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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晋瑜继《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之

后，其姊妹篇《深度对话鲁奖作家》又新

近推出。晋瑜让我写点文字，我竟未加

任何推辞就答应了下来。待到动笔时才

发现自己这样痛快的允诺似有不妥，还

是应该让她请个德高望重者干这活儿才

好，也可为其新作加点“磅”。但本人一

言既出，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当

然，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之所以如此痛快

地答应晋瑜，完全是因为两年前在拜读

了她的《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后，本就有

些心得想说，只是因为当时为各种琐事

所缠而被耽误。现在趁她的姊妹篇推出

之际，正好将自己两年前欲表达的一点

意思一吐为快，如此而已。

当下“深度”这个词儿比较时髦。“深

度访谈”“深度报道”“深度对话”“深度交

流”“深度跟进”……以示自己的作为不同

于一般、下过一番功夫、发人之未发。倘

果真如此，当然甚好。然细观许多冠以

“深度”之名者，不仅毫无“深度”之实，甚

至连“度”都谈不上，无非是一则通稿拿来

换个标题署个名而已。

而舒晋瑜的“深度对话”则不仅仅是

使用了对话这一文体，而且绝对是有“深

度”的。何以见得？众所周知的是：无论

是茅奖还是鲁奖，所针对的都是某一部

（篇）具体作品，那么，与获奖者之间的“对

话”至少应该是认真地读过这一作品，否

则，你的问题就只能是“你创作这部作品

的动机是什么？”“你期望自己的这部作品

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接下来还有什

么写作计划？”之类的外围问题。但舒晋

瑜的问题肯定不是这样，只要看提问就知

道她一定是看过这部作品；更重要的是她

不仅看过这部作品，而且还对这位作家的

基本状况和其它主要作品也比较了解。

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她设置的问题就既有

获奖的那部作品，也有与之相关联的其他

作品；既有作品自身的创作特色，也有与

作家生活相关的联系。这种近乎多角度、

立体式地设置问题，对读者深入了解作

家、理解作品显然有相当程度的帮助。

这，就是“深度”。

如果说，如此设置问题除了对受访

对象的了解及对其作品阅读的宽度需要

一定保障的话，那么，与此同样重要的另

一个保障则还需要采访者自身对文学创

作内在规律及作家创作甘苦的熟悉与理

解。一句话，就是这位采访者是文学的

内行而非外行，这也恰好应验了那句“外

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老话。只有具

备这样的功底，所设置的问题才能够既

得体、又切中作家作品的要害。举个例

子：比如与鲁奖获得者、小说家兼编剧刘

恒的那篇对话就颇有代表性。在上世纪

80年代如日中天的刘恒后来竟然从小说

舞台隐退成为知名编剧，但伴随着资本

对影视业的深度介入，“电影的生命被抽

空”了，刘恒又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对

刘恒这位具体的名作家或名编剧来说无

论如何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焦点，对

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的小说或编剧也同样

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节点。于是，我

们看到，在晋瑜与刘恒的对话中，有相当

的篇幅都是围绕着这个重要节点展开，

问者层层递进，答者滴水不漏，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煞是好看。但读者正是从这

一来一往中对刘恒无论是小说还是编剧

的创作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这，更

是“深度”。

无论是哪种深度，其要害、其秘诀

说起来并不复杂，无非就是知文论事、

知人论事。这两“知”说起来易，做起来

也不是太难，无非需要时间需要阅读需

要思考。但这三个“需要”恰恰都是苦

功夫、笨功夫，更是硬功夫，没什么捷径

可走没多少窍门可言，我想晋瑜的“深

度”正是源于此。至于那些同样打着

“深度”大旗招摇过市者如果做不到这

三个“需要”则是很容易露出马脚的。

一句话，能否“深度”与否当完全取决于

采访者自身的“厚度”。

仅此一点，足以令人敬佩，也是我十

分愿意在她新作出版之际写下这些文字

的全部原因。

（《深度对话鲁奖作家》舒晋瑜/著，人
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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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来自“厚度”
如 何 从 正 面

给 读 者 讲 述 一 个
追风之城、未来之
城日新月异的科
技创新、建设与发
展的故事，给当下
作家带来了不小
的挑战。面对这
类视域比较宏大、
需要铺展大叙事
讲述一座城市科
技崛起的现实主
义作品，需要小说
本身有足够新意
才能让读者耐心
读完。随着阅读
的深入，笔者这方
面的顾虑被一部
新作打消了。洪
放新作《追风》不
落俗套，不是从某
种观念出发、简单
复制主流形态的
作品，而是从生活
出 发 ，从 城 市 出
发，从科技出发，
从人性出发，讲述
一个城市科教兴
邦、科教兴省、科
教兴市的追风壮
举，呈现给读者的
是一个现代科技
之城的人文风貌。

小说以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
合肥市为蓝本，生动地再现了合肥这
座科技之城迅速崛起的一个缩影。
合肥作为安徽省会城市，在几十年改
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进程中，抓住了
机遇，城市建设尤其科教领域研究等
方面突飞猛进，逐电追风，一群仁人
志士历经几十年的奋进拼搏，不仅一
举跃入全国四大科教基地，还先后成
为长三角副中心城市，进入新一线城
市，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大都
市。《追风》在尊重这些事实的基础上
进行了虚构创作，浓墨重彩塑造了南
州市市委书记唐铭、市长刘振兴、副
市长杜光辉等一群公仆形象，小说主
线围绕他们如何排除种种困难与阻
力进行科技创新、不拘一格广纳人
才、引进并上马一系列重大科技项目
等工作，积极进取，一展聪明才智，给
人一种可亲可近的富有务实质感的
形象。作者对副市长杜光辉这个人
物形象情有独钟，对其人性化的性格
描写不吝笔墨。杜光辉也是小说中
的主角，在南州市的决策层里，他不
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小说的内外
结构及其故事情节中，杜光辉却是一
个聚焦点。

