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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真是为了名利的话#就不写这部小说了$
本报记者 张滢莹

首部知青题材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出版前后

!我在童年时代未得到正常的母爱"青

年时代又下乡插队" 后来总算回城有了一

份工作"偏偏去写了一部名叫#生活的路$

的长篇习作"给自己制造了极大的麻烦% &

一篇忆旧文章中"作家竹林这样写道%

这个'极大的麻烦&"正静静地躺在记者

眼前的书桌上% 浅绿为主调的版画封面上"

高处是刚钻出云层的半轮明月" 低处是山

峦(河流和芦苇的剪影) 黑体加粗拉长(时代

特征强烈的四字书名下" 印着竹林的名字*

#('(年下半年出版后" 这个封面曾出现在

上百万人的书桌上+枕头旁(行囊中"被阅

读(被念诵(被摘抄% 仅面前的这第一版第三

次印刷"就达到 !)多万册的印数%作为首部

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也是

如今人们所熟知的'知青文学-这一创作题

材的开端"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拥有着毋

庸置疑的节点性意义*但现在竹林手上最早

的版本"也只是这第三刷* 她早就忘了首印

版的去向"也并没有费心另寻"于她而言"这

只是人生所走过的一个印记*

从小说出版时起"时间再往前推移三

年半"正是政治气候春寒料峭时* 知青返

沪后"每天坐在出版社编辑部的竹林最主

要的工作就是编稿( 改稿* '用现在的说

法"我那时工作是替别的作者当.枪手/% &

000出版社领导需要展现工农兵主题的

书作"老编辑负责组稿"但工农兵作者有

的不具有相应的创作能力"很多小说是由

年轻编辑大幅1修改&"或者索性再创作而

成* 发了几部书稿"一次次眼见自己的文

字被冠上他人的名字出版"竹林心中难免

有些不平* 这时候"她想到的是自己知青

时代曾经偷偷记下+四处藏匿"烧毁后又

重新记下的那些素材*

1能不能发表这件事"不在考虑范围之

内"那时心想肯定是发表不了的* &这些年

来"无数人问过这本小说的创作初衷* 竹林

很清楚"这些提问有的是探询"有的则是质

疑"背后那些欲言又止的话语"无非是否为

了名利+是否想争先机* 这些人唯独忘记的

是"所有的质疑"先设条件是她因为,生活的

路$被全国人民所知"来自各地的信件源源

不断地寄来+堆积在她的案前"每拆一封"里

面都是满满的认可与鼓励" 看上去光鲜荣

耀* 但在出版前"竹林和所信赖的编辑凭着

一丝光明的可能"为了书稿是否能问世而四

处奔走+ 怀揣着巨大的不安和自我怀疑+甚

至因为书稿而使自己的人生前途一片茫然

时"她的书桌上除了钢笔和稿纸以外"空空

如也* 1真是为了名利的话"就不写这部小说

了*我只是希望我们所经历过的那些岁月中

的真实"有部分能够呈现出来* &

在最早的构思中"这部初定名,生活的

道路$的小说里只有娟娟一位主角* 竹林心

里一直盘旋着一位女知青因为对返城的迫

切渴求"最终遭到巨大伤害+走上绝路的故

事"这在当时刻板+模式化+处处宣扬1一号

英雄& 的小说创作中是绝不能容忍的 1异

数&* 尽管再怎么1天资愚钝&"她也意识到

这其中埋藏着巨大的危险" 才在几经思虑

后加入了一位1高大全&的男主人公张梁"

让他与娟娟产生一段情感纠葛" 并在小说

的最后为娟娟1伸张正义&* 1不加这个角色

的话"绝对没有出版的可能* &顺着纸质有

些发黄的书脊"竹林用手指按了按装订线"

1但是直到现在"我最后悔的"也是添加了

这个人物* 从文学上来说"不该加&*

下班后用业余时间遮遮掩掩地写"宿

舍里别人睡着时偷偷摸摸地写" 就这样"

小说渐渐成型"变成越来越厚的文稿*

#('' 年中小说收尾后"最先看到全貌

的" 是竹林所在的出版社一位姓赵的带教

老师* 深受震撼的他把稿子推荐给上海文

艺出版社"随即被拒* #('$年春出差时"他

又带着厚厚的书稿去了北京" 托朋友章仲

锷交北京出版社"出版社答复对知青问题没

把握"婉拒*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内招待

所里"赵老师把书稿当作头枕垫着"躺着和

当时作家姚雪垠的助手俞汝捷聊天*俞汝捷

指着书稿问21什么东西"那么厚3 -他拿过来

一边聊天一边翻看" 看着看着就不再言语"

从夜里一直读到天明)他兴奋地说一定要想

办法把这个稿子出版"第二天就将书稿推荐

给中青社的总编辑"希望他们能在逐渐焕发

新生机的文艺风气之下1拔得头筹-"总编辑

用了两天时间看完全书"几经犹豫后又还给

了他) 几次碰壁后"赵老师将书稿带到了人

民文学出版社"放在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小说

南组留待审阅)谁知几个月后再次出差赴京

时"稿子仍原封未动) 其后又历经了再三周

折"书稿最后到了当时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

任孟伟哉的手上)

让我们重新捋一下时间线444#('&

年春天"竹林开始创作,生活的路$)同年 #*

月"政治风向急转"在长久的压抑后"人们

终于迎来了曙光)#(''年中",生活的路$写

完"在逐渐宽松的社会氛围中"竹林看到了

一线新的可能)#('$年春"赵老师将竹林誊

写了几个月的书稿第一次带去北京) 在人

文社曲折辗转多次后" 书稿来到了孟伟哉

的手中"但他实在太忙"手头又堆积着大量

待审读的稿件"这一放"又是几个月)

