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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现在的文学已经进
入正常阶段，不像80年代的时候，
似乎每一篇文章都被大家高度关
注。因此在这样的时候，谁在冬
天里悄悄地播种，我觉得就可以
形成一种汇聚的力量。”白岩松
说，“花地文学榜”就像是羊城晚
报在冬天里种下的文学的种子。

今年是白岩松与“花地文学
榜”的二度结缘。盛典现场，他
携手本届年度作家梁晓声、刘亮
程献上了一场文学的跨地域、跨
时代对话，亮点频出，干货满满。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
员、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认为，推
广文学和阅读是媒体人、媒体该
有的担当。

“有很多经典的东西，当时面
对它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烈
的感受，但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量。
很多年过去之后，新闻头版可能被
遗忘了，但文化副刊所记载的东西
会一直留存，我觉得羊城晚报在做
花地副刊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所感
受。作为一份天天出的报纸，表面
上看是在跟每天打交道，累加起来
还是在跟岁月打交道，再经过时间
的筛选，最后会留下很多经典。”在
他看来，一个文字的媒体，如果没
有了像花地这样的副刊，它的灵魂
和精神世界会荒掉一半。

虽然文学的受众、人们的阅

读习惯在不断变化，但在白岩松
看来，文学阅读从来都是小部分
人的事。“深度阅读不可能成为
一个大众的事业，但我希望大众
偶尔有机会去深度阅读。我为相
当多不读书的人感到遗憾，他们
错过了很多的享受、机会。同时
我也希望我们的作品能有更多的
真善美，形成一种很好的吸引
力，能让更多的人走进文学。”

与此同时，白岩松表示，要更
广义地看待阅读这件事：“我们不
能简单地理解成只是阅读白纸黑
字的文本，比如好的电影、好的音
乐，比如看艺术展、逛博物馆，在
我看来都是深度阅读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打开阅读的空间。”

他认为，当下有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了浅阅读、碎片化阅读，
这也为将来的深阅读提供可能。
但最重要的是，还是要诞生更多
有吸引力的作品，只要有好作
品，不愁没有读者。

对于一家媒体坚持做自己的
文学榜这件事，白岩松觉得，这
是在树立媒体的标准，确立媒体
的个性，也是在寻找和吸引媒体
的受众群体：“气味相投嘛！做
文学榜就是在做自己的标准，因
此要坚决按照自己的标准一年一
年地做下去，当然也要不断地提
升自己的标准。”

作家呈现时代的方式很多

白岩松：首先我要对刘亮程先生说“谢
谢”。他写的《一个人的村庄》曾是我的写作
训练课中的必读书目，所以我给刘老师带来
历届学生读完该书之后所写的读后感，很
厚，我将委托在现场的羊城晚报的记者转给
您，以表达对您的谢意。

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曾经说过，您要用散
文让这个村庄亮相，接下来要用小说丰满、
壮大这个村庄，《本巴》也是描写这个村庄的
故事吗？

刘亮程：《本巴》是来自更远的村庄，它
是来自《江格尔》史诗的启发，塑造了一个
没有贫穷、没有死亡、人人活在25岁的本巴
国度。

《本巴》这本书是我从史诗尽头，另辟时
间再创现实，这是写给我童年的史诗，它仍
然是一个远处的村庄，仍然跟我们的现实、
人生和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作家加入或者是呈现这个时代的方式
很多，有一些是在历史深处寻找现实，有一
些是作为这个时代的旁观者冷眼观看现实，
更多的作家在紧跟时代，把握时代的脉搏。

《本巴》是一个远方的村庄，是一个人类
的村庄，而且离我们又如此之近，我把它写
出来之后变成一个现代的村庄。

天真有力量，但很多人已失去

白岩松：您在前两年采访时提到《本巴》
的写作，用了“天真”这个关键词，说是您写作
历史当中最天真的一次写作，该怎么理解天
真这个词？您还提到童年，是否天真和童年
已经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

刘亮程：天真是我们内心深处被我们保
护最深、最柔软的一点点东西，我读《江格
尔》史诗的时候，被蒙古史诗所透露出来的
天真打动。天真有力量，现在很多人已经失
去这种力量了。读《江格尔》史诗会觉得非
常有趣，因为它是口传文学，在那样的年代，
一到夜晚，部族的老人和年轻人围坐在江格
尔奇（蒙古史诗说唱者）旁边……一直到月
落星稀，东方发白，这是一个民族的想象和
力量。

