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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本名王志刚!重

庆市作协荣誉副主席 !中

国作家协会" 中国电视艺

术家协会" 中国电影家协

会会员! 重庆市文史馆馆

员!重庆医科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 在人民文学出

版社"作家出版社"重庆出

版社等出版长篇小说 $填

四川%$开埠%$碑%$水龙%

$飞越太平洋%$血缘%$车

神%$长河魂%# $填四川%

$开埠%被$长篇小说选刊%

全文转载# 在$中国作家%

$新华文摘 %$光明日报 %

$小说界%$红岩%$四川文

学%$滇池%等发表&转载电

影剧本$船神%及$源%等中

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

多篇#出版影视小说集$真

情岁月%# 创作拍播$嘉陵

江边的小屋% 等电视剧
!

部# 合作
"#

稿
$

发表电影

剧本$战争的闪电 %!拍摄

为电影 $年轻的朋友%!剧

本获四川省文学一等奖 #

$飞越太平洋%$翠绿色的

梦% 获重庆市文学奖!$血

缘%$填四川%$开埠% 获重

庆市五个一工程奖 ! $水

龙%$长河魂%'合作( 获重

庆市文艺奖# $长河魂%被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买

断影视版权# $填四川%被

北京如意吉祥影视公司改

编拍摄为
%&

集同名电视

连续剧#

!"#$%&!%&'

责编
'

张滢莹 技编
'

黄正祥

()*+,-./0012345678*679

!

"

专
题悦 读!

: ; < = > ? @

!

碑 作 证
黄济人

王雨在长篇小说!碑"的扉页上#引用了
!说文"里的一句话$%碑#竖石也& '就重庆的
解放碑而言#它的雏形却不是石材#而是砖
头# 垒起来的砖头被日军轰炸机炸平以后#

重庆人便用木板钉成碑的形状#为了干扰日
军的轰炸#还把它涂成黑颜色&当然#很快又
被炸平了&那么再建#再被炸#再建#再被炸#

就这样周而复始#八年抗战中#重庆人或用
砖头#或用木板#甚至还用过一根竹竿#支撑
着我们这个民族不倒的形象& 碑#藏在重庆
人的心里#他们把碑称之为精神堡垒#只有
当!碑"的主人公宁孝原一声惊呼$%这碑是
炸出来的( '那段深埋已久的历史#方才慢慢
拉开帷幕&

说来奇怪# 对于抗战的历史研究抑或文
学创作#我们见得多的#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武
装#偶尔见到所谓国统区生活的#也是一笔带
过& 应该讲#自新时期以来#文学题材方面#作
家们已经有过许多重大的突破# 最为明显的
例子# 便是正面战场的正面描述& 我所奇怪
的#是包括我在内的重庆作家#我们的父辈在
当年的抗战%陪都'生活了整整八年#可是他

们的身影#他们的脚步#在我们的作品里却很
少看到完整的记录& 所以#我想过#倘若无法
找到一个独特的视角# 再熟悉的场景也是灯
下黑#再流畅的思路也是死胡同&

走出死胡同的是王雨& 至于灯下黑#王
雨早在他前面两部长篇小说!填四川"和!开
埠"里便云开雾散#化为乌有了& 连同这部
!碑"#三部长篇讲的都是重庆人的故事& !填
四川"讲的是从何而来#!开埠"讲的是从何
而去#!碑"里讲的则是来去之间发生在抗战
到解放那个历史节点上的人与事&

主人公宁孝原是一个普通的军人#可是
他有着不凡的人生旅途& 前程像山上的雾#

爱情像山下的水#经历更像山间的路& 他身
边有很多人#军界)商界)袍哥大爷)红颜知
己#五花八门#三教九流& 诸多人物#各自又
有着不同的遭遇)信念)追求与固守#他与他
们的关联#像蜘蛛网#编织出颓废与荒芜#又
像万花筒#呈现着光鲜与幻觉& 倒是夜深人
静的时候# 来自防空洞外日军炸弹的巨响#

