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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说“苦难中才能诞生灵魂的
歌声”。路遥就是一个有着特别苦难人
生经历的作家，一个对人生充满了许
多思考的作家，一个对生命有着无限
感悟的作家，一个矢志要把这种对生
命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变成人生文
学的作家。如果说苦难造就了路遥的
人生，那么苦难人生却成就了路遥的
人生文学，这集中体现在路遥所创作
的中篇小说 《人生》 和长篇小说 《平
凡的世界》 中。路遥在他 42 年的生命
历程中，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贫寒农家
子弟走入社会的人生历程，并把它艺
术化成了属于路遥的人生文学。苦难
的特别经历和对苦难人生的特别体味
思考，这是路遥创作人生文学的源泉
和资本，也使他人生文学中的人生故
事和人物形象具有了触动情怀、引发
思考的特别力量。

路遥的出生就是悲苦的。人说生
命不能选择，可苦难却会选择生命。
路遥的生命就是被这块高天厚土处处
弥漫着悲苦意味的陕北黄土高原所选
择。在共和国诞生刚刚两个月的时
候，路遥就来到了陕北清涧县石咀驿
乡王家堡村土窑洞的土炕上。可那缺
衣少吃、饥寒交迫的日子使路遥的父
母在抚养了路遥7年之后却怎么也再坚
持不下去了，于是在路遥7岁那年的一
个早晨，父亲带着他来到了陕北延川
县一个叫郭家沟的小山村，父亲与伯
父的一夜交谈，把路遥过继给了伯父
王玉德。年幼的路遥在第二天早晨看
见父亲悄悄地离他而去的时候，满含
着眼泪望着消失在大山沟里那个生养
了他7年的男人背影，路遥心里默念着
说，他被父亲抛弃了。这一人生变
故，就成了路遥生命世界中一个永远
不能弥灭忘怀的情感之结，也就从这
个时候起在路遥年幼的心灵里冥冥中
开始燃起了一把日后越聚越强、越烧
越旺的属于路遥独有的生命之火，即
是要闯人生、要做强男人的生命理
性。被过继给他人使得路遥早早品尝

到了人生的一种悲凉伤痛。在伯父家
虽说有吃有喝了，能上学了，可他人
的冷眼轻贱，甚或有人的热心帮助，
都使路遥正成长的心灵不断滋生出些
扭曲畸形的各种情感体验。他能成为
同龄人中的头头去指使别人砍柴干
活，他也能为了能吃别人一口白馍学
着狗的样子跳起来在空中接食。他没
有经济能力再上初中，可他一定要去
参加考试证明自己考上了。他砍柴掉
到深沟里觉得自己要死了，可站起来
还活着的时候他就默默的心里想一定
要活得更坚强更有人样。在“文革”
岁月，他一个十七八岁的初中生一夜
间就成了县红四野造反派的军长，19
岁就成了相当于一个副县长的县革委
会副主任，紧接着他作为“造反派”
又被清理回乡做了农民。一个被政治
所激发也更充满了政治热望的路遥从
天堂坠落到地狱，面对无尽的山梁沟
壑他只能以劳动来逃避，脱皮了的臂
膀脊梁和满手的血泡使他心里有了何
等的不甘心呀！祖辈是农民，父辈是
农民，难道生在土地上的人就只能祖
祖辈辈的做农民吗？中断了政治仕途
的路遥在两眼一摸黑中看到了文学的
那一点微弱光亮在向自己招手。于
是，写诗成就了路遥，也成就了他的
爱情。他的第一首诗 《车过南京桥》
在县里的油印小报 《延川文化》 上发
表，也就是在这首诗上他署上了“路
遥”二字作为自己的笔名。由于写诗
出了名，路遥又回到了那个使他人生
展现出第一缕光彩的县城做了一名创
作员。特别的作派和诗才，吸引了北
京插队女知青走进了路遥的情感世
界。路遥把爱北京女知青看作是对外
面世界的渴望的实现，然而就在他幸
福地品尝爱的甜美和想象着外面世界
精彩的时候，女知青却招工远走，一
切即刻化为乌有。虽说又有一个北京
女知青因开导路遥而走进了他的生
活，但他心目中所爱的女神还是他第
一个爱人。他灵魂深处萌生了一个意

