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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路遥的“遭遇”
□李继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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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手稿类文献中，有
路遥致谢望新信函一件。信中写道：

望新兄：
您好。久别了，甚念！
现通过一位并不熟识的人，将 《平凡的世

界》 二部手稿捎您，这样比邮寄要快和安全一
些。稿件怎发，由您全权处理。因为第一部发
在《花城》，我仍想在您那里发。二部几乎投进
了我的全部精力和热情，我自觉出尽了力，稿
件头天完，身体第二天就垮了，心力衰竭，气
力下陷，整天服中药，也没气力和兴致和其他
刊物交涉。问题是此稿我仍想由您手里发出，
哪怕只发行一两份都可以——这些都是无所谓
的。使我受感动的是，在我耗尽心力寂寞地投
入这件漫长工作的时候，得到了您这样的朋友
的理解和帮助。再一次感谢您。

您那里的情况和处境我不很了解，但能猜
出几分。唉，没办法，不想干事的人总要让想
干事的人什么也干不成！

相信山不转水转，会有好的转机的，如心
烦，可出来走走？

我如身体复元，即起程去煤矿下井 （二十
天左右），然后分别去陕北农村和大学去补充一
些技术性的生活，有什么事，信仍寄作协，会
及时转我的。

深致敬意！

路 遥 8/7

谢望新，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辞典》 这样介绍他：江苏金坛人。
中共党员。197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曾
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共鹤山县
委副书记，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兼广东电视台台长、党委书记、总编辑，广
东省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现任广东省作
协副主席。《作品》杂志主编。1978年开始发表作
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
有《落潮之后是涨潮》《浪潮之外的孤魂》《历史会
记住这些名字》《你带走一片阴云》《春来春去》

《珍藏起一个名字：母亲》《谢望新文学评论
选》《中国式燃烧》 等 10 部著作。曾获中国当
代文学表彰奖、冰心散文奖、广东省鲁迅文艺
奖、新人新作奖、文学评论奖、全国广播电视
学术论文一等奖等。

路、谢友谊，应该是从 1986 年春天开始
的。那时，《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完稿了，而

“更严峻的问题却横在面前”，“按当时的文学形
势，这部书的发表和出版是很成问题的。首先
当然是因为这部书基本用所谓‘传统’的手法
表现，和当时大的文学潮流背逆；一般的刊物
和出版社都对新潮作品趋之若鹜，不会对这类
作品感兴趣。”路遥在 《早晨从中午开始——

〈平凡的世界〉 创作随笔》 中如是说，“另外，
全书共三部，这才是第一部，谁知后面两部会
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说实话，连我自
己也不踏实，怎么能让人家信任呢？更重要的
是，全书将有一百万字，这么庞大的数字对任
何一家出版单位 （尤其是杂志） 都是一个沉重
的负担。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已表现出回避的态
度，我完全能理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谢望
新“用热情而慷概的手接过了这本书稿”，把它
刊登在 《花城》 1986 年第 6 期上。路遥为此一
直“怀着深深的敬意”，恰如他在信中对谢望新
所说：“在我耗尽心力寂寞地投入这件漫长工作
的时候，得到了您这样的朋友的理解和帮助。

再一次感谢您。”
当然，路遥永远心怀感激的远不止谢望新

一个。重情重义、知恩感恩的品格，让他永远
记挂着所有对他有过帮助的人。为他发表 《惊
心动魄的一幕》，“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
导和帮助”他走入文学队列的老一辈评论家秦
兆阳；给予 《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很热情中

肯的评论”的批评家蔡葵、朱寨和曾镇南，他
们的理解使他“在冷落中没有散失信心”；文联
出版公司的李金玉女士，她如谢望新一样的

“热情而慷慨”，使 《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能
及时和读者见面”……就连自己能够“充满责
任感与使命感”地“从事一种与千百万人有关
系的工作”，路遥也认定是生活对他的“拯救”

