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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程树臻自传《坎坷人生路》
□张 炯

寓地域文化于百年家族传奇
□苏晓芳

■创作谈
■第一阅读

树臻同志自传出版了。我向他表示祝贺！我

最早认识树臻是在1977年，那时我被借调到《红

旗》杂志文化组。受老同学任彦芳之约，到北京电

影制片厂共同创作电影剧本《雷声》。当时在那里

写作的还有江西的杨佩瑾和天津的冯骥才和来自

黑龙江的程树臻。我们在一个食堂吃饭，饭后一

起散步、聊天。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高大却非常

腼腆，朴实而憨厚。我因为工作关系，来来往往，

没有常住北影。后来1980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会在云南昆明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我还征

得会长冯牧同志同意，请树臻和叶辛、张抗抗三人

以“青年作家”的名义参加。实际上，树臻比他们

年长，跟我是同代人。我比他大一岁。八十年代

中，大兴安岭火灾后，他担任黑龙江作家协会主席

时邀请许多作家大兴安岭访问，我也去了。我曾

经读过他那时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写了一篇四

万多字的《程树臻论》。所以，算起来我们相识近

四十年了。但他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工作

后，我们干的不是一个行当，基本没有工作关系，

除了在有些会议上见面寒暄几句，彼此很少交

往。作为老朋友，曾听说他退休后身体不很好，我

们都已白发苍苍，只能在心里祝福他健康长寿。

没有想到，他竟能用三年的时间写出五十多万字

的自传，我实在为老朋友的老当益壮，笔耕不息，

感到分外高兴！接到书后，不敢怠慢，接连读了三

天，总算把它读完!从书中，我第一次知道他一生

的坎坷经历，也才比较深入地了解到他怎样从学

习工科而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了解他为黑龙

江作家协会的建设和黑龙江创作的繁荣所做的大

量工作，了解他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十五年来所

做的历史性的贡献，也才知道他全家四世同堂，儿

孙满堂的幸福晚年。他是我国著名的小说家，文

学组织工作者，也是为文学编辑工作献出辛勤劳

动的卓越编辑家。读了他的自传，使我学习到许

多东西，也使我对他更加敬重！

写自传往往吃力不讨好！表面看，回忆性的

文字似乎比较好写。其实，要梳理纷纭复杂的回

忆，讲清许许多多的人物关系，并不容易。要通过

自传不仅写出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心灵历程，乃至

反映一个历史时代，更不容易。把传记写得好看，

写得富于文学意味，就更难了。可喜的是，树臻写

过那么多长篇小说，富于剪裁梳理和结构布局的

经验，文字工夫又好，对生活富于艺术的感受力。

所以，他的这部自传是写得好的，整体上富于文学

性。

首先，自传贵真实。树臻的《人生坎坷路》写

得十分真实。书中对他自己少年时代求学的艰难

与曲折，对家族成员命运的起落浮沉，对五十年代

初期政治的清明和后来左倾路线的危害，对富拉

尔基建厂时期的艰苦和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曲

折，对个人写作所遭的各种际遇与坎坷，对个人命

运与特定时代历史命运的纠结，等等，写来都相当

真实，深具历史的认识价值。他的长篇小说《钢铁

巨人》改编电影，一波三折，乃至因为写到刘少奇

同志视察工厂的一段话而惊动国家文化组，反复

受审查。可以说是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会产生

的典型事件，深具时代特点。作为同代人，他的许

多经历，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都经历过，只不过具

体遭际大同小异。人是社会的动物。在同一社会

中，个人的命运与遭际，总是跟社会的历史变动分

不开的。树臻的自传既写出个人命运和遭际的真