念：无论如何一定要和一个北京女知
青结婚。本来是两情相悦的纯真爱
情，就这样在路遥的人生里滋生出了
别样的滋味。正是这接续不断的苦难
对路遥生命的撞击，使得路遥对生命
的意义有了更为复杂的体味和思考。
他身不着家，一年大半时间漂泊游走
在陕北高原。他不能有规律的生活，
街边的排挡路边的地摊常常是他就餐
的地方，甚至有时候一天就吃一顿
饭，所谓的饭就是一个冷馒头一根青
黄瓜。实在被吃的欲望折磨时，他就
到朋友处要着吃一顿可口的饭。《人
生》 获奖时他没钱去北京开会领奖，
是他的弟弟借了 500 元钱由铜川赶到
西安把他送上了火车。嗜烟如命的路
遥在 《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的写作时
没钱买烟，急得无所适从，又是他的
弟弟帮助他渡过难关。一个有了 《人
生》 和 《平凡的世界》 的大作家竟然
为 500 块钱落到了这样的地步，这内
心是何样的苦难煎熬？其滋味恐怕只
有路遥自己知道！是苦难造就了路
遥，是苦难使得路遥的人生世界多了
别样的内涵和沉重分量，于是他才能
比他人更深刻地去体味感悟人生，因
此，在他的小说里才会走出来一个个
生动的人物形象。有祖祖辈辈把人生
的命运给了这黄土地的德顺爷、高玉
德、高明楼、刘立本、孙玉厚、孙玉
亭、田福堂等；也有不甘心与黄土为
生却又无可奈何的姐姐、大牛、刘巧
珍、孙少安、金波等；更有新的奋斗
者高加林和孙少平。然而，在苦难成
就着路遥的时候，苦难也快速地结束
了路遥。《平凡的世界》 创作的 6 年，
就是路遥不断耗尽生命能量的 6 年。
1988 年 5 月 25 日路遥给 《平凡的世
界》 画上最后的句号时，他的第一个
动作就是把手中的笔扔出了窗外。他
走进卫生间在镜子里看见自己泪流满
面，他的手像抽搐的鸡爪一样不能伸
展，他在用热水浸泡双手时失声大
哭。后来他用生命的余热写完了创作

随笔 《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个曾经
健壮的躯体从此后就没有了支撑的能
量。他坐在省作协院子的一把藤椅上
晒太阳，一坐就是大半天，不知不觉
地就睡着了。病情加剧，曾经如此自
信的路遥深感自己生命的无能为力。
他心里想，回到自己的老家吃上顿妈
妈做的家乡饭，他的病就会好，他的
身体就会又强壮起来。所以，在他的
故乡通了火车后的第 6天——1992年 8
月 6 日，路遥乘火车到了延安。然而
还没来得及回到乡下的老家，路遥就
病危住进了医院。他肝硬化腹水已到
晚期，9 月他被迫转院西安。1992 年
11 月 17 日，这个从苦难中走来的作
家经过了一番与苦难的搏斗较量后又
在苦难中走了。是苦难造就了路遥，
也是苦难毁灭了路遥。苦难对作家来
说是财富，苦难对现实的人生来说就
只是苦难。

在路遥的人生里，我们能看到保尔
的形象，更能看到于连的影子。而在路
遥的文学世界里，在那个城乡交叉地带
的土地上，保尔和于连交织成了高加林
和孙少平形象。于是在“红”与“黑”的
人生世界中，作家路遥就这样把自己与
保尔、于连、高加林和孙少平融合成一
体。路遥为什么要把“人生”作为自己
小说的标题，当作自己毕生要探索的课
题呢？ 是路遥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所
使然，另一方面是陕北这块黄土地上的
农村青年的命运遭际激发了他的思
考。对社会的苦苦思考和对人生的苦
苦探索终于汇聚成了一股不可抑制的
感情洪流。这就是路遥人生小说后来
所形成的属于路遥所独有的“高加林情
绪”。高加林形象，是中国 20 世纪文学
画廊中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审美内涵的
文学典型，他身上凝结着的那种不安分
灵魂的生命能量将会在文学史上留下
浓重的一笔。路遥让高加林走出土地、
进入城市、实现自我，最终演出了一场
奋斗者的悲剧，这悲剧里面蕴含着社
会、个人、人性的意义却是丰富而复杂、
广泛而多面的。高加林是保尔、于连式
的 交 织 着 复 杂 人 生 内 容 的“ 球 形 人
物”。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中所全力打造的孙少平，却没有了“高
加林情绪”的冲击力，他对现实更多的
是认同，更具“成熟感”和“责任感”。如
果说高加林形象中于连的影子多了些，
那么孙少平就是保尔的再现。单就爱
情这一点来说，高加林与巧珍、黄亚萍
的爱情，在使你心动的时候又使你心里
百味杂陈，难以一言以蔽之，给它定性
结论，因为小说把个人的爱情与社会交
织成了一体。孙少平与郝红梅、田晓
霞、金秀、师傅的亡妻惠英的爱情，使你
得到了一种高尚的感动，尽管这其中

