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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文学一甲子!"收获#迎来他们$回家%

!收获"文学杂志创刊六十周年系列活动在沪举行

本报记者 张滢莹

&!

月
(

日下午!上海市作协大厅里最
多被提及的一个词是 "文学家园#$ 在这
里!纪念%收获&创刊六十周年系列活动启
动!人头济济的大厅里几乎可用'星光璀
璨(来形容)))

莫言*黄永玉*谌容*贾平凹*韩少功*

余华*苏童*李锐*迟子建*阿来*马原*格
非*蒋韵*毕飞宇*李辉*欧阳江河*张翎*林
白*须一瓜*叶弥*东西*李洱*荆歌*艾伟*

盛可以*笛安*张楚*弋舟等三十余位知名
作家从全国各地赶来!与王安忆*叶辛*孙
颙*孙甘露*陈村*秦文君*王小鹰*陈丹燕*

须兰*滕肖澜*路内*周嘉宁等二十余位在
沪作家齐聚一堂! 以座谈会的形式畅谈那
些与%收获&相关的文学记忆$

#!

月
#)

日下
午!一场名为"与时代同行(的作品朗诵会
也在此举行! 作家们登台亮相朗诵自己的
作品!共同庆祝%收获&杂志的

*)

岁生日$

如果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将作家们
首次在%收获&刊发作品时的年份减去他
们的出生年份! 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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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读者如今最熟悉的那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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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名作家中!许多在
+)

岁
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并
有所成$ 这似乎正应了作家张爱玲那句
"成名要趁早(!但如果脱离了当时作品发
表的主渠道)))文学刊物对于青年作家
不遗余力的发掘和扶持!也许这一切都是
空谈$ %收获&就是这样一份杂志$

虽然已经迈入
*)

岁生日 !%收获 &却
一直很"年轻($在%收获&

,)

年纪念特刊的
目录上方!印着巴金的亲笔字迹+"%收获&

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
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
作$ (这是%收获&一贯的办刊方针!从创刊
至今从未动摇$

#(-)

年代中期!新的美学特征*叙事
手法和语言风格逐渐在年轻作家的写作
中呈现!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作家迫切希望
能以刊发作品来证明自己!却在文学期刊
上屡屡碰壁$

#(-$

年第
,

期!对于这股先
锋文学的热潮!%收获&以青年作家专号的
形式予以回应)))马原的长篇小说%上下
都很平坦 &!洪峰的 %极地之侧 &*余华的
%四月三日事件&* 苏童的 %

#(+'

年的逃
亡&*鲁一玮的%寻找童话&等五部中篇小
说-%实验文体&栏目刊发了孙甘露的%信
使之函&! 以及实验戏剧家张献的话剧剧
本%屋里的猫头鹰&!短篇小说则包括色波
的%圆形日子&*乐陵的%门门门&!散文有李
彬勇的 %远景及近景 &等 !

#(--

年和
#(-(

年!%收获&再推青年作家专号!对于先锋
文学进行大篇幅刊载和推介$ 这批作品的
集体亮相!某种程度上宣告了新的美学原
则的崛起!也给予了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
以写作的自信$ "在那个时代!从%收获&走
上文坛!当时比较清晰的感觉是我们都很
幸运!但对于%收获&的理念!以及它这么
多年坚持下来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深切的
体会$ (格非感叹!"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
的年龄慢慢增长!回过头来看巴老当年说
的很普通的话!包括%收获&始终坚持的办
刊方针!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

年前我开
始在%收获&上发表第一篇作品!

+)

年后觉
得所有这一切变得无比珍贵$ (

对余华来说!%收获& 的重要不仅因为

他近
-).

的作品刊发在这里! 更因为 %收
获&见证了他从青年时期开始的写作人生!

并时时为他指引方向$ 从%四月三日事件&

到最新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他清晰地记
得每一部作品与%收获&编辑之间的交流*

修改过程!比如%一九八六&发表前!编辑肖
元敏给余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将余华作
品中部分原文和她的改后文字抄写在信纸
上!"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印机之类!什么都
没有! 就一段一段地抄! 最后问我是否同
意$ 我很吃惊!肖元敏那时是一个大编辑!

