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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关于《寻找巴金的黛莉》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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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上下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中，我
们相聚北京，举行“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研讨会，我谨代表中
国作家协会，向陕西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对陕西文学的大
力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向在座和不在座的陕西作家们致以诚挚
的敬意。向长期关注陕西文学发展的各位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陕西历史源远流长，陕西文化博大精深，灿烂悠久的历史文
化，激昂奋进的革命文化，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为陕西作家提
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格局中，得天独厚
的陕西作家，是最具实力的创作群体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创作的 《创业史》《保卫延
安》《风雪之夜》《柴达木手记》等优秀作品，曾经感动过无数中
国人，他们的探索和成就，深深地铭刻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册。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黄土高原之上名家辈出，陕西的文学创
作更加活跃，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叶广芩、冯积
岐、红柯、吴克敬等等，都是为读者熟知的名字。陕西作家频频
获得各种国家级文学奖，而《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已
经成为茅盾文学奖序列里的标志性作品。

时间过得很快，整整 20年前，也是在北京，开过一个“陕
军东征”的研讨会。那次研讨会我相信大家至今记得。陕军东
征，这个军事化的提法包含着人们对于陕西作家旺盛创造力的赞
赏和惊叹，他们带着他们的作品浩浩荡荡地走来，他们的作品是
沉甸甸的，沉到了时代生活的深处，沉到了人心的深处，因此他
们征服了读者。今天，时隔 20 年后，陕西作家再次集结在这
里，研讨会的主题叫做“再出发”，我非常喜欢这个主题，文学
创作永远在路上，一个作家，无论成就大小，他永远不会满足于
他已经走过的路，他永远向着前方，积蓄力量，继续前行。“再
出发”充满自我挑战的魅力就在于此。今天在座的，有 20年前
参加过那次“东征”研讨会的作家，也有的作家未曾参加那次研
讨会，也已成就卓著，广为人知，今天当他们坐在这里的时候，
我相信，这些朋友心里都激荡着“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在
他们面前，还有更为宏大的艺术目标、更大更好的作品，他们不
仅是陕西文学的中坚力量，也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文学的创造发
展。令人欣喜的是，今天在座的还有一批年轻的朋友，对大家来
说，他们的面孔或许还是陌生的，但是，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
已经看到了异彩纷呈的才华。所以，今天的研讨会，是一次回
顾，回顾陕西文学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成就和经

验，也是一次展望，探讨和展望陕西作家未来的艺术道路，在回
顾和展望中，我相信，大家将凝聚起“再出发”的信心和力量，
让陕西的文学走上又一个高峰四起的新境界。

在今天这个场合，我特别想和陕西的年轻作家们说几句话。
我想，今天坐在这里，你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你们感受着大家的
关注和期待，但是同时，你们可能也会感到沉重的压力，面对身
边的大作家、好作家，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者，会感到无力，会
感到自己的轻和小。其实，我们和你们有一样的感受，不仅年轻
时有，现在也有，在文学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会感到，前边有人
在更高的山上俯视着我们，这种俯视感有时可能会令人沮丧，但
是，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人不会被这种沮丧所压倒，相反，正是高
山在前的感觉召唤着我们勇敢地去探索新路。在这个过程中，前
辈作家的经验、他们对文学的赤诚和执著，都会成为激励我们前
行的力量。所以，今天的这个会上，我想我们应该重温柳青的

“六十年一个单元”，重温路遥的“像牛一样劳动”，这是陕西文
学一脉相传的信念，有了这种信念，年轻一代的陕西作家就一定
能够走向新的更高的地方，陕西的文学就一定会代有才人，奔腾
不息。

借此机会，我还要特别向陕西的评论家们致敬。新时期以来
陕西文学的发展，有力地证明了创作和评论的相生相长。从上世
纪 80 年代初的“笔耕”文学研究组到后来的 《小说评论》 杂
志，陕西的评论家们营造了健康的、建设性的批评环境，胡采、
王愚、李星、刘建军、畅广元等等，他们是作家的诤友，可以
说，没有他们与作家们长期的激荡对话，就没有陕西文学的飞翔
和奔腾。当然，讨论陕西文学，我认为，还必须提到在北京的陕
西籍作家和评论家，他们对家乡的文学事业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对拓展陕西文学的视野，阐发陕西文学的价值作出了不懈的努
力，可以说是文学陕军的另一支重要力量。今天，他们中的许多
人就坐在这个会场，我也要向他们表示敬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新的壮丽前景。中华民族正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团结奋进。让我们和我们的
民族一起，再一次出发，为人民写作，为时代放歌，把最好的精
神食粮奉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人民！