也有着人性的复杂，情感世界中那一
翼纯净、向上、奉献的正面性美德更
深入人心。

如果说苦难是路遥人生文学的立
足点，那么苦难人生中的孤独思考则
使路遥的文学有了特别的亮光。孤独
感不仅是路遥的心理感受，更是他的
人生状态。也正是这种由内到外、由
外到内的始终相伴相生的孤独，使得
路遥善于思考。苦难中的思考是发愤
的思考；奋斗中的思考是不满足的思
考；挫折里的思考是坚守的思考；逆
境里的思考是不屈服的思考。思考使
得路遥的人生文学具有了深刻的价
值。从生活的孤独到文学的孤独，路
遥不断深入到人生价值世界的更高
点。他钟情于咖啡和香烟，更使他的
思考有了新角度和深度。如果说如命
的嗜烟是农民的心理情结的体现，那
么，钟情于咖啡，就是其渴望走出黄
土地的心理情结，它给了路遥城市的
想象。这就不难理解，他的小说 《人
生》 起初的名字是 《你得到了什么》，

《平凡的世界》起初的名字是《走向大
世界》。这里边有着路遥怎样的思考？
而后来的改变又赋予了他的创作怎样
新的内容？路遥的创作是在烟雾中煎
熬过来的，那黄土地上苦难的人生就
像路遥手里那不停燃烧的烟卷一样，
在时明时灭中不断地延续着，那生存
在黄土地上的青年们有着如此深重历
史创伤，也就像路遥烟卷的烟雾缭绕
般紧紧裹挟而挥之不去。在路遥那香
烟的燃烧里，吸进去的是苦涩，吐出
来的更是苦涩，而当这苦涩也不能继
续时，他惟有回到生养他的那片苦涩
的土地上，或者干脆就进入到更孤独
的大沙漠里。苦难使路遥的人生文学
有了深重的厚度，但激荡于路遥苦难
心胸中的那一束理想的亮光，却使路
遥的人生文学中又洋溢着一种令人无
限神往的浪漫情怀。这就是路遥在嗜
烟如命的苦难里为什么却又如此钟情
于咖啡的缘由所在。陕北男人那种外
静内热的特点是路遥心理结构的重要
组成。他的生活里可以少穿没吃、饥
寒交迫，他的精神里却永远保存希
望。哪怕期望又变成失望，但马上就
会又生成另一个明天的期望。路遥的
生命如此，路遥所创造的人物也是如
此。如果马建强没有美好愿望的支
撑，他能熬过那一次次的饥寒交迫
吗？如果高加林没有对城市的痴情渴
望，他怎么会蹚上那尘土飞扬的人生
之路？如果孙少平没有走出去的渴
望，他又如何把那接续不断的挫折磨
难化解于淡定从容的人生中？生命的
世界，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一边
是阴冷恐怖的魔爪撕扯，一边是绚丽