与“厚爱”，因而“要知恩图报”。他为此“教
导”自己说：“你一无所有走到今天，为了生活
慷慨的馈赠，即使在努力中随时倒下也义无反
顾。”

受这种淳厚素朴的思想感情驱使，《平凡的
世界》 第二部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一次消
耗战”。路遥为之“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没

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能陪孩子去公园，
连听一段音乐的时间都被剥夺了”，忙得“有时
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10点钟左
右”。他的“体力在迅速下降，有时候累得连头
也抬不起来。他抽烟太多，胸脯隐隐作痛。眼
睛发炎一直未好，痛苦不堪”，“走路的速度力
不从心，饭量也减少了不少”。他到了最后阶段
抄改稿子时，竟“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
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在写。他几乎不是用体
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
好在第二部终于完全结束了，而路遥也“终于
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得像一摊泥。最痛苦的
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
残存的力量”。稿子完成的当天，他“感到身上
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
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
料收拾起来”。此情此景，他在信中做了简略叙
述：“二部几乎投进了我的全部精力和热情，我
自觉出尽了力，稿件头天完，身体第二天就垮
了，心力衰竭，气力下陷……”他已经“没气
力和兴致和其他刊物交涉”了，况且本来就想
把书稿仍然发在 《花城》 上，便干脆无条件托
付了谢望新：“稿件怎发，由您全权处理。”

读到这里，我不禁深为感动，当今之日的
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比这种差不多是以命相
托的信任更可宝贵呢？敢由衷信任他人的人，
一定善良、磊落、单纯、正派；而那位有资格
得到这种信任者，自然也一样。路遥与谢望新
以文会友，他们的人品与文品，该能最经受得
起先贤推崇的立世立言原则之称量。让人感动
处还有路遥所言“无所谓”三个字。一座用心
血汗水建造的文学金字塔居然“哪怕只发行一
两份都可以”，身处商品大潮而绝口不谈“钱”
字，路遥的傲然孑然形神可见矣！或许，只有
这样的作家才配谈“独立人格”，只有这样的作
家写出来的作品才是名副其实的“纯文学”吧。

——是的，一切都“无所谓”，惟一的心愿
就是“能把书写出来”！路遥是在用自己的全部
生命去殉他的文学事业，为此他不惮付出任何
代 价 。 似 乎 就 在 此 时 ， 他 开 始 频 繁 地 想 到

“死”、说到“死”，仿佛能活着已是命运格外赐
予的机遇，他必须抓住。他在信上说，“如身体
复元，即起程去煤矿下井 （20 天左右），然后
分别去陕北农村和大学去补充一些技术性的生
活”，实际上他根本无暇顾及身体，不过是刚刚
缓过一口气来，就又投入了第三部的写作——
这是一次近距离的生命冒险，“整个心态似乎是
要赶在某种风暴到来之前将船驶向彼岸”。根本
不再考虑 《平凡的世界》 将会给他带来什么，

“只是全心全意去完成它，完成！这就是一
切”。路遥说，“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
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

“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
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

一语成谶。路遥真的在完成了 《平凡的世
界》 全部创作，又眼看着 《平凡的世界》 进入

“茅盾文学奖”的文学殿堂之后，以 42 岁的大
好年华而訇然倒下了。深深地为之叹惋之时又
深深地为之庆幸：相比于他最尊敬的两个文学
前辈之一的柳青，他是可以欣然一笑的，因为
他毕竟为自己最心爱的作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
句号，从而也为他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
号。然后他追随着正午的太阳，带着炫目的光
芒划破长空遽然远去，用他激流勇退的悲壮，
演绎了人生的别一种辉煌。而他写给谢望新的
这封信，则永远承载着他的生命信息长留人
间，引发“见字如面”的无限追怀与向往。

阴霾10多年，“文革”方结束，那些岁月真的令人不堪
回首。可是对我本人来说，却时或愿意回首，因为彼时有令
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忘怀的3年知青生涯。

