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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位作家曾引领时代文学潮流
几代人都是看着他们的书长大
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波澜起伏中，中国文坛经历过繁花似锦、百家争鸣，也经历过
万马齐喑、一片肃杀，然而文坛之花始终倔强地盛开，为一代一代人带来美好和希望。
每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些震动我们心灵的文学作品，都会记住那位对我们
进行最初文学启蒙的作家。在众多杰出作家中，有哪些曾经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学潮
流，是无数人口中所说的
“看着他的书长大”的那位作家我们挑出的这五位您同意吗？

这部小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节目播
出，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统计，这
部小说的第一次播出中，听众达到 3 亿人。电台还收到上
万封群众来信，在当时创下纪录，这样的盛况以后再未出
现。
《平凡的世界》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对于许多
希望凭一己之力拼命奋斗的求学者、打工者来说，他们面
临着更残酷的生存压力，这本书为苦苦挣扎着的下层青年
带来了难得的温暖和有力的抚慰。
路遥殉道式的文学精神为文坛留下一个沉重而光辉
的背影，他舍生忘死的自残式写作令人惋惜不已，这位如
崖上桃花迎风孑立的“黄土之子”会铭刻在几代人的文学
记忆中。

王蒙
理想主义者的坚持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
用青春的
金线和幸福的璎珞，
编织你们。
”
有多少人曾经满怀激情地把这段话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它又曾让多少人对青春充满幸福的向往？这首诗便是王蒙的长
篇小说《青春万岁》开篇的序诗。
这部小说完成于上世纪50年代，
在上世纪80年代改编成电
影，
几十年来影响长盛不衰。王蒙在创作中大量运用抒情笔法，
使某些章节段落更近似诗歌和散文，
抒发了那个特殊年代赋予青
年人的热情。小说里的人物有着各自独特的性情、
爱好，
心中燃
烧着爱党、
爱祖国、
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青春热情，
《青春万岁》
是王蒙理想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
王蒙卓然独立、
自成一家、
成就非凡，
他
的成长伴随着新中国历史的进程，
成为新中国国史的见证者、
参
与者，
他人生经历复杂，
命运坎坷波动，
大起大落。从早期的
“少
年布尔什维克”
，
文坛新秀作家，
再到革命
“右派”
，
放逐新疆16载,，
而在80年代重新复出，
后又急流勇退，
潜心创作，
选择做一个
“文
学从业人员”
，
王蒙人生的发展轨迹极其特殊，
王蒙在创作中对理
想的反思和执着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
难能可贵的是，
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
依然没有抛弃早年的
理想主义精神，
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对历史理想主
义的认同，
王蒙相信，
不管实现理想的道路有多么曲折，
但前途总
是光明的。正如王蒙在小说《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
他一直渴
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
却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
下放到农村
改造，
但最终获得平反，
重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尊敬。小
说中的张思远多少有些王蒙自己的影子，
也影射了王蒙在实现
理想主义精神的时候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
几十年来，王蒙笔耕不辍，坚持创作了上百部小说，
200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晚年还以小说《那边风景》获
得茅盾文学奖，他书写了中国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巨变中的
坎坷历程和对理想的追求，
成为大时代卓越的记录者。

路遥：

用生命创作的殉道者

直到今天，路遥创作于 40 年前的代表作《平凡的世界》
仍然是中学生必读书目，很多零零后的孩子虽然不太能理
解书中提及的文革往事，却仍然会被孙少安、孙少平兄弟
在逆境中的奋斗所激励，被书中纯洁美好的感情所打动，
这便是一部伟大作品的魅力。
路遥是一位出身于陕西农村的作家，他少时家贫，饥
寒褴褛，又遇共和国 3 年大饥馑，于饥寒屈辱中刻苦求学，
备尝艰辛。他 20 余年潜心创作，以《人生》
《平凡的世界》等
享誉文坛，却因积劳成疾罹患重病，于 1992 年逝世，享年 42
岁，如此英年早逝令人唏嘘。
在新中国文学的天幕上，路遥犹如一颗流星，他的一
生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像的郁闷、痛苦和煎熬，在短暂
的写作生涯里，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辉煌。
其作品展现出的奋斗不息的昂扬斗志曾经感染了无数读
者心灵，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走向了自己的人生征程。
尤为可贵的是，路遥在创作中始终要求自己“不失普
通劳动者的感觉”，他不是为民众“代言”，而是为他们“立
言”。他笔下的典型人物很多都带着他自己的影子——浑
身沾满黄土但志向高远，以“血统农民”的身份塑造出从中
国农村底层走出来的个人奋斗的“英雄”，这是路遥对当代
文学的独特贡献。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1982 年创作开始后，他列了 100 多部的书单，用了一整年时
间翻阅了近 10 年的《人民日报》
《陕西日报》
《参考消息》
《延
安报》和《榆林报》，笔记做了几十本。创作过程中，路遥经
常整天不出门，不吃不睡，沉浸在小说的情节中，甚至除写
作以外的生活机能都退化了，像孩子一样，几乎完全靠弟
弟长年的陪伴。