温暖的阳光照耀。路遥对人生两极的
苦行僧式的真切体验，使他的文学充
满了生命两极的灿烂。

在苦难中孤独的思考使路遥的人
生文学有了特别的亮光，那么思考而
来的多重性矛盾则使路遥的文学有了
更厚重的滋味。路遥有许多两难境
遇。他绝不可能想到自己7岁时被父亲
过继给别人，他想跟父亲回家可又怕
回了家缺吃少穿更不能上学读书；他
不想学狗一样跳到空中接食吃可又是
那样想吃到一口白面馍馍；他根本就
没想到要去造反、去当县领导，可就
是走上了那样的路。他不爱后来成为
他妻子的那个北京女知青，可要和北
京女知青结婚的念头促成了这婚姻；
他原本对文学并没有发自生命深处的
热情和追求，可日后却从事了文学而
且为了文学不惜“对自己也要残酷
些”。他 20 岁前断了政治仕途走上了
文学之路，可 20 年后获得了文学巨大
成就却又强烈的渴望重返政治仕途之
路；已经和妻子早就名存实亡的婚姻
可就是不愿履行离婚手续而要苦苦维
持。如此多的矛盾着的状态，既是路
遥留给后世的谜，也是路遥人生过程
中的真切经历。是苦难的派生？还是
孤独的扭曲？但毫无疑义，生命的矛
盾却成就了一个丰富复杂的人生世
界。当这种矛盾着的生命转化为一种
文学样式时，它就产生出了一种只属
于文学的触动世界的力量。伟大的作
家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伟大的作品
更是在这样的情形里出现的。文学作
为感受的艺术，其传世的魅力就存在
于这种超越了逻辑理性的感性世界
里。路遥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路遥
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他面对这一个接一
个的矛盾时感悟出了矛盾背后所存在
的人生的意义，而且他又把这种精神
的感悟转化成了文学的形象世界，并
展现了出来，由此使这种感悟具有了
一种普适性的精神内容。高加林活出
另一个人样的挑战性冲击中深藏着怎
样的内心隐痛，孙少平百折而不屈的
人生中那种炼狱般的担当和承受，每
迈出的一步无不包含着矛盾中的纠结
与煎熬。路遥在这矛盾的煎熬中艰难
前行，他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又何尝
不是在这样的矛盾煎熬中艰难前行？

路遥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路
遥的悲剧也是非常态的。42 年的生命
过程，对一个生命来说是短暂的。19
年的创作生涯，对一个文学生命来说
更是短暂的。短暂固然使人感慨，但
短暂更让人思考。走了的路遥毕竟是
走了，中断了的人生文学创造也毕竟
中断了，但那个走了的生命和中断了
的文学世界，却留给人无限的回味。

路遥人生文学的审美价值
□马至融

路遥的中篇小说处女作 《惊心动魄的一
幕》，发表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上。这
部小说是路遥作品首次在我国大型文学刊物上
的亮相，并于1981年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
说奖。这部小说的发表，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路
遥文学创作的自信心。随后，他才有中篇小说

《人生》 以及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 的问世。
考察这部小说的发表过程，对于研究路遥创作
有着重要意义。

一

新时期之初，担任 《延河》 文学杂志编辑
的青年作家路遥，还只能在编辑之余，业余从
事文学创作。当时，文学界拨乱反正，作家的
创造性劳动得到极大的鼓励，这对于心性刚强
的路遥来说，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波。路遥一边
冷静地审视着文坛动向，一边认真思考与创作。

1978 年，就在“伤痕文学”铺天盖地之
时，路遥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革”武斗为
题材、以“文革”前夕担任延川县委书记的张
史杰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 《惊心动魄的一
幕》。这篇小说没有迎合当时“伤痕文学”发泄
情绪的路子，而是进行彻底的“文革”反思，
塑造县委书记马延雄在“文革”中为制止两派
的武斗而进行飞蛾扑火式的自我牺牲。它是路
遥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题材，一则路遥有在

“文革”武斗时的亲身经历和生死体验，写起来
得心应手；二则他对当时的文艺政策走向有一
个基本的判断，认为“伤痕文学”虽是逞一时
之快发泄情绪，但文坛终究要有一些正面歌颂
共产党人的作品，而他的这部作品的“着眼点
就是想塑造一个非正常时期具有崇高献身精神
的人”。在创作手法上，这部中篇深受法国作家
雨果《九三年》的影响。《九三年》写的是在光
明与黑暗短兵相接时英雄主义的闪光。路遥在
这部中篇中也想来个土崩瓦解的结果，在矛盾
的最高潮结束。他下定决心创作这部与当时的
文坛潮流有些不甚合拍的中篇，是一招险棋，
剑走偏锋。很多年后，时任 《延河》 诗歌编辑
的晓雷回忆：“我看过后的第一感觉是震惊，既
震惊这部小说的真实感和我的朋友闪射出来的
令我羡慕甚至嫉妒的才华，又震惊于这部小说
主题和思想的超前。那时我的思想还深陷在文
化大革命好的长期喧嚣形成的藩篱中，而如今
由我的朋友捧出一部讨伐文化大革命的檄文，
怎能不让我感到惊恐呢？但我的真诚认可了这
作品的真诚，我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它，并表示
我的支持。我们在共同商量这作品的题目，似
乎叫作‘牺牲’，意思是表面写一位县委书记在
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中牺牲了，实际深意表明不
仅这位县委书记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而且
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同样是文化
大革命的牺牲品。”不仅晓雷看到这部小说时叫
好，《延河》副主编董墨也有同感，路遥拿出这
本小说的初稿让他看后，他认为：“这个中篇小
说与当时许多写‘文革’题材的作品，有很明
显的不同，这种不同是作家着眼点的不同。”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彻底否定，而
路遥以“主题先行”的方式，进行“文革”反
思，这不能不说具有思维的前瞻性。1978年12
月18日至22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
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
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
文学编辑们能否完全领会路遥的创作意图，这
也是个未知数。