忽然有一天，觉得格外天朗气清，待在苏北某果园知青
连的我居然有了报考大学的机遇，于是紧张地复习，更紧张
地考试、体检，终于在1978年岁初进入了此前连想都不敢想
的某大学，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大学生，成为所
谓“新三届”中的“天之骄子”。然而，那时候的读书人能
够读到的书其实很有限，许多教材都是久疏于学术的老师们
匆匆忙忙新编的，且多是没有正式出版的，质朴而又便宜。
又忽一日，在传阅中兴奋地读到了已经引起全国轰动的路遥
的小说《人生》，这算是我与路遥的第一次“遭遇”。

读 《人生》，说人生，争议颇多。那时候的大学生几乎
人人都在谈论路遥的 《人生》，特别是在电影 《人生》 上映
期间，掀起了全社会的关于人生的大讨论，这也许可以视之
为一次实实在在的“人生启蒙运动”吧，文学的魅力或文学
的伟力由此可见一斑。当时的我也和大家一样，因读和看

《人生》 的小说及电影，引起了很多思考，真的是触动了灵
魂。其中，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年轻人无法回避的
爱情、婚姻。这个问题在当年绝对已经成为人生最大的社会
问题之一。《人生》 将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的“三角”
难题生动地展示出来。我曾经在一篇论述沈从文《边城》的
文章中说，人世间总存在着复杂的性别关系，但基本的“民
间原型”却是“三角”模式。与“难婚原型”相应的“三
角”模式诚是普遍存在的把握人类性别关系的基本方式,但
庸俗低能的作家必会将情恋三角写成非常低级庸俗的故事,
可是那些深刻和熟谙人性的作家,却能从情场三角中,展示出
人生中那支扣人心弦、动人肺腑的情场哀乐,将一种人生方
式中蕴含的丰富多样的人情人性及其承受的“生命之重”表
现出来,使之真正成为人们审美观照的对象。显然，这样的

“民间原型”也出现在 《人生》 中，还唤起了很多人的强烈
共鸣，引发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纠结。

作为主人公的高加林，他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就是：选择
刘巧珍还是黄亚萍？当时，在认定“个人奋斗”的必要性
上，人们实际比较快便取得了心照不宣的“共识”，但在爱
情婚姻方面，选“刘”还是选“黄”却成为一个迄今仍难以
解决的“真题”。包括路遥本人，是否很好解决了这一人生
真题？似乎也很难说。而在当时就读中文系的我看来，选

“刘”也就是选“留”，意味着要留住淳朴的“初爱”和由此建
立的家庭；选“黄”也就是选“惶”，意味着要陷入情感的挣扎，
尽管这种感情会有色彩、有浪漫，却极有可能会“惶”的，惶惶
不安，痛苦不已，凄艳迷离，且最终大抵也是要“黄”的……这
种选择上的区别对很多人来说无疑都是非常艰难的。对男人
如此，对女人也是如此；对高加林们如此，对路遥和笔者也如
此。幸运的是，当年笔者受到了《人生》的启发，且基于自己的
人生体验，在大学毕业后，仍宁愿选择在乡下当知青时结识
的那个“她”（巧的很她也姓“刘”，排行老三，友人戏称刘
三姐），于是好人一生平安，并建构了属于常态的且能够基
本体现岁月静好的“情感金字塔”。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要
衷心感谢路遥和他的《人生》的。

第二次与路遥的“遭遇”，是因“窥视”而结识了路遥，研

究了路遥。与第一次的文学阅读之“遭遇”不同，这一次是“奉
命”行事，要从创作心理学角度“窥视”路遥了。

我从大学毕业后曾在故乡亦即淮阴地区任中学教师年
余，也许仍受到“个人奋斗”的启发和激励，勇敢地报考了
西安某大学的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即留校当起了高
校教师。当时，“下海潮”渐渐涌起，心下羡慕却还是坚持
在讲台上、书桌旁打发时光。

几年后的一日，大概是1990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曾给我
授过课的畅广元突然召集五位年轻教师布置任务说，经与省
作协朋友商量，决定编撰一本 《神秘黑箱的窥视》，要搞个

