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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0月，我在新疆的一个

村庄里， 赫然发现几张历史久远

的《文学报》，被摆放在陈列台上。

三张报纸边缘有虫蛀， 纸张极是

平整，分别是 1983年 1月 6日、2

月 3日和 6月 23日的报纸。这让

我大感惊讶，又觉亲切，仿佛在遥

远之地遇到老朋友一般。

我很是好奇，托驻村的干部

去打听这几张报纸的来历。遗憾

的是过了很久， 依然没有回音。

我是在一次采访活动中，偶然地

与这个位于新疆喀什地区麦盖

提县巴扎结米镇的村庄相遇的。

村庄的名字叫恰木古鲁克。我们

在恰木克鲁克村里走着，村民向

我们介绍说，这是一个文学的村

庄。

原来，这个村庄的农民喜欢

写诗。比如阿布拉虽然只是个初

中生，却一直喜欢读书，平时也

喜欢写点东西。村委会的宣传栏

里，开设了“农民诗歌专栏”，每

月一期刊出村民写的诗歌。村民

的诗歌若是在宣传栏发表了，每

首诗歌会颁发一百元稿费。阿布

拉的诗句，朴素又淳朴，她的第

一首诗也是发表在这个简朴的

宣传栏里的。 “刀郎河畔好地方，

刀郎河水涌波涛，辛勤劳动能致

富，人人有招心中笑……”

所以我想，这几张有年代感

的《文学报》在这个遥远的村庄

里出现，一定是有缘由的。 它几

乎可以被看作是点燃一颗文艺

心灵的火苗呀，或者是催生一棵

草冒出新芽的一缕春风。 甚至，

这样的几张报纸，在遥远的西部

跟我迎面相遇， 都是一种缘分。

因为《文学报》创刊于 1981 年 4

月，那时候我刚两岁；这一份在

改革开放后很有影响力的文学

专业报纸在上海呱呱落地时，我

还在浙江西部一座十分偏远的

小村庄里蹒跚学步。 谁知道在很

多年以后，我会跟文学二字搭上

边呢？ 或者，我会跟一份以文学

的名字命名的报纸建立某种情

感呢？

在十六七岁时， 我考上了

一座医学校， 三年后在县人民

医院参加了工作， 穿上了白大

褂为人民服务。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大学里有一个专

业是培养作家的。 这个从乡野

之间成长起来的少年， 觉得错

过了许多好东西。 之后的许多

个夜晚， 他趴在一张摇摇晃晃

的旧书桌前， 读完了汉语言文

学的所有课程， 完成考试并拿

到了这个专业的文凭———文凭

上有 “文学 ”两个字 ，那是他最

初跟“文学”发生的关系———他

纯然是凭着一腔热爱去做这件

事，从未想过要依靠这张文凭，

去改变一点点生活或工作的轨

迹。

同样， 在许多个孤独的夜

晚，他还是趴在那张摇摇晃晃的

旧书桌前，写下了许多稚嫩的文

字，感受到了文学创作这件事的

乐趣。 在小城，喜欢写作的人少

之又少，能接触到相关信息的机

会更是微乎其微。 那时候，连“上

网”这个名词都没有出现———他

就那样闷头写着，写啊，写啊，一

次又一次， 他把废纸篓装满，仿

佛那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一样。

但有些事情，是迟早都会发

生的。 因为喜欢写作，我从医院

去了机关工作；因为考出过汉语

言文学的文凭，在媒体要招聘记

者的时候我就去了新闻单位，从

此成了一名记者。 兜兜转转之

间，我要许多年后，才会与这张

名叫《文学报》的报纸发生关系。

但我已经知道，一个人，如果能

全心地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上，那是一种幸福。 文学，就是我

所喜欢的事情。 我愿意用文学这

种方式，去跟我所经历着的世界

进行交流，呼吸吐纳；用文学这

种方式，去呈现我的想法，表达

我的意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2014年，我回到浙西那个小

村庄，开展了一项名为“父亲的

水稻田”的乡村实验项目，带领

许多城市人回到土地，跟我父亲

一起种田。 我用笔和相机，记录

了这一整年的劳动经历。 春耕，

播种，插秧，除草，除虫，灌水。 稻

禾从发棵而扬花， 由灌浆至成

熟。 青蛙在黑夜中鸣叫，蜻蜓在

黄昏里盘旋。 我把这些都记录下

来。2015年，我的非虚构作品《下

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由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引起

