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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在家族小说之外找到处理家族资源的方式
本报记者 傅小平

《堂叔堂》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

作家刘庆邦常常被人说 “写得老实”。

首届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颁奖词

称， 刘庆邦就像老实本分的手艺人，“我们

从他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了不受喧嚣干扰的

专注、耐心与沉迷，看到那唯有保持在笨拙

里的诚恳， 以及唯有这种诚恳才能达到的

精湛技艺。 ”言下之意是刘庆邦有着手艺人

般的老实。 作家王安忆评价他：“这是个如

农民爱惜粮食般爱惜文字的人， 从不挥洒

浪费。 ” 这近乎是说他有着农民般的 “老

实”。 虽然刘庆邦从不以老实自居，但他近

些年的创作却像是“老实”到了家，老老实

实地接连出了几部长篇小说，如《家长》《女

工绘》等，读者即使没读过，单看书名也就

知道他写了什么。 而他的长篇新作 《堂叔

堂》， 以作家梁晓声在 4 月 11 日于北京举

行的新书分享会上的说法， 他是一拿到书

看到书名， 就立刻想到刘庆邦要写很多堂

叔了，而且一定是以农村为背景。

如其所想，在长篇新作里 ，刘庆邦就

是以十二个篇章，讲述了他十四位堂叔的

人生故事。 其中既有大叔刘本德作为台湾

老兵回乡的故事———从亲情的角度，含蓄

表达了渴望两岸统一的心愿；也有一心惦

记赚钱的乡村老师刘本魁的故事———侧

面反映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心波动；更有刘

楼村第一位党员刘本成讷于言敏于行的

故事———展现了基层党员宝贵的质朴无

私精神。 而且这些堂叔里除了一位因为尚

在人世，刘庆邦用了化名外，其他十三位

都是用的本名。 以刘庆邦自己的说法，这

样也就强调了纪实性。 但是不是因此就可

以把这部作品称为非虚构作品或者纪实

文学作品呢？ 他老老实实地说，这是不可

以的。 因为在他看来，再实的东西，一旦被

写成小说，它就变成虚的了，就不可能完

全是纪实的了。 他说，作家写作都要经历

回忆的过程，他们的写作素材就是从记忆

中来的，而记忆都有选择，有选择了以后，

就不完全是现实版照相了，肯定包含了虚

的，或者说主观的东西在里头。 再则，在刘

庆邦看来， 小说肯定是要表达情感的，情

感是抓不住、摸不着的，是不免有些情绪

化的，就是虚的。 “何况文字也是虚的。 文

字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汉字 ， 单个看是实

体，但语言一旦变成了文字，它就变成了

一个符号了，一旦符号化，它就抽象化，一

旦抽象化，它就成了虚的东西。 ”

刘庆邦可谓把他的虚实之道推向了

极致，他像是要表明一切皆虚，也似乎是

因此，具体到写作本身，他更是强调要往

实里写。所谓实，在他这里主要指细节。他

这样阐释历史与人的关系：“我认为每个

人都是历史的细节。 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必

须看到人，如果没有细节等于什么都没有

看到，这个世界是空空的，只有看到人这

个细节，我们才能看到历史。 所以说我们

作为一个作者，我们的写作肯定离不开历

史，因为人都生活在历史中。 你要是看到

历史了，你就必须看到细节，可以说每一

个人都是历史的细节。 ”

与此同时，刘庆邦强调 ，每个人也都

是历史的“人质”，历史的载体。 “说人是历

史的‘人质’，就是说历史总是宏大的 ，和

历史比较起来， 每个人都显得很渺小，渺

小如一粒尘埃。 ”但在刘庆邦看来，人再是

渺小，他都是历史的载体。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刘庆邦何以通过

写堂叔来承载他要表达的“历史”？ 以他自

己的说法，他从 1972 年开始写作，到明年

就写了半个世纪，有时候觉得好像没什么

可写的了，但回头一想还有这么多堂叔没

写，“我过去生活的那个村子叫刘楼村，大

都姓刘，我在老家的时候，我们村有三百

多人。 村子并不大，但我的叔叔辈有一百

多个，从老太爷那一辈 ，每家弟兄都有好

几个，都是我的堂叔。 我就觉得应该写写

他们。 ”