让他如梦方醒#心静如水&

王雨笔下# 尘封的画卷就这样徐徐展

开#来自街头巷尾的记忆#在断墙与残垣间
穿行&是的#按照最写真的方法#他在写那个
历史节点上的风景# 那个历史节点上的故
事#当然#重要的是#他在写那个历史节点上
的人&王雨按照最客观的方法#写人#不写成
败#只写心路历程*写人#不写躯壳#只写灵
魂归宿&这样#碑可作证#往昔那些用血泪谱
就的旋律就会绕梁三日#直抵肺腑& 在无法
复制的悲壮里#我们看到的是民族之魂&

王雨的作品好读# 这是重庆文坛公认
的& 他有着极强的虚构故事的能力#细节的
捕捉得心应手#敏锐且机智#尤其在谋篇布
局上#讲究情节节奏#章节相对独立#颇受影
视界青睐&不过#作为王雨的文友#我更为期
待的#是他的作品耐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看好他的近作!碑"#因为在这部作品的字
里行间#我看到了他的实力#他的潜力#以及
由此收获到的重庆文坛长篇小说创作的崭
新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王雨!填四川"里的主人
公宁徙#是他!开埠"的主人公宁承忠的高祖
母#而宁承忠又是他!碑"的主人公宁孝原的
曾祖父&就是说#王雨通过人物关系的设计#

把他九年间完成的这三部长篇连在一起#从
而构成一部关于重庆移民故事的史诗&

虽说如此#!碑"的独立与独特是毋庸置疑
的& 至少在我看来#!碑"是王雨自己的碑#这是
他在长篇小说创作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有血有肉形神兼具的宁孝原
许大立

王雨的长篇小说%重庆移民三部曲'最
后一部!碑"#早已读完#却迟迟没有动笔写
点什么# 我一直在思考这部小说到底要传
递给我们一些怎样的信息&

王雨少年从军#经历了多年奋斗终于成
为医学界的高级专家#他给我的印象是不苟
言笑缺少乐趣#严肃有余放松不足& 可是后
来接触多了#才发现他的精神世界在他的文
学创作里& 他那富有成果的超声医学研究#

亦挡不住他对文学的追求#这也恰恰给他的
生活创造出了另一番多彩的天地&

!填四川"讲的是宁氏先祖宁徙奋斗人
生的故事#描绘了三百多年前填川移民多舛
的命运和开拓的艰辛&!开埠"说的是一百多
年前重庆市场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强行打开
前后# 宁氏后代宁承忠所经历的屈辱和挣
扎#反映了农耕经济向半殖民地经济演化中
的斗争与矛盾)精神的混沌和蜕变&

从!填四川"开始#王雨前期小说奉行
的现实主义路子逐渐发生变化# 他一度采
用了章回小说的写法#有了传奇色彩#穿插
了大量超越时空的人物和情节# 想象力非
凡#并为读者接受& !填四川"也好#!开埠"

也罢#时空毕竟离我们太远#作者创作的想
象空间也就足够大&可是到了!碑"的时代#

有记载的文献资料汗牛充栋# 有影响的文
字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王雨这部小说就得
倍加谨慎了#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冲撞历史&

王雨很聪明# 他有意绕开了历史的沟
壑#并未去正面描写这座碑的产生过程#而
是通过生活在这座碑周边的几个鲜活人
物#演绎他们的悲欢离合#展示中华民族在
历史危亡时刻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作为%重庆移民三部曲'开山鼻祖宁徙
的第

(

代传人宁孝原# 王雨给他了一个军
人的身份#这就为他的小说宏大场景埋下了

伏笔&王雨把握住了宁孝原的人物造型和情
感世界&他悖逆父亲宁道兴要他继承祖业经
商的训示#悄悄当兵去了前线&他重情谊#重
孩童之缘# 一厢情愿尽力挽救地下党员)女
袍哥涂姐的汉奸丈夫窦世达*也曾将捕获的
拒不投降的毛庚朋友)新四军黎江团长私下
里释放* 直至后来看清世界潮流弃暗投明#