实，也写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真实，这是很不易

的。

其次，自传还贵严谨。真实跟严谨分不开。

树臻不但书写事件严谨，有头有尾，有因有果，有

根有据，细节描写也很严谨。他写自己的家族历

史，上朔到宋代理学大家二程，从“程门立雪”的典

故和程朱理学讲起，自叙是二程的第二十七代子

孙，可以说下了一番考证的工夫。大有做学问的

严谨味道。他写幼年时代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的艰

难生活，许多细节，包括叔伯兄弟姐妹教他的儿

歌，母亲用纸片装订成册，挂到他的脖子上，供他

随时翻阅复习。还写他母亲如何迈着小脚，亲自

送他到徐州上学，途中历尽艰辛。正是许多这样

真实而严谨的细节，带有历史的具体性，分外生动

感人。

再次，文字老到、苍劲、简练、优美。八十年的

人生经历，以五十二万字写出来。没有文字简练

的工夫是难以做到的。但是全书简而不陋，许多

描述都具有驾驭文字的老到、苍劲和语言的流畅，

富于色彩感。特别是他写到自己到国内外各地去

访问和参观游历，文笔更恣肆多彩，简直让读者感

到像是阅读文学游记那样，感受到作者的文采飞

扬和优美。他写母子之爱，夫妇之情，朋友之知，

乃至对女儿、外孙的眷爱，在他多彩多姿的笔墨

下，都写得真挚动人。树臻是作家，做到这一点，

在他当然算不上难事。

最后，他的自传也反映了他为人的思想品

格。树臻为人淳厚，待人真诚，待己严而待人宽，

有大局意识和宏阔胸怀与气度。自传中牵涉到许

多人和事，有些人和事是他所不赞成的，乃至厌恶

的，他都隐其名，或一笔带过。而对于帮助过他，

有恩于他的人，不论地位高下，他总要细加描述，

称赞不已。对于历史大人物，他总很谨慎评价，或

表明有待于后人去评价。我以为，这既反映他待

人宽厚谦和的性格，实际上这样处理也是比较恰

当的。

总之，这是一部富于文学意味，也反映出他的

思想水平的好自传。我想，这样的传记，读者会是

喜欢读的。树臻同志耄耋之年还能完成这样的大

著，他还在后记中表示一息尚存，必笔耕不辍，这

更值得我学习，我祝愿他健康长寿，为我国文学写

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老子《道德经》起首的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是《道德经》里最让

我敬重的一句话。

这句话现在大多被认为是以下的意思：“道如果能够言说的话，那就

不是那种真正的道了”。也就是说，道这种东西，是不可以说出来的，或是

不能够说清楚的。进一步说就是，道这种东西不能说出来，不能与外人

道，也不能讨论。这里所说的道，可以理解为规则、规律等等。也可以延伸

理解为道理、真理等等。

如果真象上面说的，规律、规则、道理、思想都不能言说、讨论，那对

人类社会而言，《道德经》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和可能了。再说，老子不

让别人说，他不是先说了吗？事实证明，越不让我们讨论，两千多年来，我

们反而更好奇，更要讨论，更要言说，更要口口相传，更要穷究到底。老子

欲擒故纵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对古代的经典，所有的言说都是当下的言说，所有的解读都是当下

的解读，所有的视角都是当下的视角，所有的观念也都只能是当下的观

念。对《道德经》的研习，也是如此。

“道可道，非常道”，道如果能够说出来、能够说清楚的话，它就不是

那种真正的恒久意义上的道了。套用这种句式，我们还可以说，规律如果

能够说出来、能够说清楚的话，那么这个规律就不是真正的规律了；道理

如果能说出来、能够说清楚的话，那么这个道理就不是真正的正确的道

理了；真理（真正的道理）如果说出来了，并且还试图说清楚，那么这个真

理就一定不是真正的道理了——不管它如何标榜自己是真理。

这样的话题令人困惑，也有违我们的社会学常识，因为道理越讲越

清、真理越辩越明，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不讨论、不说出来、不讲明白，

谁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有什么诉求、你有什么发明创造？交流用的口头语

言和记录用的书面语言，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但如果我们不在言语上钻牛角尖，而是多视角、更广泛地看事物、看