莫言

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

莫言因近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名声大噪，实际上，
当 30 多年前那部令人振聋发聩的《红高粱》横空出世，莫言
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就已经奠定了。
我至今还记得中学时代第一次读《红高粱》小说时的
感受，在我们那个年代所有的阅读经验中是前所未有的：
文字像火焰一样烧灼着眼睛，浓艳的色彩几乎让人窒息，
现实和魔幻的交织令人如坠梦境，爱的炽热和死亡的残酷
震撼心灵……于是，我深深地记住了一个地方——山东高
密东北乡。
莫言如同一个来自山东乡间的草莽英雄，
他童年辍学，
饱
受饥饿、
孤独、
无书可读之苦，
早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
大书。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提到：
“我在集体劳
动的田间地头，
在生产队牛棚马厩，
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
上，
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
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
故事，
历史传奇，
逸闻趣事，
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
家
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我做梦
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
”
后来走上文学之路后，
他
“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像邮
票那样大的地方”
。于是从 1985 年《秋水》开始，
莫言高举起
了
“高密东北乡”
的大旗，
开始创建自己的文学王国，
他说：
“就
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
我这样一个文学的
流浪汉，
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
”
莫言认为自己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用自己的
方式，
讲自己的故事。
“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
譬如《枯河》中
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
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
一言不发的孩子。
”
莫言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开始讲他人的故事。
“于是，
我的
亲人们的故事，
我的村人们的故事，
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
过的祖先们的故事，
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
从我的记忆
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
们。我的爷爷、
奶奶、
父亲、
母亲、
哥哥、
姐姐、
姑姑、
叔叔、
妻
子、
女儿，
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
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
乡的乡亲，
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
”
获奖小说《蛙》中的姑
姑就是以莫言的姑姑为原型创作的。
母亲去世后，
莫言悲痛万分，
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
这就
是小说《丰乳肥臀》，
他仅用了 83 天，
他便写出了这部长达 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他说：
“这本书，
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
的，
这是我狂妄的野心，
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
‘高密东北乡’
写
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
莫言终于把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讲给了全世界人听，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
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介绍莫
言的作品时这样说：
“在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
历史。……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

王朔

调侃背后的社会批判

至今仍记得 1991 年，在人民大学的电影院看《青春无
悔》，当大银幕上出现“编剧 王朔”的名字，全场掌声雷
动，现在想来有些好笑，但当时王朔就是那么火。学文科
的大学生，如果谁没看过王朔的小说是要被人耻笑的，以
至于我们宿舍人手一本《王朔文集》彻夜苦读，屋中经常
间歇性爆发出一阵大笑，因为里面的对话实在太逗了，那
是纯粹北京式的“逗贫”，这种说话方式应影响了一代人，
当时很多人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幽默。
王朔这个从北京军区大院走出来的孩子，被朋友描
述为“长相清纯，一张娃娃脸，有点像女孩儿。但一笑，又
能拧出点儿坏水来。”他从小就特别能侃，中外军事典故、
京城名人趣事、各种医学案例，张口就来，说到好笑的地
方，能把睡上铺的人笑得铁架子床直摇晃。从海军复员
回京，王朔高考失利，做过药店业务员，做过“倒爷”，甚至
还想开出租，但最终一事无成，这才下决心靠写作寻一条
出路，竟一发不可收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朔写了《空中小姐》
《一半是火
焰一半是海水》
《一点正经没有》
《玩的就是心跳》
《千万别
把我当人》
《永失我爱》
《我是你爸爸》
《动物凶猛》
《许爷》
《过把瘾就死》等中长篇小说，畅销一时。
王朔一声“我是流氓我怕谁”，直如当头棒喝震惊中
国文坛。他的充满北京土话俚语的语言风格，他笔下玩
世不恭的形如“痞子”的人物，在中国文坛是所未有的，甚
至可以说颠覆了很多人的三观。当时再加上王朔编剧的
《渴望》
《编辑部的故事》
《爱你没商量》
《过把瘾》等电视剧
的成功，王朔火遍了大江南北。王朔式语言深入大街小
巷，电视电影，无处不在。
但是，王朔及其作品的争议，自从他成名后至今就一
直没有间断过，甚至他的作品被称为“痞子文学”。可是
在“痞子”表象的背后却另有深意。其代表作《顽主》通篇
充斥着“王氏幽默”，一路靠北京方言调侃下去，表面特别
不正经，下面全是辛辣的讽刺，讽刺社会乱象，讽刺假道
学，讽刺一切假崇高和自以为是的精英主义。
当时的文坛领袖王蒙公开赞扬王朔：
“ 他撕破了一些
伪崇高的假面。而且他的语言鲜活上口，绝对地大白话，
绝对地没有洋八股党八股与书生气。”英文版《商业周刊》
称王朔是“以最现实的姿态叙写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杰
出作家。”
近年来，王朔文风有所转变，相继出版《我的千岁寒》
《致女儿书》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谈死亡、谈亲情、谈人
生，在“痞子”
“ 狂人”诸如此类标签的背后，王朔展露的是
自己的真性情。