这么看，刘庆邦写堂叔是水到渠成的

事情。 但在评论家贺绍俊看来，这里面是

有讲究的。 “他写堂叔，或许是因为这里面

包含了一种特殊的亲属关系，从中我们能

看到乡村社会伦理和情感之间的复杂关

系。 庆邦写到亲情和人的利益、人的欲望

之间的纠葛， 会让我们对中国这种社会，

尤其是乡村社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

显而易见， 刘庆邦写的这些堂叔各有

各的故事，要都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挑

有典型性的、有趣的、跟他有比较多交往的

来写。 “就这样，我写了十二章，写了十四个

堂叔，其实涉及到的可能有十七八个，越写

越有趣。 直到最后写完了，回头一看最后一

章里我就写了三个， 我几千字就把人家写

完了。 ”话虽如此，对其中任何一个人物，刘

庆邦都可谓写得郑重其事。 以他自己的说

法， 也许他以前的小说没有做到贴着人物

写，但在这部小说里，他是真正做到了。 在

写作过程中， 每一个堂叔都在他脑子里活

灵活现，他和这些堂叔是融合的，写他们同

时也是在写自己。 “‘贴着人物写’，是沈从

文先生的一个说法。 我是从我的恩师林斤

澜那里听说的，当时一听，我就记住了。 他

老人家为什么要用一个‘贴’字呢？ 这里面

是有讲究的， 也就是说作家不是推着人物

写，拉着人物写，或者拽着人物写，这一个

‘贴’字，起码表现了作家对人物的尊重，这

里面有主动性， 但他并不是牵着人物的鼻

子走，并不是说随心所欲地改变他，而是必

须首先尊重人物的心理， 然后才可能理解

他，才可能写好他。 ”

当然， 贴着人物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

以说是贴着细节写。 在贺绍俊看来，刘庆邦

总是能够把故事讲得很生动， 他不用华丽

的辞藻，就是很平实地叙述，但就是让人觉

得很生动，很有味，他有抓住事物的核心，

把它凸显出来的本事。 贺绍俊认为，作家怎

么去认识，怎么去理解细节和记忆，说到底

也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 “庆邦有这么多堂

叔，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是非常庞大的，他怎

么来处理这个资源？ 他不是从惯常家族小

说的那种模式去处理自己的资源， 他把这

次写作看成是重新认识历史或者人生的一

种方式。 他的每一个堂叔，性格各异，都跟

他们的经历、 跟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密

切的关系。 实际上他们一生的经历也可以

映射出历史的某个点来。 ”也因此，贺绍俊

觉得， 刘庆邦并不是企图通过这些堂叔来

建构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 他是要让我们

看到每一个人物跟历史的关系， 还有历史

是怎样塑造人的。 “从文学角度来说，这是

独创的， 他在家族小说之外找到了另外一

种处理家族资源的方式。 小说重点写了十

四个叔叔，我们可以通过每个叔叔的故事，

对当时的历史有不同的认识， 而每个故事

都可以指向不同的社会层面。 小说的丰富

性就体现在这里。 ”

事实上， 刘庆邦写这些人物也确实是

各有侧重的， 他这样写是因为在他看来他

们背后承载的历史是不一样的。 “我写这些

堂叔，并没有准备给他们树碑立传，我就是

写他们的命运，写他们的苦辣酸甜，写这个

时代打在他们心理上的烙印， 写历史和时

代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能写出这种

关系， 也因为历史和时代在他身上打上了

深刻的烙印， 青年时他一心想要摆脱农民

的身份，而写《堂叔堂》这样的作品，可以说

是他年岁渐长以后对乡土的回望。 也是在

这个意义上，贺绍俊说，刘庆邦对一百多位

堂叔的故事，应该说早就了然于心，但他放

到今天来写， 在积累了这么多人生经验和

人生智慧后来写，显然更能体现出他成熟、

稳重的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或者说世界观，

在刘庆邦看来，是来自于一个作家的思想。

“一个作家要不断提自己的思想力量、思想

水平。 作品高下很多时候就体现在你对这

个世界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这其中体

现了你的生命力量。 力量不是体现在体力

上，主要是体现在能不能勤学善思，有没有

自己独立的思考。 ”