问题，把老子的话理解为“世界上没有唯一的规律或真理”，我们或能找

到一条看事物的新路径。

乌克兰东部及克里米亚问题，看上去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和局面。

俄罗斯政府认为克里米亚本来就不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只是苏联当局赠

送给乌克兰的礼物，所以现在收回是理所当然的。而乌克兰政府则认为，

克里米亚在苏联时期就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并且在20多年前随着乌克兰一起独立，

俄罗斯的行为就是对乌克兰领土和主权的侵犯。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北约、北美、欧盟、中国，

都由于地缘利益的不同而对俄乌纠纷保持不同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由一家说了算，

那就既不现实，也不客观，更不可能了。

在一个一岁孩子的眼里，世界只有父母亲人和一套房子那么大；在一位不识字的乡村老

伯的眼里，世界可能只有村庄那么大；在我的眼里，世界大体只有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和黄河

流域那么大，在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的眼里，世界至少有亚欧大陆这个世界岛那么大；在天

文学家眼里，世界有几十上百光年那么大；在思想者眼里，世界不是具体那么大而是抽象的

那么大；在老子眼里，世界已经无象无形、无大无小、无色无味、无界无疆。

老子要告诉我们的，大概不是乌克兰东部及克里米亚问题的解决办法，虽然那件事总会

有一个解决办法或结局，不论是使用武力，还是进行谈判，不论是迅速解决、长期拖延还是无

限期搁置。老子要告诉我们的大概是，所有最好的解决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全体拥护；