（本文系在“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赵瑜先生：
你好！
经友人推荐，我利用两个晚上拜读了你的

《寻找巴金的黛莉》 一书，边读边思，掩卷再思，
实感此书值得一读，特别值得青年人一读。初拿
到此书时，被告知是讲述一个曾与巴金有过交
往、最后落根于西安的人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兴
趣。读完作品，不仅被书中巴金和黛莉的故事所
吸引，而且被你的执著和真诚所感染，使我顿生
给你写此信的念头。

你是一位作家，却具有历史学家的眼光。巴金
给黛莉的7封回信，经过你艰辛的历史挖掘，向我们
展示了民国时期的部分历史、抗战前后的时代场
景，描绘了那个动荡时期里一位爱好巴金作品的文
学女青年的思想和行为历程。我们不能肯定当时
那个文学女青年的思想初衷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和
进步，但在巴金给她的回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在迷惘动荡的社会里反抗封建礼教、渴望新生活、
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青年人的心路。那个年代是国
之将破、民族危亡的年代，富家千金黛莉小姐正是
被巴金的《砂丁》和《家》等作品引起了共鸣，激发了
热血，撞击了思想，遂给巴金先生写信抒发感怀。
我们知道，《家》被称为时代的激流、青春的象征，曾
经唤醒了多少人，激荡了多少热血青年的心灵，至
今都值得青年一代好好阅读。时代青睐青年，时代
更造就有志青年。虽然每个时代都会给青年打上
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每个时代的青年人热爱生活的
激情和不懈追求的勇气是共同的。我希望，我们这
个时代的青年人能够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那种
追求真理、青春向上的精神，保持理想与朝气，担负
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与重任，走向社会，走进人民，共
同实现中国梦、自己的梦。正因如此，我在多个场
合推荐青年人读读这本书，回顾一下那个年代里有
思想、有志向的青年人是如何珍惜时代、有所追求、
不辜负时代的。

对于黛莉，我也感到惋惜，正如书中所写：“至
为遗憾的是，黛莉一个心眼儿准备快些奋身于对日
作战，哪怕牺牲，却没有遇见一位类似‘洪常青’式
的指路人物。”她，和当时众多的热血青年一样，为
了寻求光明四处奔波，最后走到壶口瀑布附近的黄
河东岸，却没有再迈过黄河。倘若她迈过咆哮的黄
河，走向西岸，奔向延安，我想，她的命运可能是另
外一个结局。

你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合格的巴金研究学
者。你说自己没有涉及过巴金研究工作，但在我看
来，你再现了巴金 7封回信的来龙去脉、时代背景，
并将其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清
晰有序地娓娓道来，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谁能有

你这样的执著和认真？我认为，文学家也是洞察社
会、凝练社会精神的思想家，能够用自己的作品震
撼读者心灵、感染读者思想。巴金就是这样一位伟
大的现代文学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
响的大家之一。他不仅用笔下的作品，也用他的人
格和人生态度教育青年、教化社会。读了他的作
品，理解了其中的内涵，会让人终生受益。他又特
别谦恭温情循循善诱，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关爱
有加。他一生中曾给无数的读者回信，就像和黛莉
通信一样，回答他们的困惑，拨开他们心头的迷
雾。我记得他曾经在 1991 年给家乡的孩子回信中
这样写到：“不要把我当做什么杰出人物，我只是一
个普通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
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
这种感情。”他的这番表白是其人格的真实写照。
在1985年一次笔谈中，他曾说：“我五十几年的文学
生活可以说明，我不曾玩弄人生，不曾装饰人生，也
不曾美化人生，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
斗。”这就是他人生的总结。巴金用平凡铸就了伟
大的巴金精神，是我们当代社会的财富，值得悉心
研究，值得全社会推崇。