他们在史诗中塑造无畏、充满天真的英
雄，而且又用这种塑造来激励自己，战胜困
难，获得胜利。我到很多地方都在推荐史
诗，或者是多读史诗，按照文学史的评论，
唐诗之后中国古典诗歌一马平川再无高峰，
但是恰好中国的三大史诗——《江格尔》《格
萨尔王传》《玛纳斯》——是在唐诗之后的千
年间创造出来，我认为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
又一大高峰，只是这一次高峰是由边疆的少
数民族创作的，他们用的诗体截然不同于古
典诗词的精美和委婉，它用大体量的口传史
诗，波澜壮阔地塑造出边疆民族的英雄精
神，是中国文学的又一高峰。

村庄是中国的末梢，会被作
家感知呈现

白岩松：我是蒙古族，来自呼伦贝尔草
原，当然，这是一个偶然。很多人在看刘老师
的作品时会看到风，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相
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更看到您所表现的时间，
在您写村庄的时间中，一天里，我们看到阳光
从村子的东头老土墙上慢慢爬过老王家、老
赵家、老李家，到太阳落山时从老刘家的古墙
走了，这是一种移动。刘老师，我想知道这么
多年您都在新疆，新疆对于一个作家的写作
时间而言，和在深圳有什么不同吗？

刘亮程：我在新疆木里县菜籽沟村耕
读、写作、养老已经有10年时间了，我在这
个村庄能够感受到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时
间，第二个是时代。我能清晰地看见时间的
流动和变化。比如说在村里可以按照二十
四节气生活，不会过错日子。就像昨天是小
雪，在我所在的村庄或者是新疆或者是北
方，都会下一场如期而至的大雪。

在“小雪”的节气中看着漫天大雪，我们
和千年前的古人站在一起，跟一千年以前相
比没有变化过。我还看到这个村庄走过七
八年的时间，无非就是对面山坡上的麦子黄

了七八次，山坡的土地被翻来覆去折腾了七
八次，一个人的岁月就这样耗尽在其中。

当我门口的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之后，
这样一个季节就来到了我的家，来到了这个
村庄，当然也来到了北方大地上。这就是我
在文字中所呈现的时间，我所有的文字都在
写村庄的时间，写人的岁月。当我在村庄看
到70岁、80岁，甚至90岁的老人时，我知道
我的未来也是这样，一个人不用着急，这就是
时间，一张时间的脸完完整整，有鼻子有脸，
有微笑、有眼泪、有皱纹、有沧桑地摆在村庄
中，这个村庄是中国的末梢，末梢神经一点
点细微的触动，可能不被前沿和中心感知，
但是一定会被一个作家感知并呈现出来。

文学让村庄变得稍微“人丁兴旺”

白岩松：希望刘老师一定要邀请很多深
圳、广东，全国各地的作家到您的木垒书院
耕读，您一定要欢迎他们。

我看到花地文学榜把您《风中的院门》
纳入到散文榜单，仔细一看我知道这里有很
多是《一个人的村庄》的文章，我特别喜欢

《风中的院门》里您写的一句话“炊烟是村
庄的头发”。对于现在中国很多村庄来说，
炊烟已经像你我的头发一样越来越少，当
然，我们已经提出乡村振兴了，您觉得文学
和作家能为“头发越来越少”的村庄做一些
什么吗？

刘亮程：我在菜籽沟村已经待了将近
10年，我刚去的时候只是打算养老，后来购
买 40亩大的老学校建了一所书院，又收购
了村庄里几十个废旧民宅招引艺术家居住
做工作室。现在这个村庄已经不同于以前，
已经有很多民宿和农家乐，我们刚入驻时也
提出一个口号：把文学和艺术的力量加入到
村庄的万物生长中。事实证明，文学和艺术
确实也有微薄之力可以让村庄变得稍微“人
丁兴旺”。

村庄的炊烟，在《诗经》中、唐宋诗词中
袅袅几千年的炊烟，尽管在村庄中已经很稀
薄，但是稀薄的烟火还在延伸，也是我感到
欣慰的地方。

一个写作者最好的陪伴就是
写作本身

白岩松：刚才刘老师特别“凡尔赛体”说
他买下了 40 亩的土地，在深圳听到这个数
字估计懵了，我提请羊城晚报可以到木垒书
院看看，也可以选一块作为花地，成为网红
打卡之地。

刘老师属老虎，明年 60 岁了，在 60 岁到
来时，您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您曾经说过一
句 话“ 从 来 没 有 在 写 作 方 向 之 外 耗 费 时
间”，难道没有新的选题让您感到好奇吗？

刘亮程：现在我同时在写两部长篇小
说，从 50岁到 60 岁都在写长篇，选择写长
篇是因为我临近老年，有大块的时间，另
外，我写一部长篇会耗费七八年甚至十五年
的岁月，我希望这样的岁月被一部长篇所陪
伴，我在写它，我在长篇中成长、衰老，小说
中人物的心境也会成为我的心境，小说中人
物的命运也会成为我的命运，一个写作者最
好的陪伴就是写作本身，长篇可以让我在这
么长的时间里只干一件事情，不干其他事
情，让生活变得简单。