她编辑过很多著名的小说! 对我这样一个
无名小卒如此尊重($ 对于杂志编辑们的默
默付出! 曾任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的孙颙
最清楚不过$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收获&

一直不刊登广告! 直接受影响的就是编辑
的收入! 但他们一直坚守着杂志的纯洁
性$ (孙颙回忆!"曾任%收获&主编的李小林
从不提自己的工资*奖金少!在上级领导询
问杂志情况时! 她唯一想到的就是要给作

家更高的稿费!后来这笔钱落实下来!只开
稿费!与编辑收入无关$ 回头想想!当时应
该想到编辑们始终在无私奉献$ (

在余华眼里!编辑的认真负责是 %收
获&的传统!也是巴金先生直至生命最后
的坚持$ "我一直以为巴金没有看过我的
作品!后来李小林告诉我!像你这样作家
的作品还有其它一些重要的作品!都是要
让她爸看一下的$ %许三观卖血记&写完的
时候!巴金的身体非常糟糕!躺在病床上!

李小林给他念了%许三观卖血记&!然后巴
金吃力地点点头!认为应该发表$ (在巴金
先生离世后! 余华曾给李小林发短信!表
达由衷的敬意$ 在他看来!他们这一代%收
获&作者的幸运!是多少曾受巴金先生的
庇护!"巴金的长寿!让我们这一代作家有
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

"老巴金给%收获&制定的办刊方针就
是出人*出作品!巴老的话都是这样简洁和
朴素!比如讲真话!比如把心交给读者$ 年
轻时我们不懂事!并不过心!随着年龄的增
长渐悟到这些话语中蕴含的厚重分量$ (

%收获&主编程永新说+"如果把%收获&比作
一棵大树! 赋予它灵魂的无疑就是巴金先
生!今天我们为%收获&庆生的时候!我们格
外怀念巴金先生*靳以先生*萧岱先生*吴
强先生等一批前辈知识分子! 他们身上展
示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

良知*情怀和人格力量!犹如阳光和乳汁!

不断增强和补充我们后来人身上的钙质0 #

1作为%收获&的作者!来到这里!确实
有回家的感觉$ (莫言的感觉!也是在场许
多作家共同的感受$ 在迟子建眼里 !%收
获&是一个大粮仓)))许多像她这样的作
家就好似北方的稻谷!缓慢生长!用数倍
于别人的时间结出沉甸甸的谷子$ 1现在
我在东北的土地上依然是这样!虽然打的
粮食不一定很好! 但我尽心了!%收获&也
没有摒弃我! 把我打的粮食收回到粮仓
里$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收获&这个园地
对我是最重要的$ (

这种回家的感觉 ! 也令格非铭记至
今$ 第一次和%收获&编辑打交道时!他就
觉得这里的氛围与其他地方很不一样 $

1%收获&确实有一种团结协作!有非常好
的氛围(!格非回忆!每次与不同的编辑打
交道!包括过年时候会在一起吃饭!1就是
一个家庭的感觉($ 这种家的感觉也影响
了他们这一代的作家!1比如说苏童*余华
这些朋友!%收获&这么多年来家的氛围感
染了我们! 我们之间也有兄弟间的情感$

%收获&在我们心目中!尤其在我个人心目
中的神圣地位是牢不可破的$ (想起 %收
获&! 张楚的感觉则是一份温暖的守候 +

1想起了南方的外婆家!那里灯火怡人!表
哥表姐等着我回来吃晚饭$ (

每次被问及1家在哪里(这个话题时!

旅居海外的女作家张翎都会微微一愣!不
知怎么回答$ 1我很早就离家了$即使是我
所居住的加拿大! 也不过是一个邮政地
址!我没有.家园/可言!也没有任何一个
地方让我可以找到归属感$ (她羡慕莫言
有他的高密! 也羡慕迟子建有她的漠河!

