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浩

日前，全套50卷精装本《张
炜文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该
文集计1760万字，是张炜四十
余年（1973—2018）的作品集结。
文集囊括了长中短篇小说、散
文、诗歌、童话、文论等多种体
裁，首次将作家全部作品分类
编排，以时为序，便于阅读、研
究与检索。每卷卷首附有插页，
共收录作家不同时期的珍贵资
料照片400余幅，极具收藏价
值。

张炜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
身的作家，三十岁前即两次获
得全国文学奖，在中短篇小说
领域具有重要影响，而后更以

《古船》《九月寓言》等长篇力作
震动了文坛。他相继创作的二
十余部长篇小说，几乎每部都
引起了热烈反响。尤其是2010
年出版的大河小说《你在高
原》，全书39卷450万字，包含十
部长篇，是迄今所知体量最大
的纯文学小说作品，语言之精
细、人物之生动、故事之曲折，
更有诸多文学手法之运用，可
谓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其
诞生令文坛和社会为之惊叹，
高票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并一直畅销不衰。截至2018年
底，张炜出版长篇小说21部、散
文及诗学著作30余部，其体量
与品质在国内当代作家中少有
出其右者。这次漓江版《张炜文
集》，包括长篇小说20卷，中篇
小说3卷，短篇小说4卷，儿童文

学1卷，散文随笔5卷，文论15
卷，诗歌2卷，此外还附有作家
年表、作品总目等资料。《张炜
文集》的出版是一项较大的文
化工程，从策划立项到编辑出
版，漓江社组成了精干的团队，
花费了两年多时间。2020年6月，
装帧精美、凝聚了许多人心血
的50卷本《张炜文集》终于面世
了。这是作家张炜迄今为止最
为完备的作品总集，是其创作
的一次系统总结，也为中国当
代文学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一
份厚重的基础文本。

作为忠实的历史记录者和
敏锐的时代观察者，张炜的创
作紧扣时代脉搏，感知世道人
心，始终是一位大声疾呼的警
醒者，被誉为“大地守夜人”。长
期以来，对这位量大质高、持之
以恒的不倦的写作者，国内外
众多著名作家和研究者一直给
予深入关注和高度评价。

著名作家王蒙曾对张炜做
出如此评价：“张炜是中国当代
最富创造力和用心灵写作的作
家之一。他是纯文学园地上执
着的坚守者；是一位充满深情
和深挚的忧患感的书写者；他
始终以理想主义的诗情而高歌
低咏。他的作品总是有着一股
导人向善的力量和一贯的道德
激情，直指灵魂和生命。”著名
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则
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上确
认：“张炜是思想底蕴上最为深
厚和深邃的小说家之一，自鲁
迅以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中像张炜这么注重作品的思想
性和哲学内涵的作家，已经不
多了。”著名作家韩少功指出：

“张炜的写作情意温柔，气象宏
大，是关于灵魂的执着追问，关
于土地与文明的诗篇。这样的
作家现在已经不多了。”同为齐
鲁大地上诞生的写作者，诺奖
获得者莫言这样评价张炜及其
作品的经典价值：“在我们的文
学史上、思想史上有许多了不起
的著作是慢慢阅读的，当代人未
必能把它读完，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总有人会重新从浩瀚的作
品里面发现它的当代性，发现它
与当时的社会紧密相连的价值
所在。……他从上世纪80年代
初的清纯——— 像一潭清水一
样，像天籁的《声音》那样一种
清纯干净的写作，慢慢地发展
到像《古船》那样的厚重，发展
到像《九月寓言》那样的华丽，
发展到像《刺猬歌》那样的尖
锐，发展到像‘高原系列’那样
的宽阔，这样一个作家的发
展—变化—进步—深刻的脉络
是非常清晰的，所以我想他在
思想上这种不断的蜕化——— 像
蛇一样不断地蜕皮——— 是非常
值得赞许的，蜕皮多了最终就
变成龙了。他在小说的形式上、
在文体上也在不断地锐意创新
着。我感觉到张炜是我们这个
时代作家里面，一个勤奋的劳
动者，深刻的思想者，执着的创
新者。”著名作家王安忆说：“张
炜身上最文学的东西，就是诗
意，他也是一个抒情诗人。我特
别喜欢他的小说。他是我认为
的正面的作家，有美好的情感。