“三极对话”，立意要对陕西五位知名作家的创作心理进行
“案例分析”，即作家、评论家和青年学者共同针对作家创作
心理展开对话。年轻学者率先“发难”，主要针对作家创作
心理特别是创作心理障碍等进行剖析 （他认为陕西几位实力
作家有水平却仍需要新的突破）；接着，作家在看过年轻学
者论文后，自由自主讲述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体悟，有表白，

更希望有辩驳；再下来，知名评论家出马，在阅读前两者文
章之后，写出自己对二者论述的见解，颇有“摆平”或“升
华”的意味。总之，这种“三极对话”的好处，是能让读者
透过对话，感受到一种相对客观的立体化“呈现”，从而有
利于从不同的方面把握作家的创作心态。

畅广元宣布，选中的5位知名作家是路遥、贾平凹、陈
忠实、邹志安和李天芳；担任先期文学批评任务的5位年轻
学者是李继凯、屈雅君、吴进、李凌泽和陈瑞琳；5位评论
家是肖云儒、费秉勋、孙豹隐、陈孝英和李星 （即著名的

“笔耕组”几位骨干）。为了进一步完善该书，后来畅老师请
王愚撰写《创作与批评的多向审视》放在全书的前面，算作

“序言”，自己写了“前言”，还特别请刘建军写出“总评”
《作家创作心理猜测》，进行理论总结。这番策划可谓非常精
心，即使放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大工程”。
经过3年多的努力，该书终于完成，并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
社于1993年9月出版。此时，路遥已经病逝，遗憾未能看到
本书。作为主编的畅广元在后记中提及，“特别是路遥同
志，放弃率团出国访问的机会，写了长达6万余字的创作随
笔，这种对文学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令人敬佩。路遥英年早
逝，我们用这部书纪念他。”

路遥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一位作家。带着敬佩和任务，我
阅读了能够找到的路遥的全部作品，还专门到省作协大院请

教路遥，有时还到路遥家中去拜访，在相关座谈会上认真听
取大家包括路遥的发言，当面询问过路遥若干问题，包括在
餐桌上都愿意坐在路遥身边，询问他吃酒席和当年饥饿至极
的不同感受。总之，经过数月的艰苦努力，我在1991年4月
即完成了一篇4万余字题为《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遥
创作心理探析》的论文。畅广元后来撰文追念路遥，还特别
提及路遥读过我的论文，并由此产生颇多想法，酝酿很长时
间才决定认真撰写长篇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

有人介绍说，《早晨从中午开始》 是路遥的绝笔之作，
他之所以写此长篇随笔与陕西评论家想编一本独特的文学评
论集有关。换句话说，《早晨从中午开始》 是陕西评论家促
成的。路遥看了李继凯的论文《沉入“平凡的世界”——路
遥创作心理探析》 一文后，对畅广元说：“文章写得很认
真，有不少话说到点子上了。当然，我也有我的想法，我一
定要认真写一篇文章作答。”又说：“畅老师，你主编这部
书，我鼎力支持。这次我下决心回答评论界朋友们提出的一

些问题。”之后路遥通过一段时间的充分酝酿，并去陕北寻
找创作灵感，期间放弃了率团出国的机会，以每天1000字的
速度，用一冬天的时间，终于写出了 《早晨从中午开始》。
此时离他的大限还有8个多月。我那篇尝试性的评论确实被
路遥看到了，且引起了他的关注和思考。能如此，我已经很
满足了。

第三次“遭遇”路遥，是近期不期而然触及了“路遥文
学奖”这个话题。我从 20世纪 80年代初最感兴趣的作家是
鲁迅，1983 年考取研究生后即开始研究鲁迅、茅盾、郭沫
若、张爱玲、丁玲等作家，但对所谓当代文学及陕西作家确
实关注不多，只是停留在一般阅读层面。自从畅广元下令研
究路遥以来，情况改变了，我对陕西文学和整个西部文学都
有了相当浓厚的兴趣，除了时有相关论文发表之外，还曾参
与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撰
稿，写成了专著《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