成为共产党新社会的追随者)建设者& 他桀
骜不驯#却又爱憎分明#他自视清高#却能审
时度势& 这样一位从基层做起的国民党军
官#最终选择了光明之路& 也许他后来还有
坎坷和波折#但在这一本书里#他已很好地
完成了人物使命&他立体地出现在读者的视
线里#并不完美#却真实得令人信服&

最后还得说到碑& 碑不是中国人的专
利#碑是人类共有的图腾& 人类文明莫不
把碑作为铭志传承的首选 & 走遍五湖四
海#各式碑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从精神堡
垒到抗战胜利纪功碑再到人民解放纪念
碑 #展现的都是一种精神 #中华民族不屈
不挠的斗志与颠扑不灭的精神& 不管你起
高楼#不管你楼塌了#它都永远在#因为精
神不灭( 碑的精神立地冲天#凌驾于所有
高贵奢华的物质之上&

积淀深厚的故乡情结
敖 忠

王雨是我跟踪阅读的作家之一& 两年多
前#我对他的%重庆移民三部曲'之二!开埠"

的评论中赞赏过他%扎根本土#抒写乡愁'的情
怀&他自己也多次说过#对重庆这座城市)这片
热土是怀着挚爱深情的& 这种故乡情结#在其
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碑"中表现得更加浓郁&

王雨拥有广博的知识领域&更多的读者
或许只知道他是一位小说家#其实他写小说
纯属业余#本职工作乃是医学教授)博导#是
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在我看来#!碑"的
创作就是一个小说作家兼文史馆员对读者
的出色奉献&

!碑"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纪实与虚构
的有机融合&作品以演绎主人公宁孝原自抗
日战争中期至重庆解放大约

#)

年间的人生
经历为中心# 串联起这一时段重庆政界)军
界)商界)金融界)文化界等方面诸多大小事
件#人物活动场域遍及大什字)都邮街)十八
梯)洪崖洞等重庆市区的大街小巷#老重庆

人熟悉的许多掌故# 也被描写得有声有色&

这些都是合理出现的#无不体现出作品虚实
相生的特色&

评论家胡平先生在文章!长篇小说的新
格局新面貌"中说$%长篇小说已不再是虚构
的一统天下#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越来越多溶
入小说#在幻象的架构中承担着更重要的作
用& 这不仅由于读者对历史真实生发亲近
感#也由于历史真实亟须打捞与抢救& '我认
为王雨新作之!碑"就是如此的一部作品&

小说叙述故事# 总是靠人物支撑的#写
小说就是写人物&作为宁氏家族传人#即!开
埠"主人公宁承忠的第四代孙#宁孝原突出
的思想性格正是宁承忠爱国情怀的承袭与
光大& !碑"以宁孝原从抗战前线负伤归来开
篇#昭示其保家卫国)勇敢无畏的英雄本色&

这个宁孝原 %从小就喜欢武器'#%对陆海空
武器无一不知无一不晓'& 全民抗战时期考
进重庆大学# 更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

重大毕业后随即参军入伍#先是川军#之后
进入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 晋升为师参谋
长& 作为一名赴前线抗日的战将#他与日军
肉搏#%日本鬼子的刺刀在他身上留下

&&

道
伤口'&这都是其爱国热情与%总感到打仗痛
快'的豪爽性格使然&不过#上述种种还仅是
宁孝原形象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恰如宁
孝原自己所说# 他曾是 %浪荡公子哥儿一
个'&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作家的审美创
造毕竟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生活&这不仅是
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真正卓有建
树的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亦
复如此& 从这些意义上讲#宁孝原的英雄形
象是无可否认的&除了宁孝原#还有倪红)赵
雯)涂姐)黎江以及袁哲弘)窦世达等许多虚
构人物#对于他们的描写#也大都超越过去
许多文学作品对所谓正) 反面人物类型化)

脸谱化的简单处理&

一部讲述抗战至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
故事的小说#以!碑"命名是富含深意的&今
日屹立于重庆市中心的 %人民解放纪念
碑 '#体现的是重庆人民 )华夏儿女不屈不
挠反抗外强侵略#谋求祖国独立富强)人民
当家做主的中国精神& 碑的变迁是绝好的
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