你是一位作家，在我看来你又是一位名副其实
的地方史志专家。你从巴金7封回信中理出线索，刨
根究底，打破砂锅问到底，从二四七兵工厂到坡子
街二十号到襄汾西贾村到宁武旺族，一直追到兰
州、上海，直到西安，从赵黛莉到赵逢冬到赵少嵘到
赵廷雅、赵廷英到赵瑾直到赵梅生，绘就了一部完
整的地方史志、地方人物志，勾勒出一部兵荒马乱
时期人们逃生迁徙的真实记录。你这种执著的毅力
和严谨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值得地方志工
作者学习。历史是人民的，人民创造了历史。在我们
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像黛莉一样的人，一生经历
就是一部历史，尽管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
但都刻有那个时代烙印的缩影。只要我们去伪存
真，善于发现和挖掘，有扬弃的吸收，就可以演绎成
一部启迪后人的动人故事。

总之，作为一个读者，我非常感谢你和你的朋
友们。由于你们的辛勤劳作，才没有让一个动人的
故事被历史所湮灭，才没有让一位与我们生活在同
一座城市、曾经有过精彩浪漫青春的老人被遗忘。
因此，我已经向多位影视工作者推荐，要他们主动
和你联系，改编你的作品，拍成一部电影或者电视
剧，那一定会触动同龄人的心扉，一定会拨动青年
人的心弦，也一定会有不错的票房。

祝好！希望你能够给更多的平凡人树传。

赵正永
2013年11月28日

尊敬的赵正永先生：
11 月 28 日大函收悉。你的热忱使我感动。你

在百忙之中，对拙著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也促使
我进行了一次深长反思：报告文学应当更加有力地
关切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作家理应肩负起更加深重
的责任，巴金就是我们的楷模。

在信息多元乃至物欲横流的今天，人们对于文
学作品的阅读业已大不如前，而一个省的党政主
管，向读者真诚举荐一部文学作品的事情，亦不多
见。从信中得知，你在多个场合向青年们推荐这本
小书，寄语青年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追求真理，
保持理想与朝气，保持热爱生活的激情和不懈追寻
的勇气，走向社会，走向人民，此乃切中时弊之言,也
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祈愿。同理，没有文学的启
蒙，也没有我们忧患的精神世界。

你希望这本原著能够通过影视形式与更多的
观众见面，引发更宽层面的读者关注，这当然也
是原创作者的期待，更是这本小书的幸运。对
此，我表示诚挚的谢意，愿意为这本小书的拓展
再尽一份力量。

秦晋之好，晋陕一家，文风盛蔚。土地的厚重、
历史的风烟给我们提供了无尽的创作源泉。在当
代中国文坛上，陕西拥有一个极其优秀的群体，不
少同行始终是我尊崇和学习的榜样。有机会到西
安向他们请教，实在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随后寄上一册小书。再致谢忱。
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赵 瑜
2013年12月5日于京

积蓄力量再出发
□铁 凝

社会的转型是每一个人的转型，国家改革是每一个人的
改革。中国的改革经历过30年之后进入了“深水区”，到了
决战冲刺时刻，我们的文学也在回顾过去的历程，总结经验
与不足，确定今后的目标方向，部署新的工作和任务，这也
就是召开“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研讨会的意义。这次会议
的主题是“文学陕军，再次出发”。即是说，在陕西有一个
文学的团体，它曾经出发过，而且有过一次力量的喷发，但
它不满足于现状，不愿意固步自守，它还想动员起来，争取
出彩。会议之所以在北京举行，是因为北京是中国的文学中
心，某种意义上来讲，犹如奥林匹克。再一点，陕西毕竟地
处西北，陕西的作家在一个边远的地方待的长久了，或多或
少就有了地方思维。

我的发言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简略地讲讲我所
认识的当下中国文学；另一个部分我想谈谈陕西当下文学。