忽一日，我接到西北大学杨乐生的电话，说要开一个座
谈会。我与乐生兄相识多年，他向来善于独立思考，言谈不
俗，不会随便虚应和妥协。而我本人虽误入行政近20年，但
秉性大抵也是不苟且，敢直言，于是乎终于弃政从文。当我
参加座谈会时，发现大家果然能够坦诚直言，并在乐生兄引
导下认真讨论了“路遥文学奖”设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及目
前筹备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我当时在表达自己真实的关切和担心之后，主要提了 6
点建议，后来又有记者打电话给我，说是要继续采访，我便
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但到了报纸和网络上则往往都是
片段或不合本意的表述。这里且比较完整地表达一下吧：

其一是认同。即要努力形成共识，让更多的人认同这件
设奖的事，对其必要性、可行性有充分的了解。为此要做充
分的准备工作，不能霸王硬上弓，简单从事的结果肯定会不
了了之，很快成为过眼烟云，有不少已设的文学奖，尤其是
民间贤达人士资助的文学奖往往因为先天不足、后天不慎而
很快陷入困境并终止了相关活动。

其二是正视。即要正视已经存在的各种矛盾，努力克服面
临的各种困难。其中最为明显的矛盾是发起人一方与路遥家
人一方的意见相左，不能有效化解这样的矛盾，要想成功举办

“路遥文学奖”是很难做到的。事实上，路遥家人的态度已经得
到不少人的赞同，这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作用。同时，如何
合情合理合法地推出该奖，肯定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正视
其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困难，要准备好申报材料等。

其三是必要。即在强调“为了文学”的同时，还要将设
奖作为“必须要完成”的一件大事来看待，要用实际行动表
明这是发起人志在必行的一件大事；同时将设奖的必要性包
括设奖目的、形式、机制等进行更为深入的论争，要对文学
与人民、民众与评价、价值与公益放置于学理层面进行认真
思考和阐述，这样才能找到兴善励志的“行为学”意义上的
支撑点，为设奖奠定理论基础。由此也才可能拿出好的方
案，并完成设奖的各种程序。

其四是调适。就目前情况看，该奖的设计和思路尚不够
成熟，有明显不够完善的地方，主要是在可行性方面缺乏考
量，因此要进行调整以达到适中可行的程度。比如不能过分
理想化，可以划定合适的范围。仅奖励严肃的现实主义小说
家，或仅奖励平民作家创作的小说杰作，不要顾及各种文
体，要少而精，要重奖，要努力建构“路奖”的特色。不要
包打天下，要有适度的限定，才会有为人们所理解的可行
性，并由此得到多方面的支持。

其五是坚持。既然已经在北京和西安等地向全社会发布
消息，启动“路遥文学奖”的相关工作，那么就要义无反
顾，全力开展细致的工作，要为信誉、尊严和承诺而坚持，
要把好的初衷付诸实践，在复杂的国情、人情、文情中，必
须要有咬牙坚持、勇于奉献的劲头和精神才能有所作为。

其六是公平。评奖难，难在真正做到公平，要想设奖成
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就必须通过建立公正稳妥且公开
透明的评选机制，以独立于投资人的机构、机制来运作，不
受出资人乃至权势者的制约，完全从评选宗旨和标准出发。
要公益化，不能商业化，要有相应的监督机制，还要慎选评
委，不能草率从事。是国际化的评委会，还是本土化的评委
会？是老中青的结合，还是专家库的随机组合？是文学流派
的选择，还是多元多样的整合？是临时选聘，还是任期聘
请？等等，都要进行认真考量。“诺奖”、“茅奖”都经历很
多年头了，依然存在问题，但基本的规矩确立了，声誉还是
有了起码的保障，其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和吸取。

我与路遥的三次“遭遇”情况大致如此，但愿这不意味
着结束。

路遥致谢望新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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