‘美好的情感’这个话现在已经
被批判得没什么价值了，可事
实上作品的好和坏一定是这上
面来见分晓的。”

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学者
和研究者，对于张炜的创作给
予高度评价和赞许。美国著名
汉学家葛浩文说：“张炜是中国
当代创作最丰、最受推崇的作
家之一。《古船》开始创作时年

仅28岁，无论在内容、风格还是
历史视角方面，都称得上突破
之作。张炜创造了中国小说的
一座里程碑、一部对一切人类
进行言说的作品。在西方，张炜
一直是个谜一样的人物。”诺贝
尔文学奖评委、瑞典著名汉学
家马悦然对张炜的长篇力作给
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小说《古
船》1986年问世后，张炜即巩固
了其作为中国伟大作家之一的
地位。张炜的小说《九月寓言》
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
成功的作品之一。”“最近出版
的《丑行或浪漫》，其中对一些
人物的刻画，是中国现代文学
前所未有的。”美国著名汉学家
金介甫对《古船》和《九月寓言》
撰写长文评析：“《古船》是一部
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史
诗级的长篇小说。该小说将历
史循环的鲜明形象融入长达一
个世纪的社会衰败之中。该作
品于1986年出版，或许成为最
伟大的中文小说，因为书中蕴
涵了他丰富的人生哲学……宏
观层面上别具一格的情节设
置使张炜名噪一时。他既是
大胆的政治评论员，也是先
锋派作家。”

张炜几十年如一日的
坚守与执着，使其作品形
成了深刻的、独树一帜的
审美价值。他具有远超一
般写作者的诚挚和热
情，对真理的追求、对社
会的关注，永不倦怠。回
头检视他四十余年留下
的所有文字，我们会惊
讶地发现：语言文字
一直保持高水准
的精度与雅
致，看不到
对某种风
尚与潮

流的急切跟从和盲目追随，而
始终拥有个人的精神与艺术立
场。他将近1800万字的作品，形
成了一部漫长的个人精神和艺
术史，这是由作家本人一笔一
画留下的生命痕迹，既无法假
设，又无法改写。它所具有的斑
斓质地，已经成为客观呈现，成
为思想与诗性的记录，其重要
价值也正在于此。鲁迅先生说：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
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当我们认
识到这是作家四十余年来的心
血的流淌，就会深深地感受到
一个心灵与一个时代的关系，
评估其不可替代的诗与史的价
值。

我们知道，张炜独具魅力
的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人。面
对最新出版的 5 0卷《张炜文
集》，或可进一步感知优秀作家
历久弥新的奥秘，并确信这样
的判断：只有精妙的文字与深
沉的思想，才有可能经受时间
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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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读史，如饮浓茶

□十年砍柴

在同样的历史机遇面前，
为什么有人脱颖而出，有人寂
寂无名，有人半道折翼，除了才
华、能力的差别以及说不清、道
不明的运气因素外，我以为一
个人能否将自己的人际关系转
化为助力至关重要。一个人不
可能凭空长大，也不可能平白
无故成功，他是在自己所处的
人际网络中一点点前行，寻求
突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
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
克思的这个著名论断，用在中
国社会尤为精准。中国古代是
以血缘、宗族为核心的家国同
构社会，单个的人结成一个群
体做事，很自然地以血缘、姻亲
和地域为纽带。所以，我们能看
到，在历史巨变中，左右历史进
程的人物总是以某地为基础成

集群地出现，如汉代的丰沛旧
友，隋唐的关陇集团，明初的淮
左老兄弟。读史或者看以历史
故事为底色的小说或戏曲，重
要人物的结识和订交总会被浓
墨重彩地书写，如《三国演义》
中的“桃园三结义”和“隆中
对”，《水浒传》中的李逵初见宋
江。这其实就是一个人在人生
重要关头，其人际资源获得了
提升和重组。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阅
读晚清湖湘人物的史料时，喜
欢以人际关系为切入点去观
察、分析，进而从湖湘旁及其他
地区的人物，挖掘和梳理他们
的一辈子从家族到江湖，从本
土到外地，对其影响最大的社
会关系是什么。譬如曾国藩，影
响其一生重要的人际关系，首
先是他通过科考成为进士，并
选为翰林庶吉士，进入清帝国
最精英的社交圈子里——— 他的

