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业史在我生命里留下漫长的行走痕迹
齐 橙（网络文学作家）

改革开放 40 年的工业史， 是小
说创作的丰富源泉，随便截取一个片
段，或者抽出其中的一缕 ，加入对应
的人物以及适当的场景，就可以构成
一部小说的架构。

写第一部工业小说《工业霸主 》的时

候，我已经年满 40 岁。 小说完本之后，我

对朋友调侃说， 这部作品用掉了我 40 年

积累下来的全部素材。

创作工业题材小说，对于我个人而言

应当算是水到渠成，大多数的素材都是在

以往的工作和科研实践中积累下来的，并

未刻意地追求“体验生活”。 工业小说的创

作，涉及到三方面的知识：工业技术、工厂

经验、工业史。 多数读者往往只注意到我

作品中涉及到的工业技术和工厂经验，但

其实就我本人而言，更擅长或者说更熟悉

的，反而是在工业史的方面。

我已经完成的三部工业题材小说《工

业霸主》《材料帝国》《大国重工》， 反映的

都是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工业领域的故

事。 所有这些故事，都是与特定的时代背

景相结合的，与其说这三部作品是工业小

说，不如说它们只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史

的艺术化呈现。 有心的读者如果愿意去梳

理每本小说的故事脉络，可以发现它们其

实只是一部工业编年史，从中可以读到企

业放权、承包制、国企脱困、入世、一带一

路、中国制造 2025……典型的时代构造出

典型的环境， 典型环境下有着典型的人

物，这便形成了一部工业小说。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家省属中型企业，

这家企业与同时代的许多国企一样，经历

过计划经济年代里的旱涝保收、上世纪 80

年代的“政策性亏损”及承包制改革，到 90

年代， 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下的竞争环

境，它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最终消失

在历史长河之中。 这家企业的兴衰史，具

有很强的典型意义， 在我创作的小说中，

屡屡能够看到这段历史的痕迹。

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进入大学，所学

的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专业———

国民经济计划学。 给我们上课的许多老师

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上课时随口讲一个

故事，便是计划经济年代里行业管理的真

实写照。 这样的段子，写在小说里便能有

鲜活的感觉。

读研究生以及随后在高校任教的工

作， 都是与国民经济和企业管理相关的。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日常工作除了教学之

外，便是看文献、做课题、参加各种项目评

审会和政策研讨会等。 在这个过程中，可

以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冷门知识，了解各种

政策的来龙去脉，还能够与不同层级的政

府官员、企业干部和普通职员进行深入的

接触，体会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和

语言特色， 这些都是小说创作的良好素

材。

例如， 上世纪 90 年代国企面临严重

亏损的时候， 我曾受某中央部委的委托，

前往东北老工业基地调研下岗再就业问

题，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走访了下岗工

人所在的社区， 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我在几部作品中都写到了老工业基地振

兴的内容，其中的许多细节便来自于那一

段的经历，甚至有许多对话都是模仿当年

接触过的当事人的口吻编写出来的，带着

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

改革开放 40 年的工业史， 是小说创

作的丰富源泉，随便截取一个片段，或者

抽出其中的一缕，加入对应的人物以及适

当的场景，就可以构成一部小说的架构。

1983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抓紧

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 成立国务院

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对包括千万吨级

露天矿成套设备、 大型火电站成套设备、

大型化肥成套设备等一系列重大技术专

项进行统筹管理。 在随后的 30 多年时间

里，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从引进技术到消化

吸收，再到自主创新，走过了几个阶段，由

当年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发展到今

天跻身世界前列，甚至某些领域达到了国

际领先。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工业人付出了

艰辛的代价，也经历过各种曲折、徘徊。 一

部重大技术装备的发展史，充满了矛盾冲

突，也洋溢着澎湃热血。 2013 年由原国务

院重大办牵头编写出版的《中国重大技术

装备史话》洋洋数千页，随手一翻便是一

幕幕令人唏嘘的往事。

曾获得若干文学奖项并即将获得改

编走上荧屏的小说《大国重工》，便是基于

这段历史创作出来的，这或许是第一部全

景式反映中国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历史的

长篇文学作品。

兼具学者和作家的两重身份，我在小

说创作时不会满足于对事件和人物本身

的描述 ， 而是试图用理论的视角去剖析

故事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 《工业霸主 》

中关于中国能不能模仿 “亚洲四小龙 ”，

完全走 “大进大出 ”发展道路的讨论 ，并

不仅仅是一个小说情节， 更是对中国产

业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要看懂这一段 ，

需要读者略有一些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

础。 《材料帝国》里关于地条钢泛滥现象

的分析，用到了曾获得 2001 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的“柠檬市场”理论。这种“把小说

当论文写”的创作方式，也算是一种个人

的创作风格，在这种风格的背后，是多年

学术训练的积淀，这或许也是一种“体验

生活”的方式吧。

陈仓：从悬浮到扎根，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活出来的
本报记者 袁欢

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不是写出
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