所有最糟糕的解决决定，都不可能没有人点赞、没有人叫好；所有的解决办法，都会带来解决

不了的问题；所有的主要问题的解决，都会带来新的次生问题的不能解决。所有的欢乐，都有

不欢乐的前提；所有的痛苦，都会有不再痛苦的终结；动态的不平衡是永远的，不动态的平衡

是相对的。这大概正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要告诉我们的真谛。

但我说了出来，这就一定不是老子原话中的真谛了。但没有办法，还是得说出来。因为老

子已经先进行言说了。

■品 鉴

这几年来，关于西藏的各类作品屡屡登上

畅销书排行榜，成为各地文艺青年、驴友背包中

的爱物。但是，这类作品往往则侧重于展示西藏

的自然风光，所关注的基本都是色彩斑斓的经

幡、明媚耀眼的阳光、牛羊成群的草原这类意

象，不但文字浓艳得让人恍惚生疑，情感上往往

处于一种漂浮、疏离的状态，甚少基于独特个人

感受的深层思考，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千篇一律

的感觉。

幸好，从青年作家凌仕江的最新一部散文

集《藏地羊皮书》里，我看到了一个完整得多的

西藏。在他笔下，西藏既深邃又明亮，既复杂又

纯粹，不同的色泽交织在一起，摇曳着多姿多彩

的神韵。凌仕江十七岁即入伍，十多年的军旅生

涯里，足迹遍及西藏各处。在执笔之初，他并未

刻意为笔下的西藏定下基调，但因为经历的丰

富和心思的沉着，他在处理每一种题材、每一则

故事时，各种记忆、思绪、感受一起浮现出来，在

他的文字里交织沉淀，从而让他的文章有了格

外丰厚的意蕴。在观察西藏、书写西藏时，他的

视角是非常独特的。他有着驻藏军人、作家双重

身份，如果说王宗仁等前辈作家凭借《藏地兵

书》等写出了第一代入藏战士的艰难历程，用充

满史诗气质和英雄主义情怀的作品震撼了人们

的神经，他的文字其实以一种清新明朗的质地，

呈现了今日西藏的多样风貌，进一步唤起了人

们对雪域高原的向往。

不可否认，16年的西藏生活经历，为凌仕

江的写作提供了几乎取之不尽的素材。别人看到他不

断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西藏题材文学作品，会觉得他仿

佛一个幸运的宝库看守者，只需在宝库中随意拾取一

些宝石，便是一笔耀眼的财富。他的这种独特优势固然

存在，但应当看到，他总是以虔诚的姿态对待自己的素

材。例如同样是写雪山草地、牧人羊群，他所看到、感受

到的，并渴望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一切，和来去匆匆的

游客、短暂停留的采风者都是不一样的，他的双脚是牢

牢钉入西藏的泥土中的。无论是描摹西藏的景物风情，

还是各种人物，他对于描写的对象总有情感的注入，并

不是停留于外在的观赏、品吟。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

家，每到一处，他总是如饥似渴地聆听、了解。《藏地羊

皮书》里的很多故事，从时间背景来看，明显是在多年

前就已经被他了解到了。但他并未动笔，任凭这些故事

在他心里沉淀，直到他感觉到自己的阅历、心态，以及

对文字的把握能力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处理这些题材

了，方才动笔，重新赋予记忆中的故事以鲜活的灵魂。

《藏地羊皮书》中，我格外看重的是其中叙事性较

强的一些篇目。这些文章里的故事，虽然是他行旅匆匆

中看到、听到的，似乎只是人物的一个短暂生活片段，

但却浓缩着人物的生命历程和当地多年来的历史文化

变迁。在这些文章里，甚少大段的文字描写，无论是抒

情写景，皆是如此。的确，他仿佛在急不可耐地把读者

曳入故事的节奏中，让读者在第一时间看到自己记忆

里珍藏多年却从未褪色的各种人物，看到

一个不单单存在于风景照片、游记文字之

中的西藏。这种叙述手法起初会给读者造

成一定的阅读障碍，因为这样一来，读者就

会在还没有对故事的时空背景有一个初步

的认识时，就迎面闯进故事里，人物正在经

历的一切全然是陌生的。但读者一旦熟悉

了这种结构，就会发现这和文章所要讲述

的故事是高度契合的。他就是要把人物的

命运以一种毫不拖泥带水的姿态展示出来，让读者以

一种最直观的方式看到这些生活在西藏独特自然环境

中的人们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藏地羊皮书》中还有一些作品，其实作者在写作

时已经转业到了地方，在成都这样一座繁华都市中开

始了另一段人生。但这些文章，反而从侧面凸显了作者

对西藏挥之不去的深厚情感，更让读者感受到西藏那

种难以言传的强烈魅力。

已经有长期关注凌仕江创作的读者、评论家注意

到，这几年他其实正在经历写作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

型，具体来说就是他作品中的话题渐趋沉重，文字的色

彩正在由明朗质朴向转向幽深丰厚，理性色彩日益加

重。《藏地羊皮书》就集中了他近几年创作的此类作品。

其实，他如果把早期的清新风格一直延续下去并不是

难事，但他还是选择了超越自己。这种转型在读者眼中

是相当明显的，但对他本人来说，倒未必是刻意为之，

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升华。和他较早作品中