以刘庆邦的理解，一个作家要成长，除

了提高自己的力量以外， 还得不断增加自

己的分量。 “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就有的，

它是经过历练得来的。 我们在生活中可能

会遇到挫折， 甚至可能曾经失去过尊严等

等，这些都可能会增加自己生命的分量。 沈

从文在评价司马迁的时候就说， 司马迁之

所以写出《史记》在于他的忧患意识，在于

他生命的分量。 ”这诚可谓一位“老实”作家

的肺腑之言。 某种意义上也因为“老实”，刘

庆邦才有这样的老生常谈：“最大的技巧是

真诚，一切技巧的核心在于要不失天性，守

住天性，始终要找到自己。 ”

（上接第 2 ?）

推动原创新作方面 ， 将举办上海音

乐家协会原创品牌项目 《海上新梦·十

四———“复兴之光 ”管弦乐 、声乐原创作

品音乐会》；继《白毛女》《闪闪的红星》后

上海芭蕾舞团的又一部原创佳作 《宝塔

山》等。

致敬名家大师和经典作品也是“上海

之春”的立“品”之本。 “上海之春”在 2015

年创立了“向大师致敬音乐会”，并结合重

大时间节点或艺术家周年纪念，陆续推出

了多台向老一辈艺术家致敬音乐会。 今年

正逢“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创始人、音乐

教育家、作曲家、钢琴家丁善德先生诞辰

110 周年，音乐节期间将特别策划《纪念丁

善德先生诞辰 110 周年专场音乐会》。

据悉，为感谢老一代艺术家为 “上海

之春”以及中国音乐的发展所做出的杰出

贡献，本届音乐节拟为曹鹏和才旦卓玛两

位老艺术家颁发“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特

别荣誉奖”。

注重海纳百川，彰显海派风格

今年受疫情影响，音乐节暂无国外演出

团体的现场亮相， 但作为国际性的音乐节，

“上海之春” 仍注重与国际一流文化成果的

对等交流，音乐节期间将以线上形式，邀请

巴黎管弦乐团、澳大利亚歌剧院、以色列耶

路撒冷室内乐团等海外艺术团体参演。

同时，本届音乐节也定位于“全国优秀

团队和作品的舞台”，既注重将一流的作品

请进来，也注重将“上海原创”推出去。 本届

音乐节继续邀请上海及全国的杰出艺术家

和艺术团体献演，举办《廖昌永与中国艺术

歌曲国际比赛获奖者音乐会》《〈锦绣中华〉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名家名

曲音乐会》《“筝魂” 王中山古筝音乐会》等

优秀的演出。

此外， 音乐节也将进一步践行长三角

一体化的国家战略， 并致力于搭建全国优

秀节目的发布和展示平台。 据统计，音乐节

期间外省市乐团的专场演出数量首次占比

接近 30%。 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南京民族乐

团、浙江民族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四重奏、

湖北省歌舞剧院、 长沙交响乐团等都将在

本届音乐节的舞台亮相， 音乐节期间还将

举行 《长三角区域音乐教育与艺术产业发

展联盟专场音乐会》。 除了引进来，也将组

织上海交响乐团以巡演的方式重访革命圣

地，组织上海青年艺术家以“轻骑兵”的形

式， 赴长三角地区进行演出， 加强双向互

动，充分彰显上海“海纳百川”文化码头的

平台能级。

坚持惠民大方向，围绕发展新格局

本届音乐节将践行“人民城市”的重要

理念，注重打造高品质的文艺作品，并推出

更多走近大众的惠民活动。

目前，音乐节已与长宁区文旅局、黄浦

区文旅局等文化部门达成合作意向， 将携

手举办 《手风琴艺术周》《“春之声”2021上

海城市草坪音乐会》，同时还将推出“竹笛

艺术节”等高品质的艺术公益项目。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音乐节

将全力配合上海“辐射长三角”以及“五大

新城”建设等多项重大战略任务，向这些地

区输送优质的文化资源。目前已定于 5月 7

日赴江苏南通举办音乐党课活动。

同时将于本届音乐节期间举办“上海音

乐学院、上大音乐学院、上师大音乐学院、华

师大音乐学院、 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五所高校艺术开放周，届时这些活动将向广

大市民、学生免费开放。同时，还将打造艺术

进校园、少儿艺术展演等活动，推出儿童剧

《孩子剧团》《小音乐家专场》等少儿演出，进

一步扩大艺术教育的辐射区域和效能。

围绕主体演出， 主办方也将组织更多

艺术家与观众的面对面活动，为演出主体、

活动组织者、文艺评论家、媒体及普通观众

搭建交流平台。 还将加大服务社会的力度，

增加优惠票的场次和数量， 进一步做好便

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