杜光辉是南州市新任市委书记唐
铭不拘一格从中科院引进的一个有高
学历、高职称、出类拔萃专长的高端人
才，他是经济圈子里响当当的经济学
家，被引进到南州市后又被不拘一格
推选任命为分管科技、经济建设工作
的副市长。每日里，他的工作头绪繁
多，交往面广泛，他既是专业技术人
员，又是政府官员，同时又是处于科技
城大发展大建设风口浪尖上的一个励
志性人物，如何把南州市这个焦点人
物推送到读者乐于接受的审美习惯
里，也是作者在创作中要面对的一个
挑战。

洪放创作《追风》得心应手，把故
事讲述得有板有眼，生动鲜活，颇有可
读性，作为当下全面反映一个省会城
市科技创新、彰显一群现代公仆共同
奋进历程的长篇小说，既是一大尝试，
也有诸多突破。
（《追风》洪放/著，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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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还在《花城》当编辑的时

候，晓苏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创作就得到

了编辑部的认同，我们一起去过伶仃洋采

风。后来，我离开编辑部去了高校，高校

工作繁忙，但晓苏笔耕不辍，如今他的新

小说《老婆上树》让我眼前一亮，同名集子

收录的《春回大地》《二十世纪的疙瘩》《发

廊门上的纸条》等作品亦各有特点，让他

的“油菜坡”绿油油、金灿灿。

经过二十世纪新文学的积淀，“乡土

文学”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逐渐形成

规矩和套路，给当代作家的创新带来了难

度，要开辟新路并不容易，每种新文体都

会慢慢下坠慢慢陈旧。或许作家也都像

西西弗斯，知道石头要掉下来依旧努力往

上推。而且无论如何，作家总要书写自己

最熟悉的地域，家乡具有某种挥之不去的

规定性，晓苏也潜心耕耘着他的“油菜

坡”，使其更为璀璨。

《老婆上树》故事新颖，广受好评，荣

获“中国小说学会2021年度好小说”。作

品关注新时代的乡村妇女，勾勒出她们的

新质，这种新质又和时代生活密切相关。

《老婆上树》中的家庭多么普通，简直乏善

可陈。如果不爬上高树，农妇廖香也不值

一提。说来凑巧，这个平常之家有一颗不

平凡的奶柿子树。县演讲协会会长想以

奶柿子送礼，觅到了廖香家的奶柿子，可

是他们家祖孙三代，竟然就没有一个男人

敢爬上高高的柿子树。这为无用武之地

的廖香提供了契机，她不顾乡间不允女子

爬树的习俗，果断地拿出了自己的童子

功，轻捷地爬上了柿子树。摘完柿子后，

她被树梢上的风景迷住了，她得以立于高

处眺望山外的远方，那些比自己家乡更美

更现代的远方；更得以俯视她这个平常的

家，第一次意识到她在这个家中如此重

要！廖香的故事启发了演讲协会会长，遂

推荐她去参加演讲比赛，让她自然而然地

描述了她在上树引发的变化。果然，农妇

廖香的本色演讲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获得

了市级比赛一等奖。获奖归来的廖香成

了经受洗礼的“新人”，她成为贤妻良母好

儿媳。如果小说就此打住，我们就会停留

在这优美的余韵中。但晓苏知道现实的

复杂，知道现代的多重面相，叙述继续往

前发展，廖香继续参加演讲比赛，省级比

赛中她名落孙山，一无所获。带着失落回

到家里，一切显得如此平淡无奇，廖香仿

佛失去了灵魂，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

在暗夜，她再次爬上了高高的柿子树，她

在寻求超越，亦在思考难题，小说就此结

束。廖香的疑难和乡村的困境留在我们

脑海中挥之不去。

与乡村题材比较，晓苏更熟悉的是

大学校园，他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欲望和

理想熟稔于心。开篇的《泰斗》以吴氏集

团的老总吴修的新书发布会为契机，众

人均在紧张地等待学术泰斗章涵到来

剪彩。在即将开会的等待时间里，通过

众人之口刻画出了章涵的学识与风骨，

同时以更多笔墨浓墨重彩地描绘知识

界的世道人心。最终，当“泰斗”得知吴

修的新书是找人代写的，“忿忿地下车

回家了”，为知识界保留了最后的清高，

商界代表吴修则颜面尽扫，黯然失色。

知识资本在与商业资本的博弈中占了

上风，这个结局应该看成叙事人对知识

尊严的持守，这也是作家晓苏对知识界

的期待。

农妇有自己的精神难题，泰斗亦有人

间情怀，共同的是他们都向往高处，向往

精神的清洁与广大，这是晓苏在五光十

色、变幻不定的当代生活中提炼出的精神

气象。晓苏的写作是与第二自我的对话，

也是与社会生活的对话。

（《老婆上树》晓苏/著，百花洲文艺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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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广大的社会生活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