白岩松：最后，如果让您给花地文学榜、
花地文学副刊说一些寄语的话，您会说什么？

刘亮程：文学是做梦的艺术，花地也曾
经是我年轻时的一个梦的远方，我现在成
为了它的获奖者也非常荣幸，让文学陪伴
我们，谢谢岩松，邀请你到新疆我的书院
喝酒。

11月23日下午，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合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福田区委区政府主办的“2021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在深圳福田五
洲宾馆举行。王蒙获得“年度致敬作家”称号，刘亮程、梁晓声、冯娜、王鼎钧、阎晶明、文珍、骁骑校等七人分获年度长篇小说、年度短篇小说、
年度诗歌、年度散文、年度文学评论、年度新锐文学、年度网络文学七大门类年度作家（作品）称号。

本次盛典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除了深圳现场活动，王蒙、王鼎钧、白岩松等嘉宾在北京、美国纽约等地连线参加。著名主持人、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评论员白岩松与梁晓声、刘亮程以“新时代的文学书写”为题，围绕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等话题，展开了一场
跨地域的精彩对谈。

深耕“花地”“福田”
分享文学的暖意和诗性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王莉
图/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王磊 陶奕燃 姜雪媛

白岩松：刚才主持人说了一句话特别可
爱，她说王蒙先生可想来了，其实可想来的绝
不仅仅是王老，我也可想来了。不过疫情像一
堵墙，让我这次和花地文学榜不得不保持一定
的距离；恰恰是这种距离，让我去思考什么是
花地文学榜。

花地文学榜是朋友间的一次聚会，是关注
文学的盛会。我认为背后是一种标准和价值
观，而这种标准和价值观在喧嚣庞杂的世界中
像一个接头暗号，使很多有缘的人相遇了，当
然这种标准一定会不断提升，也会得到更多人
的信任。比如说，前不久当花地文学榜公布了
很多榜单之后，我就在散文榜中买了两本书，
这就是任性之后对品性的认可。

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地说一声“谢谢”，
谢谢羊城晚报和深圳福田共同做这件事，用酸
一点文绉绉的话说，就是在冬天里做与秋天有
关的事情，盘点收获；同时更多是像春天的播
种，让所有的参与者和喜欢文学的人能够感受
到夏天的温暖。

80年代写作很纯粹
因为“稿酬太低”

白岩松：接下来有请梁晓声
老师。我也要对梁晓声老师说
一句“谢谢”。上个世纪 80 年代
后期我在北京上大学，我在学生
会，要联系很多人到学校做讲
座。我和同学一起找到梁晓声
老师家里，梁老师答应了去我们
学校做讲座。所以我今天要特
别感谢这个只属于 80 年代的一
次特别的相逢，以及梁晓声老师
对于文学爱好者的肯定和鼓励。

第一个问题，从文学的角度
来说，您怀念 80 年代吗？

梁晓声：我经常回忆起80年
代，刚才还回忆起，是什么原因
呢？颁发年度短篇小说之前，所
有获奖者的参选作品都是书本，
只有到短篇小说时是刊物。文
学刊物在80年代时曾经那样受
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人的欢迎，
大多数是中青年，曾经影响了数
代人，产生了后来的一些作家。

80年代的作家写作相对纯
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稿酬
太低。我记得大约是在第四次
作代会上，王蒙同志已经当选为
作协副主席，他很郑重地在台上
讲到中国作家的稿酬问题，板着
脸很幽默地说低于越南、老挝、
柬埔寨和缅甸，我们都知道他是
在为作家们争取稿酬的福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本身变得
纯粹。

再比如说影视化，我的作品
《今夜有暴风雪》被拍成了电视
剧，但当时没有版权的概念，我
们只是感到高兴。还反过来请
导演和制片人吃饭，感谢把我的
作品拍成了电视剧。那时候的
创作真是对文学的热爱，这种热
爱很纯真，我很怀念。

曾经对文学爱得太猛烈了

白岩松：我是 80 年代的读

者，我发现 80 年代的很多作家都
特别能写，一直写到今天。到底
是什么让你们写得这么久？

梁晓声：最初拿起笔来写作
是出于喜好，因为从小受到的最
多表扬来自语文老师。获奖之
后，我才开始思考什么是作家，
作家应该把文学这件事操弄到
什么样的品相，才不负“作家”两
个字。到了大学之后，我开始反
观自己的创作，开始省察自己的
文学理念。因为你要站在讲台
上，给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孩子
们讲文学是怎么回事。

现在的写作是为了退场而
写。这非常像一个老木匠，他曾
经有一个非常忙碌的木匠房，但
是他现在决定上锁，他要离开。
要把木匠房打扫得干净一些，看
看这块木料还能做什么，那块木
料还能做什么，把这些料理完之
后，上锁，转身走人。