只有活出来的作品， 才会有血有肉，

才会有真切的痛感和快感，才会体现
时代精神。

从“致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到“献给接

受我们的上海”，从“进城系列”到“扎根系

列”， 作家陈仓以步履不停的姿态完成了

一个农民的“进城”迁移过程：从陕西丹凤

县到此城上海。

这种转变反映到文学作品上 ， 则显

得更为沉淀与深厚。 他奋力书写大移民

时代人们如何悬浮又如何安家 ， 从而寻

求灵魂的安妥 。 2003 年底来到上海 ，初

到之时的各种不适， 只能寄托于文字来

抒发隔阂带来的心灵震撼 ， 但十几年过

去 ，他已定居上海 ，所谓 “此心安处是吾

乡”。在他看来，中国现代化深入到今天，

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已经处于一种高度

依赖和相互尊重的状态。 那么，既然回不

去了，就“以他乡为故乡”。 “不管你是什

么人，你肯定生活在土地上，不仅吃的东

西来自土地 ，用的东西也来自土地，哪怕

一只鸟一束光，都在向下向下向下，最终

都要回到土地中，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总

有一块土地属于你 ， 总有人在为你种

地。 ”陈仓寻求土地的供养，所以他尊重

爱护土地，他希望用作品来告诉人们 ：当

迁移变得不可避免之时， 仍要善良而宽

容地生活，尝试以传统道德文明的回归 ，

造一个灵魂与肉体彼此融合的新故乡。

记者：从农村走进城市 ，在迁移中产
生心理落差，而这种迁移，在中国现代社
会发展中，是一个普遍现象，人们在新的
停留地，寻找故乡的影子。

陈仓 ：我们有两个故乡 。 在这个大

移民时代 ，不仅仅农村人在搬家 ，城市

人也在搬家 ，从乡村搬到了县城 ，从县

城搬到了省城 ， 从省城搬到了国外 ，即

使是同一个城市 ，也在不同的巷子里搬

来搬去 ， 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两个故乡 ，

一个旧的回不去的故乡 ，一个新的刚刚

扎下根的故乡 。 马尔克斯说 ，没有一个

亲人埋在这里 ，这里就不能称为你的故

乡 。 我一旦埋在两个地方 ，两个故乡就

形成了 ，它们像一对双胞胎 ，穿着打扮

是一样的 ，血脉遗传是一样的 ，意味是

一样的 ，分量也是一样的 ，都有我们爱

着的人 ，都有花飞花谢草飞草长 ，都有

一座供我们朝圣的寺庙 。

记者：作家袁敏评价你小说中的“我”

时认为：“我” 身上有许多矛盾的东西，她
欣赏这种矛盾，她觉得这种矛盾是一个身
体从农民变成城里人以后，灵魂还在遥远
的乡间徘徊，内心分裂的表现。 这种内心
撕裂产生的矛盾大概是你写作的灵感之
一。 和刚来上海的时候相比，现在你的心
境有什么变化吗？

陈仓：我觉得这种矛盾是大移民时代

的特点，在进城人员身上普遍存在，它是

一种冲突 ，也是一种挣扎，更是一种撕心

裂肺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进城了，

有些乡土文明需要守护，有些城市文明需

要接纳，这是相互入侵最后又要彼此和解

的过程。 灵魂不是一个虚幻的物质，它是

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感受。 我刚来

上海的时候，发现什么都不如意，处处都

有隔阂，下个雪吧都不痛快，所以总是充

满了抵触情绪，写了很多城市人对农村人

所谓的“歧视”。 现在不一样了，日久生情

了，看到一棵树一根草，像遇到前世的恋

人一样，心都会砰砰直跳，眼里饱含着深

情。 我最新写了一篇小说叫《上海反光》，

反映了上海对我们这些打工者释放出来

的善意之光。

记者：你的写作从书写“回不去”的主
题到提出“扎根”是回去的一种有效途径，

《反季生长》是“回去”第一篇，之后你又陆

续写了多篇文章，那么，其中涉及的重要
问题就是“如何再重造一个故乡”。 你现在
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陈仓： 我觉得很多美好都是感受出

来的，很多苦难都是回忆出来的。 我刚刚

来上海的时候 ，非常想家 ，想那些亲人 ，

想我们家会捉老鼠的猫， 想我出生的大

宅院，想屋顶的炊烟和门前的那条小河 ，

还有夏天的蝉鸣和春天的杜鹃花 。 但最

近几年 ，回去一看 ，什么都变了 ，和记忆

中不一样了。 我们家的大门已经锁了好

几年了，村子里没有一个亲人了，这就是

我说的回不去了。回不去怎么办？那你就

得把根好好地扎下去， 在他乡建立一个

新故乡。新故乡的标准是什么？你必须有

一棵树，有一条购买柴米油盐的街道 ，身

边有几个亲人和朋友，荣耀有人分享 ，委

屈有人分担， 最后还要把自己一点点埋

在这里， 把灵魂附在这里的一草一木身

上，从而获得重生。如果灵魂没有在这里

安定下来，那这里就不是我们的故乡。

记者： 作为一名作家也是一名记者，

两种不同身份都握有记录时代的一只笔，

除了文学书写之外，也承担了文艺传播的
职责。

陈仓 ： 我在新闻行业干了二十多

年 ， 深度参与过报纸的市场化改造 ，当

时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 ，就是新闻要有

用 、要充满人文关怀 ，大概意思是有价

值的新闻 ，能帮助和引导老百姓走向美

好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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