了各界的关注，许多媒体给予报

道。 2015年 12月 31日，有朋友

告诉我，《文学报》用大篇幅转载

了我《下田》这本书里的内容。

那可能是我的文字第一次

登上《文学报》。

是的，这已经是很晚的事情

了。 我在媒体工作很多年，写消

息、 报道之类的东西很多年，后

来也写文化稿和特写稿，但是很

少在专业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

品。 回到乡下种田之后，我的生

活迎来了重要变化， 我辞职了。

与此相应的，在文学创作的道路

上， 我也走得更加坚定一些，事

实上，对文学的态度，也更加虔

诚和庄重了。 我把许多重要的稿

子投给了《文学报》，有幸的是，

《文学报》 也慷慨接受并刊发出

来。 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也正

是如此，《文学报》成为引领我进

入文学这片土地的路牌，它让我

看见一大片辽阔的风景。

每年我都订阅 《文学报》，有

的年份里， 还订了两份———通常

是先订了一份， 后来因为不记得

有没有订过，就又订了一份。这种

事情连邮递员也感到奇怪， 他问

我为什么同样的报纸要订两份。

我想了想，非常认真地回答他：一

份先读，另一份可以重读一次。

这年代还在订阅的报纸不

多了，很多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

纸，其功能几乎可以被手机电脑

取代，但《文学报》这样的报纸不

可代替。 我有时候想，要是我早

一点遇到《文学报》就好了———

如果在我童年时候的村庄———

譬如说 1983 年， 浙江西部的常

山县钳口乡五联村能像新疆的

麦盖提县巴扎结米镇恰木古鲁

克村一样，有几张铅印的《文学

报》 飘飘洒洒地出现在村庄上

空，我们的日子，大概也从此会

变得不一样吧？

温暖而有力的声音
周晓枫

写作三十年以来，我接受过一些采

访，更喜欢笔谈。因为我表面练达，骨子

里慢热，未必能在面对陌生记者时娓娓

道来，仓促中容易顾此失彼，词不达意。

何况总是重复性地解释自己，让我有种

自厌的消沉。 对于创作还能说什么呢？

如果真有妙语， 我早放进创作谈里了；

何况我不愿意成为不会创作只会写创

作谈的作家。当然，创作谈也绝非易事。

创作还是有形象和修辞的依附手段，创

作谈相当于提炼出来的公式———你不

可能拥有很多的公式，尤其难以使其生

动。 看似侃侃而谈，暴露不过是乏善可

陈的庸见。 笔谈好得多，起码能替换几

个近义词。

《文学报》的采访是个例外。 记者要

做专访，从业资历颇深的他坚持要现场，

我不敢多做反抗。 可藏拙的摆拍能给我

安全感，不至失态和丢脸。 我省悟，之所

以说“现丑”，“现”可作“表现”来解，也可

作“现场”来解。他像个纪录片导演，非要

追求那种粗颗粒的真实质感， 可他不知

道， 有多难为我这种拿不到剧本就心慌

的演员。 不对，他知道！ 他蓄意不让提前

准备以去除做作， 被访者由于没有时间

化妆只得素颜登场。

采访在极其嘈杂的环境中进行 。

那是全国的年度大型书展，展厅多、面

积大，场馆的举架很高，仰头极目远眺

才能看清顶棚的细节。 人头攒动，关键

是场地不拢音， 整个过程他和我就像

两个耳背老者那样 “啊啊啊 ”地追问 。

这种干扰并未磨蚀我的耐心， 因为他

的判断基于对作品的直接阅读， 及物

且点穴， 他的一些提问我此前从未思

考。 比如他不认可我几乎已被定性的

“华丽文风 ”，像 《落日故人情 》《离歌 》

等，他认为非但不华丽，甚至可以用质

朴形容；比如他提到的辩证思维、真实

性和真实感的区分等等， 都使我看到

被忽略的盲区。 这种交流弥足珍惜，让

我的表达不再顺着自己旧唱片的凹槽

循环下去。

后来见到这期文学报，占了整版封

面的胖大婶吓我一跳———经过油画般

的图像处理，我依然气壮山河。 我按照

记忆的惯性，以为自己体型适中，不知

道什么时候已经这么膀大腰圆、五官混

沌，慈祥得略显弱智。 好像就是从那次

开始， 我正式认同自己跨入微胖界，并

放弃几乎所有中号尺码的衣装。 《文学

报》 让作家的形象占据头版和主页，也