我先说第一个主题：中国当下文学。
这个部分我谈三点。
第一、中国的改革还在深入，中国已有很多变化，中国

还有优秀的作品出现。30年的改革使中国的经济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同时使中国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这样的转型
期，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国的文学也得到了大繁荣。可以
说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方面开始，而最早改革的却是中国的
文学，当外国的各种思潮涌进来后，我们狂热地解读和吸
纳，有了新的观念和思维，通过我们的作品又影响到了国人
的观念和思维，扩大他们的眼界和胸襟，反过来再推动中国
的改革发展。中国的作家与这个时代、与这个社会已经血肉
相连，像皮肤一样，你无法揭下来，揭下来就血肉模糊。正
是这样，才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才引起
了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

30年之后，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问题将更加复
杂，它将为文学又一次提供更大的想象空间和丰富的素材，
这就期待着，也必然会出现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 30 年来
优秀的作家和优秀作品的经验，我们有信心大有作为。我
们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就是我们的命
运，这种命运也决定了我们就是这样的文学品种。也就是
说，我们是为这个时代、社会而生的，只能以手中的笔来
记录、表达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它是我们的使命，也是
一种责任。

第二、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在传承上完成了它
向西方的学习。30年来，中国作家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对
外国文学狂热地阅读，疯狂地借鉴，甚至模仿着，明白了文
学应该写些什么，应该怎么写，一步步挣扎摆脱我们作品中
的政治化和宣传化，逐渐回归到文学应有的规律上来，进入
真正的文学河道。这个过程极其艰辛，几乎是三代人的前仆
后继，终于改变了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整个社会对文学
政治的、道德的评判体系和审美要求，才引起了世界的注
意。但以整体来讲，可以说我们学习毕业了，有的学生是优
秀的，有的学生及格了，有的学生还在及格线以下。

整体的学习如果说是毕业了，那就应该开始自己的写作
了。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建立不同于别的国家的中国文
学，是中国特色的文学。特有的地域和特有的文化形成了中
国特有的国情、世情、民情。在这样特有的国情、世情、民
情下产生的中国文学，必然是独特的故事和另有情致的文
字。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文学不但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而且将会是精彩的一部分。

第三、 外部世界看中国文学往往挖掘文学中的中国政
治，我们更需要他们在政治的中国发现中国的文学。外边的
世界在对待中国文学时太注重作品中的政治成分，而不注重
或忽略了作品中的文学价值。这种现象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
间才能消失和更正。一方面需要中国深化改革后，完善我们
的体制和法制，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冲突，使社会逐步走向
成熟和有序。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使国民的生命存在于更高
层次，使这个民族更智慧更诚实更能担当，活得更有尊严。
另一方面，是我们作家进一步提高我们作品的文学品质。天
之所以高，在于它有日月星辰，地之所以厚，在于它能藏污
纳垢，这天是人类的天，这地是中国的地。仰望天上的星
空，写出地的污垢和污垢得以化作肥料长出各色的草木，这
样的文学才有可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读出启示，读出兴趣。

中国当下的文学创造了什么，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事。中国并不缺少优秀的作家，要强调这种意
识，企图有所作为。争取外边世界看中国文学，不仅在中国
文学里看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政治，同样，在政治的中国里
看到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这是最美好的事情，也是最期待
的事情。

我谈的第二部分，是关于陕西文学。

第一， 土地越耕种越长庄稼。陕西在历史上是辉煌
的，而近代以前它衰弱败落，文学更是荒地。在上世纪30年
代，作家只有个郑伯奇，他跟着鲁迅，还常年在上海。真正
的作家产生，是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他们，然后
是新时期文学的路遥、陈忠实、高建群、莫伸、王蓬、叶广
芩、红柯、冯积岐、冷梦、吴克敬等人。这两拨群体，如果
说是丰收了两茬的庄稼，现在就是收获之后又在耕耘播种期
待新的丰收。现在的情况是，在第二批作家大部分逐渐年
老，接下来年轻的一拨，作家数量很大，其中也有几位特别
出色的作家，创作十分积极，但是和其他省市比较起来，在
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还不够多，这是陕西省委宣
传部的焦虑，陕西省作协的焦虑，陕西省人民都在焦虑。在
上世纪50年代，就有过一句话：大树底下不长草。其实这是
没有道理的，后来不是就有了第二批作家长成大树了吗？现
在又有一句话：陕西的土地乏了。这话更没道理。任何土地
都是越耕种越长庄稼。人没有吃饭吃厌烦的，地没有长庄稼
长厌烦的。耕种耕种，关键是耕，还是我们深耕不够，陕西
的土地厚实，而且肥沃，现在需要我们的深耕。

