一个
人快被处死了还能作出文采丰
沛的诗文；比如一口气喝掉无数
美酒后还能呼号欢歌者。这种
种情形都异于常人，所以就需要
从头、从深处找出缘由。这些寻
找的过程，是认识生活与人、更是
认识时代的大路径。

封面新闻：人在这世界上总
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不易。您
是如何处理或者面对的？

张炜：是的，人生多艰，会不
断地被绝望缠住，被不幸和哀伤
攫住，但生活总要继续下去，写
作也就继续下去。对自己工作
持守的标准和原则，哪怕是最基
本的，也有可能是很难的。怎样
对待文学这种好像“可有可无”
的事业，这是一个问题。“活着还
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
亚笔下的王子提出了这样惊心
的命题，其实也关涉到文学。我
是这样看待文学的，所以尽可能
不去浪费光阴，努力坚持诚实和
干净的工作。这样度过时间，是
对生存的安慰。现在我写出的
文字，和第一部长篇的质地一
样，一直在那样的状态中。

贰
尽可能不去浪费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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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审慎对待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