座师是道光朝政坛第一大佬穆
彰阿，他在诗酒征逐中结识的
都是大清官场的重量级人物或

“潜力股”；而在与太平军交战
处于焦灼期时他苦苦支撑中，
其九弟曾国荃出山募兵，急兄
弟之难，曾国荃的“吉字营”成
为他后来最为倚仗的嫡系力
量。再如李鸿章，他能考中进
士、入翰林院是他人生极为重
要的起点；而因为他父亲与曾
国藩是会试同年，他得以拜曾
国藩为师，为后来的功业埋下
重要的伏笔；当他遭遇人生低
谷、彷徨苦闷时，已经为曾国藩
的湘军办理几年后勤的大哥李
瀚章及时点拨，为其指明道路。

人总是活在人情世故之
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升斗
小民。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人，对
别人总会有分别心，会分亲疏
远近，会有好恶之感，因此我颇
能理解太后和皇帝为什么习惯

用佞臣，大官喜欢用同乡和门
生，这是普遍的人性使然。

杰出的人物或者位高权重
者，他们不仅仅活在世情之中，
其行为对国家、对社会、对时代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不管是
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他们的言
行，与家国之祸福大有关系，他
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有着浓
厚的家国情怀。谭嗣同、曾国
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彭
玉麟、刘坤一、刘锦棠、刘铭传
这类人物自不必说，即使在高
层政治角逐中因为私情而做出
了颇受非议举动的大僚，如身
为帝师的翁同龢，其基本底色
是大清的忠臣，主观上希望国
家强盛，摆脱内忧外患。包括一
些触发“庚子之祸”的守旧派大
臣，如徐桐、刚毅、赵舒翘、毓贤
等人，他们的下场很惨，他们的
认知和行为现在看来很可笑、
可恨，而在当时他们何尝不自
认是为了江山社稷那样做，内
心充满着道义优越感。他们处
在高位，昧于大势、颟顸糊涂的

“家国情怀”反而害了家与国。
以“家国”和“世情”两个维

度去品评晚清大变局中的人与
事，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些读后
感，发在微信个人公众号（“文
史砍柴”）上与朋友分享。我不
是在写历史类专业文章，所以
不关心自己那些想法有无学术
价值；也不想迎合眼下自媒体
读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
潮，以此来吸引粉丝。我的这些
写作，确切地说是一个中年文
史爱好者的内心自我观照。人
年少时多喜欢读诗歌和小说，

因为诗是情感最直观的表达方
式，小说的情节曲折生动，

而读史是需要有一定人生
阅历的。同样的一位历史人物
和一个历史事件，少年时和中
年时去看，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年少时爱憎分明，喜欢对历史
人物进行简单的褒贬。到中年
后，有着较为丰富的人生经历，
见过许多事，结识过形形色色
的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方才
有一份从容与冷静的态度，才
能理解一个历史人物所处时代
的种种复杂性，如品一杯茶，几
道冲泡，其浓淡与悠远，需要细
细品味。

如品茶一样去读历史，我
自己似乎回到了历史人物所处
的时代。我常反躬自问，如果我
是他，我会怎么做？我和某公，
若在一百多年前相遇，我们怎
么交谈？有可能结交为朋友吗？
对某一件事，若换作我，能处理
得更好吗？左宗棠所言“读破千
卷，神交古人”的人生状态，虽
不能至，心向往之。对于那些历
史人物，若放到当下，我当然会
有情感层面的直接判断，可敬、
可爱、可怕或可怜。我喜欢可敬
又可爱的人物，这样的人能在
家国与世情两端达到平衡。若
无对世情的体察和尊重，一味
强调家国情怀、社会责任那样
的大词，则面目可憎，不近人
情；若一味地屈从世情，圆融处
事，将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当
作不合时宜的累赘，则不可能
从流俗中卓然崛起，即使其社
会地位再高，其人格也是猥琐
的，不值得尊重。

心血绘就文学高原
浓墨铸成心灵史诗

编著者说

近年来书写晚清史者众，文史作家十年砍柴新作《家国与世情：晚

清历史的侧影》则另辟蹊径，选取了从中国人日常文化里终其一身关心

的“家国”与“世情”两大聚焦点切入，呈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

林翼、彭玉麟、刘坤一等众多文臣武将的诸多历史细节，并从他们身边

的朋友、幕僚等延伸开去看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深入探究家国与世情之

于历史的影响和作用力，深度解析晚清王朝的命运以及个人命运的历

史真相。

《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
十年砍柴 著
现代出版社


	A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