时间到了 #('$ 年深秋)

此时的竹林"得到了一个去北京参加

儿童文学座谈会的机会"但社领导扣住了

通知"不让她去) 原因是21一些老编辑知

道我写了部长篇小说"稿子已送去了北京

的出版社) 他们怕我借着儿童文学座谈会

的机会"去争取出版) -1他们以为"一个来

社不久的青年编辑"居然想要出版长篇小

说"这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444我们

这些人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编辑工作"大

多还没有出过书呢5 &可以想象当时她在

社里掀起的波澜) 几经研究"社里决定开

文艺编辑室全体会议批评帮助她)

1开的是闭门会"其他编辑室的人不

让进来"于是都围在外面) &在会上"几乎

一边倒的批评意见汇总成了三大罪状2白

专道路+个人名利思想+编辑工作和创作

关系处理不好) 只有赵老师一边为她辩

驳"一边作记录) 会后"站在门外的同事纷

纷围聚上来看记录"为她鸣不平"美术组

的几位女画家甚至集体去社长办公室据

理力争2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

用那一套35

不知是1力争&起了作用"还是形势比

人强"在其他多种因素的考量下"最终"社

长同意了竹林的北京之行) 因为就快到会

议时间"坐火车已经来不及"改坐飞机)

坐在飞机上 " 竹林觉得心里有些发

懵) 这是她第一次去北京"也是第一次坐

飞机) 在穿越厚厚云层"到达平流层后"她

像孩子一样长久凝视着舷窗外新奇的景

象"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光明的未来444她

只想去人文社见一下孟伟哉"请他看一看

自己的稿子)

临近 #('$ 年底"北京已经悄然入冬)

室外严寒冰结" 室内暖气又供得过足"使

人颈背发痒) 坐在儿童文学座谈会会场里

的竹林心不在焉"时不时偷望着座机电话

的方向) 几天前"她独自一人去了人民文

学出版社"孟伟哉答应她"这几天会看完

稿子"给她一个答复)

在精神恍惚中 " 她终于等来了那个

电话)

1昨天我看了一个通宵" 掉了几次眼

泪) &竹林至今记得见面后"孟伟哉和她说的

第一句话) 虽然时局已经趋缓"但对于知青

问题" 此前从未有人以创作的形式置喙"直

到两个多月后关于知青问题的会议召开"才

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在这之前对于一部

反思知青经历的小说进行公开肯定"既离不

开超前的政治眼光"也需要莫大的勇气) 1我

相信" 它出版以后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

全国一千多万知识青年会支持你"他们的家

长也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5努力吧"你是大

有希望的5 &孟伟哉的这番话"让竹林心里悬

着的石头落了地)

开完会后"竹林没有回上海 "而是被

人民文学出版社留下修改稿件) 其中最重

要的修改" 就是女主人公娟娟不能死"必

须写活"否则无法出版) 但在竹林心里"娟

娟的悲剧性又决定了她必须死"纠结了很

久以后"竹林给小说添加了一个娟娟跳河

自尽"又被救起的1圆满&结局"孟伟哉又

建议将书名改成,娟娟啊娟娟$)

当时"每天为了如何修改而犯愁的竹

林并没有意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

在她身边召开了) 这次即将改变无数中国

人命运的大会"已经在她丝毫没有察觉的

时候"将第一缕春风送到了她面前)

之后的事"曾在李曙光+何启治等多位

当时参与或亲历此事的出版社领导和编辑

笔下再现2 虽然取得了孟伟哉的首肯",娟

娟啊娟娟$ 并没能马上面世" 而因题材敏

感"在送审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 竹林

所在单位的人得知她的小说获得了人文社

的青睐"又通过关系"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

部引起了争议"小说的出版再次被悬置) 拿

孟伟哉的话来说"1脾气也发过了" 乌纱帽

也掼过了"结果怎样就要看上面的了&)

他所说的1上面&"即包括茅盾先生在

内的中国作协主要领导) 可是茅公当时已

$! 岁"又主持着中国作协的工作"无论是

时间+精力+还是身体状况"都不太可能阅

读一部长篇小说的完整书稿) 时任人民文

学 出 版 社 总 编 辑 韦 君 宜 想 了 一 个 办

法444将当时三部有一定争议的书稿2孙

颙的,冬$+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这两部

中篇小说"以及竹林的长篇小说 ,娟娟啊

娟娟$分别由编辑写成内容提纲6竹林的

提纲由孟伟哉执笔7"交由茅公审读(定夺*

#('( 年 ! 月初"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

会仍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时" 人民文学出

版社召开了一次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

会* 茅公在会上肯定了,娟娟啊娟娟$的现

实意义"以为小说还在创作阶段的他表示"

这部作品1如果写出来的话"会是非常感人

的"我祝她早日问世-"并希望作者能上台

来发个言"让他认识一下* 主持会议的人文

社社长严文井催促了几遍" 竹林却在台下

越发深深埋下了头* 如果说写作时是忘我

的"寻求出版机会时是渴望和热切的"在她

此生也许唯一一次能够在茅公的赞许之下

登上众人注视的文学舞台时" 竹林却紧张

得手脚发木444她既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这样郑重而光荣的场面" 也觉得所有的话

已在作品里说尽" 不知道能再和自己敬爱

的茅盾先生说些什么* #下转第 ! 版$

!生活的路"改变了竹林
的人生轨迹# 但也只是人生
的一个印记$

竹林珍藏着 !"#" 年 $ 月 " 日人民文学那次座谈会闭会时的合照#茅盾先生%前排
左六&坐在前排正中#他的右边是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竹林%二排左七&

微笑着站在他的右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