事实上，《惊心动魄的一幕》 写成寄出后，
路遥的心也就随之悬了起来。这部中篇先是

《延河》副主编、路遥的恩师贺抒玉推荐给某大
型文学刊物的主编，不久被退了回来；又寄给
一家刊物，二次被退回。两年间，接连投了当
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在“周游列国”后，

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每次投稿后，路遥都在
等待发表的焦虑与煎熬中度日如年。而那时的
陕西作家却一路高歌，莫伸的 《窗口》 与贾平
凹的《满月儿》在1978年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
小说奖，陈忠实的 《信任》 和京夫的 《手杖》
又分获 1979 年与 1980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陕西已有 4 位作者在全国获奖，而路遥却出师
不顺。

这样，路遥的创作一直在中篇与短篇之间
犹豫，他甚至重新捡起短篇，先后写出了 《在
新生活面前》《夏》《青松与小红花》《匆匆过
客》《卖猪》等作品，这些短篇小说仅仅是发表
与增加数量而已。

当 《惊心动魄的一幕》 再次被退回时，路
遥甚至有点绝望，最后他将稿子通过朋友转给
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结果稿子仍没有通
过，原因仍是与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
朋友写信问路遥怎么办？路遥写信告诉他转交
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如果 《当代》
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寄回，一烧了之。

二

1980 年春天，就在路遥彻底灰心的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幸运之神终于降临到不

屈不挠的路遥身上。过不多久，《当代》编辑刘
茵打电话到 《延河》 副主编董墨那里，明确地
说：“路遥的中篇小说 《惊心动魄的一幕》，秦
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
京来改改，可不可以来？”董墨很快把电话内容
告诉路遥，路遥欣喜若狂，他终于看到所期望
的结果了。《当代》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杂志
的“四大名旦”之一，有“直面人生，贴近现
实”的特色，以发表现实主义作品为主，整体
大气、厚重，能在 《当代》 上发表小说是每个
作家所梦寐以求的事情。

1980 年 5 月 1 日那天，路遥激动地给 《当
代》 编辑刘茵写了一封长信，诚恳而详细地阐
释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动因、思路乃至写作中的

苦恼。这封信件，是目前路遥本人关于 《惊心
动魄的一幕》 最系统的创作阐释。他甚至明确
地告诉《当代》编辑：“我曾想过，这篇稿件到
你们那里，将是进我国最高的‘文学裁判所’

（先前我不敢设想给你们投稿）。如这里也维持
‘死刑原判’，我就准备把稿子一把火烧掉。我
永远感激您和编辑部的同志，尊敬的前辈秦兆
阳同志对我的关怀，这使我第一次真正树立起
信心。”同时，路遥还提出“想在校样上改一改
个别不妥的地方”。路遥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信中
有清晰展示。

当然，《惊心动魄的一幕》能在《当代》上
刊发，这将是他创作的重大收获。就在1980年
5 月 1 日，路遥又情不自禁地给朋友谷溪写信，
表达了他当时的激动心情：“好长时间了，不知
你近况如何。先谈一下我的情况，我最近有些
转折性的事件。我的那个写文化革命的中篇小
说 《当代》 已决定用，5 月初发稿，在 《当
代》 第三期上。这部中篇 《当代》 编辑部给予
很高评价，秦兆阳给予了热情肯定……中篇小
说将发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的刊物上 （人
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另外，
前辈非常有影响的作家秦兆阳同志给予这样热
情的肯定，我的文学生活道路无疑是一个最重
大的转折……”路遥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连