走人的意思就是向文坛转
过身去，向文学转过身去。我可
能就是和文学没有关系，一定要
完全地忘记文学，就是一个广场
上跳广场舞的老人，一个提着篮
子买菜的老人。

因为我也 70 多岁了，我不
太能做到像王蒙老师那样。他
对文学的热爱是非常令我感动
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前面我
爱得太猛烈了，我把一切的感情
都投入到文学里，现在就觉得已
经那样爱过了，就够了，可以去
做一个读文学的人。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
得太匆忙，我想补救一下

白岩松：这个“退场”是一个
虚的概念，还是很实？它是怎样
的一种方式？

梁晓声：这要说到这次获奖
的作品《可可、木木和老八》，这个
小作品实际上是“梁晓声人世间
童书”系列的一篇。我有一个愿
望就是写童书，因为我在读书时

直接越过了读童书的阶段。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想要把

童书和小说结合起来，使孩子的
阅读也像我所期望的那样，不是
只沉浸在“童”字上，而是能够促
使他们用文学的眼光来看。

这也是我离开我的“木匠
房”之前要做的事情之一。我们
这一代人，尤其是我，我们生活
得太匆忙、太瓷实，那种毛茸茸
的人生愉快的感觉，我们体验得
相对少，我想补救一下。

陈凯歌、张艺谋如果
没有反映现实的作品肯
定会有遗憾

白岩松：还是希望这个木匠
房晚一些关，晚一些再晚一些，
因为花地文学榜里的诗歌奖您
还没得过，评论奖您还没得过，
尤其网络文学奖您还没得过呢。

从 80 年代开始您一直是现
实主义写作，甚至 90 年代您会
写《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
直都是现实主义。您的“累”是
否与此有关？为什么不到明朝、
唐朝里待一会儿？

梁晓声：年轻真好，有时候
一个晚上可以完成一篇七八千
字的短篇小说，第二天润色一下
就可以寄出去了。现在身体吃
不消了。

刚才有嘉宾说，我们的文学
依然有对现实矫正的功能，用了

“矫正”两个字，我觉得这两个字
用得好。既然是矫正，你可能有
时不得不像鲁迅那样侧身而立，
这是中国一批依然想要执拗地
秉持现实主义题材、现实主义创
作方法的作家、编剧、导演们所
处的境地。

我曾经跟陈凯歌、张艺谋谈
过，我说我个人作为一个观众，
始终寄希望于你们以最大的才
情和最成功的方式反映我们的
现实。你们如果有两部这样成
功的作品，以后爱拍什么样风格

的电影都可以。但是如果没有
的话，一直拍到老再回过头看，
肯定会有遗憾。我也是这样，没
有这样的作品会觉得遗憾。

和文学的关系如同
牛和土地的关系

白岩松：您曾经说过您不是
书斋里的作家，是土地上生长的
作家。您跟共和国同龄，属牛，
您觉得您这头“牛”是什么样的？

梁晓声：保加利亚有一位
作家专门写动物，他曾经写过
一篇关于老牛的作品。他写
到，一头老牛在路过村庄时，所
有村里的人向它行注目礼，因
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劳动者。它
走到村外，走向它劳动过的那
片土地，那片土地在秋天的时
候开满了鲜花，老牛抬起头来
望向天空，突然像一堵墙一样
倒在地上。孩子跑过去看它的
眼睛，是那么美的眼睛，它的眼
睛里映满了鲜花……

我觉得我的一生，我和文学
的关系，也差不多像牛和它所耕
种的土地的关系。但是现在我
确实累了，我确实想退休了。

白岩松：谢谢您，我愿意理
解，我也认为是这样。今天花地
文学榜对王鼎钧老师的致敬，对
王蒙老师的致敬，对您的致敬，
对所有作家的致敬，不就是向文
学土地上的“牛”致敬吗？就是
一个词，牛！

最后请您对花地文学榜和
文学爱好者寄语几句。

梁晓声：以一份报和一座
城市来主办每年一度的文学盛
事，而且已经持续做了多年，
还做得有成效，可能在全国都
是唯一的现象。所以我希望这
种 联 袂 能 继 续 下 去 ，越 做 越
好，在未来有更多的我的同行
们坐在这里和岩松对话，和大
家分享文学带给我们的那些暖
意和诗性。

梁晓声、刘亮程、白岩松三人对谈“新时代的文学书写”——

让更多的人走进文学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连线】

白岩松：

刘亮程：

花地让有缘人在此相遇

【专访】

把文学的力量
加入到村庄的万物生长中

梁晓声：
退场，做一个跳广场舞的老人

白岩松

刘亮程

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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