第二， 有这样的品种，也要有那样的品种。上两代的
作家，大多数都是写乡土题材的，其文学成就也是他们的乡
土写作。但是，30年改革以来，中国发展工业城市化，虽然
农村还占着广大的地域，但农村、农业、农民已经不是以前
的概念。上两代作家要么出身于农村，要么长期生活在农
村，这种出身和经历就决定了他们文学的品种。而现在年轻
的作家大多出身于城市，生活在城市，再让他们去写乡土，
他们没有那种天性和兴趣，他们也写不好。他们的特点是一
从事写作，先是在文学营养上汲取了现代主义文学，他们的
生活经历是同转型社会同步的，一方面是社会的物质丰实，
一方面矛盾冲突激烈，他们接受的既是现代的、繁荣的、先
进的、时尚的东西，又是罪恶的、暴力的、变态的、荒唐的
东西。他们应该写他们熟悉的想要写的东西。他们的品种和
上两代品种不同，这需要我们一方面要支持老作家和中年作
家继续写他们的乡土，另一方面对年轻作家要宽容，要开
放，要保护，要促进他们写别的体裁。但目前陕西，因地处
偏远，比不上北京、上海、广州的现代化程度，年轻作家写
作的基地和环境还不怎么好，陕西省政府和陕西省作协应在
这方面下些大力气，来帮助他们。

第三，关于生活与气息。我在这里谈生活，不仅仅是谈
怎样深入生活。当然深入生活是个不朽的课题，没有生活你
怎么写东西呢？陕西上两代作家，他们作品之所以优秀，就
是深入现实熟悉生活，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这种气
息虽然无法定义，但你能感受到它的气味、它的温度，它无
时不在一呼一吸中，而你习以为常以为它不存在，它却正是
你生命的全部，所以有了这种气息，作品才可能鲜活、丰
沛、深刻，有神经有血。我在这里谈生活还有一种意思，就
是我们现在有些作品太受电影、电视、话剧的影响，具体
讲，电影、电视、话剧的流行影响我们的小说。但电影、电
视、话剧毕竟不是小说。以我的见解，流行的电影、电视、
话剧，它们的结构往往是以情节、人物来完成一个故事，小
说应该是以故事、情节、人物来表现一段生活。

第四， 要有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庙宇，自己的对手。
作家比的是什么，比的是创作的能量，这种能量当然也有天
生的，但更多的是后天修养所致。常说养浩然之气，有了浩
然之气，方能风云大观。这种养，来自对现代性的学习，来
自传统性的继承，来自民间性的吸纳。谁做好了，谁的能量
就大。有了大的能量，你不用挑选题材，而题材会选择你，
你可以前瞻社会，引领社会，而不会被社会迷惑和左右。陕
西新一代作家在能量的修养和储备上要有自觉意识，先下手
者为强。长期在陕西，想办法多经见，摆脱地方习气，见多
识广，才知道什么是美，才知道世上还有大小美，而不是在
地方上得意，在小圈子里互相按摩。

要有自己的文学家园，知道我来自哪里，知道我该要什
么，而不该要什么，知道哪里能使自己立足扎根，知道哪里
是我的创作根据地。要有自己的对手，这对手或许是你认可
的作家同行，或许是你崇拜的对象，或许是评论家，无论他
认可你或否定你，你要成长，你要搞文学，可以说你成就的
高低、大小、轻重，决定于你的对手的高低、大小、轻重。

以上是这些话可能说的不正确，但我说的是真话，也是
我当下的一些个人认识，望大家指正。我再一次以陕西省作
协主席的身份代表陕西作家向各位致谢，并以我个人名义向
各位表示感谢。你们在几十年里为陕西文学出力鼓劲，作了
大贡献，陕西第二代作家没有谁没有受到各位帮助指正的恩
惠，陕西新一代作家要出发，请你们再为我们这个阵营培训
和助力。

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精彩的一部分
□贾平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