续使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莫大的荣
誉”、“一个最重大的转折”这些极致性的词
语，来表达他的兴奋心情。这说明路遥在文学
突围时期，文学前辈秦兆阳的充分肯定，对他
提升文学创作信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80 年 5 月初，路遥应邀到 《当代》 编辑
部修改小说。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到北京，并
在责任编辑刘茵的陪同下，去北京北池子秦兆
阳住所见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 《当代》 主编。
秦兆阳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学生，他的青
春年华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全国解放后，他担
任过 《人民文学》 副主编、《文艺报》 执行编
委。1956 年发表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引起了很大反响。1957 年，他被打成右派下

放。1980 年，他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代》
文学双月刊主编。也就是说，《惊心动魄的一
幕》 是他上任不久后就看到的作品，路遥的确
是幸运的，他的命运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结
果，路遥在秦兆阳与孟伟哉、刘茵等人的指导
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了20来天，作品比
原稿增加了 1 万多字。路遥当时无限感慨地
说：“改稿比写稿还难。”

路遥在1980年5月24日给好友谷溪的信中
谈到这个情况：“我于5月初来北京，在人民文
学出版社改那个中篇小说已20来天了，工作基
本告一段落，比原稿增加了1万多字，现在6万
多，估计在《当代》第三期发 （6月发稿，9月
出刊）。此稿秦兆阳很重视，用稿通知是他亲自
给我写的，来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在家里约见了
我，给了许多鼓励……”

三

《惊心动魄的一幕》 在 《当代》 杂志 1980
年第 3 期上头条刊发，秦兆阳专门题写标题。
在秦兆阳的力荐下，《惊心动魄的一幕》还一连
获了两个荣誉极高的奖项：1979-1981 年度

《当代》 文学荣誉奖；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
奖。尤其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新时期陕

西作家的第一次获奖。路遥的好友、时任 《延
河》 诗歌编辑的著名诗人闻频，见证了路遥得
知获奖消息的情景：“记得有一个礼拜天，一大
早我在办公室写东西，他从前院急促促进来，
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一进门便高兴地喊：‘我获
奖了！’说着扑过来，把我紧紧拥抱了一下。路
遥这种由衷的喜悦和兴奋，我只见过这一次。
这是他 《惊心动魄的一幕》 在全国获奖，也是
他第一次获奖。后来的几次获奖，包括茅盾文
学奖，他再没激动过。”

1982 年 3 月 25 日，秦兆阳在 《中国青年
报》 上撰文 《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
志》，再次谈到当初对《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第
一印象：“初读原稿时，我只是惊喜：还没有任
何一篇作品这样去反映文化大革命呢！而你的
文字风格又是那么朴实”、“所以路遥同志，你
被所熟悉的这件真事所感动，经过加工把它写
出来，而且许多细节写得非常真切，文字又很
朴素，毫无华而不实的意味，实在是难得”。他
也客观地分析了这部中篇小说没有被评论界关
注的原因:“它甚至于跟许多人所经历、所熟悉
的文化大革命的生活，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
感之情和对‘四人帮’的愤慨之情，联系不起
来。因此，这篇作品发表以后，很长时间并未
引起读者和评论界足够的注意，是可以理解
的。”秦兆阳的独具慧眼赏识了这部小说，并成
就了路遥。命运的转机就在坚持之间，对于路
遥来说就是这样！这样，路遥鲤鱼跳龙门，一
跃进入全国知名作家的行列中。从文学创作的
角度来讲，路遥的文学创造道路可以说是从这
部中篇小说开始的，作为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是
从这部小说开始显露的。从此，路遥的创作跃
上了一个新台阶。

《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至少有这样几重
意义：一是极大地提升了路遥文学创作的自信，
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二是使他跻身全
国著名作家行列，为全国文坛所关注；三是改变
了他在陕西文学界坐冷板凳的际遇。在1981年
的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获奖座谈会上，中国青
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郑重向路遥约稿，才有
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此后，“农裔城籍”
的路遥找寻到“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
特生命体验的优质文学表达区位。

当然，并不是说 《惊心动魄的一幕》 就是
一篇十分成功的作品。1985年元月，路遥在接
受采访中坦诚地谈到它的局限：“这个作品比较
粗糙，是我的第一个中篇，艺术准备不充分，
很大程度上是靠对生活的熟悉和激情来完成
的，因此，许多地方留有斧凿的痕迹……”

1991年，路遥在创作随笔 《早晨从中午开
始》 中直言不讳地称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
克拉索夫”，他这样写道：“坦率地说，在中国
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
是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
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秦兆阳等
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
的队列。”这进一步证明《惊心动魄的一幕》发
表之于路遥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的
发表过程及其意义

□梁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