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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书海中，寻找历史、时代与人的坐标
本报记者 傅小平

第 30 届书博会济南举行

于 7 月 15 日至 19 日在山东济南举

行的第 30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以

“致敬建党百年 阅享盛世书香”为主题，

吸引了来自全国的 1600 多家出版发行

单位参展， 展览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共

展出优秀出版物和文创产品 40 多万种。

同时， 本届书博会开展了读者大会、“十

大读书人物”颁奖 、红沙发访谈 、少儿阅

读节等 600 余场主题活动 ，“线上书博 ”

也在全国首次亮相，实现 VR 观展、线上

直播等功能， 为全国读者带来一场文化

盛宴。

曾以小说《藏獒》引起广泛关注的作

家杨志军的长篇新作 《最后的农民工》，

聚焦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在挺进城市之

役中的沉浮悲欢， 他在书博会现场举行

的，题为“从荒原到大海 ”的新书分享会

上所说的一段话， 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

本届书博会的最佳注解 ：“一个人的发

展，一定是时代发展的一部分；一个人的

情怀，一定是民族情怀的一部分；一个人

的生活，一定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一个

人的风貌，一定是地球风貌的一部分。 ”

庆祝建党 100 周年， 是本届书博会

的重中之重，也突出体现了 “历史 、时代

与人”的主题。 正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中

国这个曾经的农业大国需要用全新的工

业和城市的崛起走向未来， 农民工群体

也就应运而生， 并在时代进程中践行了

自己的价值和尊严，也是呼应这一趋势，

杨志军在新作里表示， 既往的概念需要

刷新，农民工也是真正的产业工人。

而作家郑欣耗时三年写就的 《百川

东到海 》， 则表明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上， 是时候对第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