刘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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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原创绘本《哇！
故宫二十四节气》以故宫古建筑为故事场
景，展现春夏秋冬四季、24 节气、72 物候的
趣味情节。在故事中，讲述习俗、探寻古
建、发现藏品的文化魅力。同时，融入历
史、地理与动植物知识，使读者感知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同时，获得趣味、增长知识。适
合 3 至 6 岁亲子阅读，6 岁以上儿童独立阅
读。

《人类帝国的覆灭：一个机器人
的回忆录》
作 者：
常博逸 弗朗索瓦罗什
译 者：
蔡愫颖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 1 版 (2019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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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

《三体》是一部奇书，记得我看到第三部的时候，在无
数奇异想像和巨大脑洞的强烈冲击下，心里只剩下一句
话：
“ 太牛了！”从此一看《三体》误终身，彻底沦为大刘的
粉丝。
在刘慈欣之前，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科幻小说作为一
种类别小说，无法登上主流文坛，也并不具有多高的文学
性，然而随着《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雨果
奖”，这一文学门类才受到科幻迷以外的大众的关注。刘
慈欣被封“中国科幻第一人”，他凭借一己之力单枪匹马
把中国科幻小说的水平拉升至世界水平，也撼动中国文
坛，正如高晓松所说，在所有的类别小说之上还有一种小
说叫做“伟大的小说”，而《三体》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看《三体》的时候，很难想像它的作者刘慈欣是一个
常年生活在山西阳泉小城的计算机工程师，一直过着简
单、稳定，甚至有闭塞的生活，靠邮件和网络和外界联系，
工作认真生活严谨，是一位爱穿格子衬衫的理工男。然
而，在不动声色的外表下，他的内心却有着如浩瀚博大的
宇宙，笔下诞生了这样波澜壮阔的史诗。
在大众知道刘慈欣之前，大刘实际上在中国科幻文
学界早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大腕。近 20 年发表作品约 400
万字，国内获奖无数。早年看过他的短篇《乡村教师》
《朝
闻道》等小说，就相当震撼，人类对科学的追求在他笔下
是殉道般的神圣，这样的命题显然已经超出科幻的范畴，
而进入对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这样的思考在《三体》中
达到巅峰，例如著名的“黑暗森林法则”
“ 宇宙社会学”
“猜
疑链”等设定，都凸现了对人性和宇宙的深层审视，完全
超越科幻框架。
如果想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三体》的内容是不太可
能的，只能说刘慈欣用旺盛的精力建成了一个光年尺度
上的展览馆，里面藏满了宇宙文明史中科学与技术创造
出来的超越常人想象的神迹。进入刘慈欣的世界，你立
刻会感受到如粒子风暴般扑面而来的澎湃的激情——对
科学，对技术的激情。正是这种激情，使他的世界灿烂如
银河。这刘慈欣的世界，涵盖了从奇点到宇宙边际的所
有尺度，跨越了宇宙从大爆炸诞生到坍塌的漫长时光，但
是刘慈欣的意义，远不限于想象的宏大瑰丽。在飞翔和
超越之际，他从来没有停止关注现实问题，人类的困境和
人性的极限。
这大概就是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吧！
（来源：北京晚报）

本书以一个 2038 年的机器人的第一人
称视角，讲述了人工智能的研究及应用的
历史：从众星云集的 1956 达特茅斯会议，到
70-90 年代的停滞摸索、逻辑推理与概率
统计的路线之争；再到 21 世纪前 20 年的人
工智能再勃兴——配套技术和算力的发展
使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中非常熟悉
的部分，无声但快速地改变着人类的日常
生活及工业生产；以及 21 世纪三四十年代
的“近未来”中，人工智能的世界会有走哪
些最为可能的路径——有些道路通向人类
的解放和提升，有些则通向人类群体的分
裂和人类统治的瓦解……作者在简短的篇
幅里，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结合历史、经济、
文学想像等多种视角和趣味的别样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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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公知苏珊·桑塔格（1933—2004）
生前即迎来了自己的首部传记《铸就偶像
——苏珊·桑塔格传》，但这部传记只写到
1999 年。而她生命的最后 5 年是她人生又
一个辉煌的阶段，她对美国及世界时事的
评论，她与病魔的斗争，她凄美的人生谢
幕，以及为在世人物立传无可避免的欲说
还休的那部分，都是其传记不可或缺的章
节。桑塔格离世后，随着档案、书信、日记
的开放，本书作者得以在修订旧有内容的
同时，增补大量新材料，优化叙事的质感，
使之成为一部“全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