对张翎而言! 真正的家园也许就是文学$

1文学是一个不需要国界!没有地界!不需
要护照和签证的地方!那是我真正有归属
感的地方!%收获&是给我归属感的地方$ (

#(,$

年%收获&创刊时曾与巴金*靳以

共事的老编辑*

()

岁的彭新琪也来到了现
场$ 虽然因为年事已高!她说很多事自己已
经记不清楚! 但对于二老的记忆却依然清
晰+1巴老和靳以两位主编一直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他们的为人处事对我们来说是
一种教育$ 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文人相亲!而
不是文人相轻!他们一直是我们的榜样$ (

在%收获&的1家园(!许多作家早已在
见面之前就彼此心心相惜!相互启发和学
习$ 就像莫言所说+1一甲子岁月!

*)

年收
获!应该有五六代作家了!成千上万篇的
作品!筑就%收获&今日的辉煌$ (虽然年龄
差异很大!作品风格也各不相同 !他话语
中的1五六代作家(之间的因缘却因为%收
获&二字延续至今!从未断裂$

座谈会上!不少人的感言从这样一句
话开始+1在场许多人最主要的作品!我都
曾在%收获&上读过$ (比如对王小鹰来说!

这不仅是一次文学的聚会!也是她与自己
曾经的偶像谌容在时隔多年后的再一次
相会$ 1在

#(-)

年代!谌容就是我们文学
的领路人$ 恢复高考后!我们考进大学*读
中文系!也开始写作!但我们不知道文学
应该是什么样的!到底应该怎么写 !直到
读了谌容*张洁在%收获&上的文章!才感
觉从梦中醒来一样$ (

阿来则站在一个读者的立场上!谈了自
己的感受+1开始写作之前十多年!我就在看
%收获&!今天来到这里!感受更强烈$ 过去读
比我出道早的作家作品! 得到启发和经验!

今天时代在变化!文学观念*写作方式也在
变化!我也在%收获&读比我出道晚*年轻作
家的作品!还是给我很多启示$%收获&

*)

年!

我至少读了
+)

多年! 希望将来在我有生之
年还有这样巨大的幸运继续读下去$ (

谈及 1家园 (一词 !在发出 1粮仓 (的
感慨的同时! 迟子建更有一份对于写作
的寄望)))每个作家都固守一个家园 !

好比一块地每年要出粮食* 不停地打粮
食!土地经过多年耕耘如果不施肥 !可能
会变得贫瘠!作家也会面临类似的写作困
境$ 1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文学也是这
样$ 我们应该在对%收获&抱有尊敬的同
时!也要提醒自己!我们的这片地在耕耘
的时候是否有机的含量少了!是否深耕的
机会少了!对此我很警醒$ (迟子建说!1我
期待未来有稍稍好的作品! 像安忆一样!

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收获&$ (李洱
也因此开玩笑说+1再大牌的作家 ! 在给
%收获&投稿时!都会觉得自己投的是处女
作!而这个处女作会成为他的成名作和代
表作!只有%收获&这本杂志才能给作家带
来这样的感受$ (

一甲子时光过去!%收获& 在精神底蕴
上仍是巴金先生主持下的那个 %收获&!有
着它老牌和老派的一面$ %收获&也对当下
不断变化发展中的多种文学生态兼容并
蓄! 以推出作品转载代理业务以规范转载
版权*设立1收获故事工厂(进行类型文学
版权孵化等形式!在坚持杂志品质*以文学
为本源的同时! 持续探索在新的时代环境
下原创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之路! 就这
点而言!它又是充满朝气的$ 也许正如王安
忆在座谈会上所说!世界变化那么大!经过
*)

年的风风雨雨! 我们又在这里$ 于她而
言! 这似乎是一种暗示!1暗示着生活当中
再怎么变化!都有不变的东西$ 作者就是在
寻找永远不变的东西($ 而在%收获&身上!

这种1变(与1不变(也始终伴随着杂志的成
长!从过去到今天!再往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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