论翻译与研究的杰出人士做一番回顾 。

郑欣表示， 这本书灵感来源于她在童年

和青少年时期读过的一些书， 认识的一

些人，听说的一些故事。 小说以 1919 年

至 1949 年这段时间为历史背景，描写了

当时那批年轻人面对时代变革经历的人

生选择和爱恨情仇。 书中的每一个角色

都在历史的浪潮里明晰了自己的命运 ，

在滔天巨浪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坐标。

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推

出的“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里

的先锋人物， 无疑是在时代进程中找到

自己人生坐标的优秀代表。 书博会现场，

丛书作家代表张吉宙 、郭凯冰 、鞠慧 、李

岫青、徐鲁、葛竞 ，全国劳动模范许振超

以及主办方代表莅临现场。 作家们以描

写的先锋人物为蓝本， 分享先锋人物的

成长故事和先进事迹 ， 比如 《中国女

排———永不言弃的王者之师》 里写到了

小时候身体瘦弱的小姑娘朱婷如何成为

排球赛场上英姿飒爽的球手 ； 《黄旭

华———志探 “龙宫 ”》中提到从小喜欢做

手工的黄旭华如何因为小时候制作的一

只带动力的铁皮小船， 而种下了一颗成

为科学家的种子等。 如接力出版社社长

黄俭所言，为了创作好这套图书，作家们

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艰辛的创作， 用孩

子们喜欢读、 读得懂的语言描写了先锋

人物的成长故事， 使该丛书不仅有很强

的思想性，还富有文学性 、艺术性 、可读

性，具有浓郁的儿童情趣，能够帮助青少

年树立人生榜样，做一个大写的人。

作家彭东明所著长篇纪实文学 《一

生的长征》里的主人公喻杰，显然是个大

写的人。 他曾任粮食部副部长和商业部

副部长 ，当他于 1970 年主动回乡 ，走过

当年成长之地 、游击之地 ，眼前的故乡

景致与他脑海中回闪的过去不断重叠 ，

因为愧疚 ， 他决心要改变故乡贫困现

状。 他四处要政策、要扶持，也捐献出自

己和亲人的积蓄 ， 为最偏远的乡村修

路 、为山区修水电站 ；他也教育自己的

子孙安心农村生活 ，同时为乡邻处理纠

纷 、解决困难……他甚至拒绝回到北京

享受正部级待遇 ，安守在乡村 ，直到最

终逝世 。 正如王震将军所言 ，他是一位

“真正的共产党员 ， 实在的人民公仆 ”。

彭东明采用平行结构 ， 通过不同角度 ，

全面而细腻生动地描述了回乡后喻杰

的所思 、所想 、所做 ，塑造了一位纯粹

的、永怀初心的共产党人。

如果说《一生的长征》更多寓意喻杰

的人生道路， 那么作家温燕霞所著革命

历史长篇小说《红乳》的创作背景则来自

于红军长征。 在这段历史中，有很多革命

者的后代或者遗孤在当地百姓家庭中生

活。他们与老百姓怎么相处？他们的命运

遭际如何？ 这些问题长期萦绕在她的脑

海里。 也许是出生于革命老区赣南的缘

故，温燕霞对红色历史题材情有独钟，故

乡曾掀起过的惊天动地的革命浪潮 ，发

生过的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 都成为她

的创作源泉。 其中，以小说的形式反映红

军留守遗孤的命运遭际， 长久以来成为

作家心里一颗写作的种子， 这正是 《红

乳》的写作源头。 出版方表示，温燕霞把

革命战争这个硬核题材写得引人入胜 ，

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融入谍战、悬

疑等类型元素，在讲述钟良心、龙秋月等

人营救、护送四名红军遗孤的主线下，同

时穿插四位“红军孤儿”的第三人称和第

一人称的叙述， 以孩童的视角和口吻描

述一定的故事背景和情节进展， 谱写了

一曲交糅着战争与女性、鲜花与硝烟、青

春和梦想、母爱与牺牲的虎口脱险记。

作家铁流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靠

山》则谱写了革命战争年代众多人民群

众踊跃支前的动人故事。 在这部人物丰

富 ，材料厚重的作品中 ，铁流立足于微

末的小人物 ， 将他们的悲喜描摹刻画 ，

通过对支前百姓群体中普通个体的叙

写，来反映了这段广阔历史的另一种宏

大 ：无论是战争还是革命 ，不论多么宏

伟的人类历史 ，其落脚处永远是一个个

鲜活的个体 。 铁流从极细致 、极微小处

落笔 ，以曾经亲历其中的无数普通人讲

述的微末细节 ，独辟蹊径 ，尝试进入宏

大的历史中更为真实的一面。 难能可贵

的是 ，通过铁流对普通百姓事无巨细的

描述 ， 我们清晰地看到了 ，“人民的战

争” 如何由人民完成 ，“人民的军队 ”如

何被人民组成……他们共同串起散落

在时间长河里的历史记忆。

由此可见 ，彷如 《大宅门 》导演郭宝

昌自传体散文书名 《都是大角色 》，历史

和时代洪流里的人物无论大小， 在某种

意义上“都是大角色”。 郭宝昌对艺术的

痴迷和探索，他和梨园名宿的奇缘，他对

第五代导演的扶持以及和他们的友谊

……跌宕起伏的经历， 加上亲历的奇人

异事，构成了他异于常人的非凡人生。 他

写的这本书也以人物写作为主体， 呈现

了一组复杂生动的人物群像， 人性的复

杂多面、人生的不可预测，构成了这部作

品的最大特色， 这些丰富深沉的人物谱

背后，是对时代 、对命运 、对人性的复杂

体味和深刻感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和很多作家一

样， 刘醒龙也同样被困在家里。 身在武

汉，使他得以以理性客观的视角，在二十

万字的长篇纪实散文《如果来日方长》中

详细描述亲人、朋友、同事、邻居，以及或

熟悉或陌生的同城中人， 与疫情决一死

战的具体细节， 用大量事实和实际行动

表现了武汉人民在抗击疫情中的“拼命”

精神。 书中既有个人日常平凡小事的描

绘， 也围绕着疫情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深

度反思， 既有未成年儿童在疫情之下令

人动容的表现， 也有本地抗疫主力军鲜

为人知的罕见手笔， 具有相当高度的思

想性和艺术性。

以文学为志业的作家们， 也往往在

写作上自觉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 从《古

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一路走来，张

炜的全部著作加起来已近两千万字 ，在

海内外出版各类作品集和单行本 600 余

部，被译成英、法、日、德等几十种文字 ，

先后荣获海内外 100 多个重要文学奖

项。 从创作的质与量来看，他无疑是当前

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 他以一个优秀作

家所应具有的强烈的责任感关注我们生

存的世界， 关注生存在这个世界里的芸

芸众生。 在书博会现场，张炜和读者分享

了最新自选集 《夜思 》和最新诗集 《挚友

口信》的创作体验。 他坦言自己很少编自

选集，毕竟已有作品各有所长，自己很难

选择，何况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

已经出三本自选集， 他不免担心篇目重

复。 所以此次选择的标准，一是不与过去

已选者重叠，二是精短，三是时代精神的

记忆性强。 诚如评论家潘凯雄所说，除去

将小说与散文这两种文体合编外， 这本

自选集所编入的作品最早创作于 1976

年， 最晚是 1998 年 ， 时间跨度长达 22

年。 于张炜个人而言，这也是一段历史，

一个时代， 但他个人的这段小历史小时

代， 自然又是我们国家大历史大时代的

一个缩影。 “因此，通过对过往文学创作

这样一种特定的编选来折射、 观察与研

究历史与时代的发生发展与变化本身就

是一件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 ”

就像诗人王家新说的那样，包括《挚

友口信》在内的诗集，也体现了张炜作为

一个作家、 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所达到的

高度，这对诗歌界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事。

张炜表示，他曾对保罗·策兰 、艾略特等

诗人的作品做过很仔细的研究， 也在中

国古诗学研究方面下过功夫， 写了接近

200 万字，目的就是要搞清楚中国的传统

诗，这使他认定 ，在中国 ，对西方现代自

由诗做简单的模仿不会有任何前途。 以

他的观察， 中国的当代诗虽说不是一无

所处，却在局部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是极

其晦涩，完全土崩瓦解；再一个就是似乎

什么都可以写诗。 在他看来，单纯从诗歌

形式，以及和读者建立沟通渠道方面，都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他对诗歌的热情一

如既往 ，他要努力找到 “自己的语调 、自

己的表达”。

作家虹影一直都在寻求自己的表达，

她在某种意义上构建了自己的“字典”。

（下转第 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