像一面自我认识的镜子，让映照中的写

作者能有所自查和内省……就像它四

十年来所做的一样。

我并不了解《文学报》四十年来的发

展脉络，与其说是对《文学报》的感情，不

如说是对人的感情。对《文学报》的编辑，

我深怀谢意。我写了多年散文，年近半百

的时候尝试童话，我心怀忐忑，并没有训

练多年带来的创作自信。我说过，那个感

觉像是练习书法， 左手写字帮不上右手

的忙，右手写字帮不上左手的忙。对我来

说，写童话比写散文难；写第二个童话要

比写第一个童话难； 写第三个童话要比

写第二个童话难……写完喜剧 《你的好

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我几乎在崩溃的

边缘放声大哭。 而我最早得到的鼓励声

中，就有《文学报》的编辑，她所给予的，

不仅是批评家的专业意见， 也是写作者

给予同道的理解与支持。 她不光对我是

这样，对许多努力中的写作者，她都有及

时的发现、鼎力的推荐。许多人都感念她

的诚恳与善意。

写作孤独，作家有时缺少朋友———

他甚至跟自己也不是朋友，时刻跟自己

缠斗，才能在寸步难行中有所进展。 这

大概是所有写作者的日常状态，总是希

望今天的自己赢过昨天的自己、输给明

天的自己，所以，永远在折磨人的自虐

与自我挑战之中。 每当完成作品，就像

是朝着黑暗的大海抛出一个漂流瓶，他

不知道它会被什么人所捡拾，也担扰它

是否很快就无声沉没。《文学报》里这样

的记者和编辑，他们的存在，给人以暖

意和希望。

《文学报》的宗旨和意义是什么呢？

四十年来从容不迫、步履不停，它就像

海上的光。 我因此想起美国作家安妮·

拉莫特的一句话：“灯塔不会在岛上四

处奔跑寻找需要解救的船只，只是站在

那里发光。”但只要灯塔的光在，船只就

不会驶向黑暗的洋面，黑暗中的漂流瓶

就易于被捡拾和发现。 《文学报》，让作

家听到自己的回声和同道的呼应。

我想起那些果树，无论苹果、梨子、

桃子、李子、山楂这样的水果，还是银杏

或核桃这样的坚果……一棵树常常因

为它的果实而被命名。 写作者亦如此，

因自己的作品而产生价值，不过他不应

只酿造一种果实，作家应该是自己的繁

花树。有力的种子，深沃的土，加上耐心

酝酿的时间，作家才能得以拥有写作的

春天。我们可以说，文学是孤独的事业，

也可以说它是最不孤独的事业。那些始

终提供园地、光照和水源的报纸、杂志

和书籍，让文学得以保持蓬勃与繁茂。

《文学报》，四十年来，一个又一个

的版面，拼出自己辽阔的文学版图。 是

的，所有成绩，都不仅取决于最后的撞

线瞬间，更取决于过程中的每一步。 如

果有一部作品能够让你喜悦，那是平日

训练的每个篇章、每个段落、每个句子、

每个词语的点滴累积。 如果有一份《文

学报》让你信赖，那是它持续的积累，是

它每一个报道的消息，是它每一篇评介

的作品，是它每一个推出的新人，是它

每一篇开展的批评，是因为它每一道不

幼稚也不衰老的年轮， 是它每一次温

暖、公正而有力的发声……对文学始终

深怀爱意，它才能成为今天这样的《文

学报》。

人们经常在各个场合提到 “初

心”。 “初”这个字，从衣从刀，指的是用

刀裁剪衣料，是制衣的开始，故而表达

初始之意。 人生来赤裸， 随后就要面

对———“衣 ”所象征的 ，是温暖 、享乐 、

声誉 、虚荣等等 ；“刀 ”所象征的 ，是危

险、疾病、困难、灾难等等。 说来容易，

上嘴皮碰下嘴皮 ，可一颗心要从 “衣 ”

所象征的利和“刀”所象征的害之间穿

越而无损，才算得上“不失初心”，谈何

容易。 然而，《文学报》就是这样，四十

年来不失初心又志存高远地， 走在自

己的方向和道路上……所以， 它的今

天充实，它的未来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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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映山河 万象四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