未能摆脱青春文学的色彩不同，如今凌仕江的笔下，屡

屡可见青春的迷失、爱情的终结乃至生命的夭亡。从目

前来看，他关于这些题目的思考尚不具备周国平、史铁

生、周涛等作家那样浓郁浑厚的思辨气质，但是，从事

写作的人总是这样，只要是在凭借一颗初心，真诚地面

对自己的文字，那么总会在自己停下脚步的地方再一

次启航，走向未知的远方。

作家袁雅琴新近出版的《陪楼》是一部

关于鼓浪屿的小说。作品以生动鲜活的人

物形象、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引领读者走

进鼓浪屿，领略一个侨商家族百年的历史

沧桑，也展现出鼓浪屿这一独特地域的文

化内涵与迷人魅力。

所谓陪楼，是指鼓浪屿别墅的一种附

属建筑，它“紧挨着主楼，就像佣人站在主

人身边一样，敛声敛气的。从外形上看，陪

楼与主楼浑然一体，可内部装饰、用料却全

然不同”。小说以陪楼为题，从流落到鼓浪

屿的婢女阿秀——一个像陪楼一样栖身于

鼓浪屿别墅中，也在陪楼度过了一生的女

子——一生的遭际出发来展开叙事，上起

鼓浪屿沦为万国租界之后的1920年代，下

迄经历了近30年改革开放洗礼的新世纪

之初。作品历史跨度大，视野恢弘，但结构

却颇为精巧，在构撰这样一个宏大的家族

题材小说时，作家没有采用常见的长河小

说的样式，而是撷取这个典型的鼓浪屿侨

商大家族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来展开

情节，并将叙事重点聚焦于抗战爆发，厦门

沦陷，日军占领鼓浪屿之后的历史阶段，着

重表现在民族危难面前，鼓浪屿人的苦难、

忍辱与抗争，塑造了阿秀、二龙、维娜、地瓜

等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

小说从故事结构到人物形象塑造，颇

多可圈可点之处，然而，这部作品给我留下

最深印象的则是关于鼓浪屿特有的文化气

质的诗意书写。作为一个风景秀丽而又具

有特殊历史文化的岛屿，它不光拥有阳光、

沙滩、海浪等美丽的自然风光，它还有着深

厚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文化气质，这种独

特气质既复杂又单纯，既开放又保守，既柔

顺又坚强，既吃苦耐劳又享受生活，华洋杂

处，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在此交汇，而正

是这样的文化土壤与氛围孕育出具有独特

人格魅力的鼓浪儿女。

说鼓浪屿文化复杂，是因为这里聚集

了多种文化因子，闽南文化、西洋文化、南

洋文化、宗教文化等在此碰撞、融合，如小

说中的龙家，家庭成员信奉着不同的宗教，

龙老太太笃信佛家，龙家媳妇安韵珍则信

奉基督教，但佛祖与基督在此并不矛盾对

立，并没有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出现所

谓“文明的冲突”，作为第三代的龙维娜甚

至拜完佛祖拜基督，因为他们似乎找到了

不同宗教的相通之处，那就是人性的善良

与宽容，从而回归到一种单纯的理想状态。

作为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组成部分，

鼓浪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20世纪初，

沦为了西方列强竞相争夺的公共租界，但

也因此而获得了更早接触西方现代文明的

契机，至今仍随处可见的西式建筑与钢琴

岛的美名显然与此相关。除了因列强的侵

入而被迫接受强势殖民文化之外，因地缘

关系，隶属闽南文化的鼓浪屿人也是最早

主动走到外面的世界去打拼的一群人。正

像小说中所说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出国是

家常便饭，成年男人大多会下南洋谋生，龙

家第一代、第二代就是这样，而龙家第三代

龙维娜的丈夫向子豪则是去海外求学，并

在学成之后仍留在国外大学工作。但不管

是出国挣得了多少财产，或是取得了多高

的学历，他们最终都会选择回到家乡，并且

恪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娶妻生子，延续家族

传统，小说中说鼓浪屿人的婚姻一般都不

会走出鼓浪屿。

鼓浪屿人的性情是柔顺的，龙博山在

婚前原有自己心仪的女子，但仍遵父母之

命与门当户对的安韵珍成婚，安韵珍虽目

睹丈夫与他人生子，也仍与丈夫相敬如宾，

并一直照顾其私生子，除了基督徒的容忍

与善良使然，其性情的柔顺也是重要原因。

作为第三代的龙维娜虽不愿遵从父亲的安

排，嫁给自己并不喜欢的国军团长左千，但

在龙维娜的反抗之中并没有我们在多数现

当代文学作品中惯常见到的那种青年一代

为寻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而表现出的对

于旧家庭、旧伦理的决绝与叛逆，而更多是

一种温和的反抗。但是，当面对外辱时，鼓

浪屿人又表现出如海边碉堡般坚固顽强、

绝不妥协的一面，“无论海风、潮汐如何改

造、侵蚀”，都不可改变的执着与坚守，作品

着力塑造的抗日英雄二龙、阿敢等是这样，

就连龙老先生这样温文尔雅的老绅士，在

日军要抢占他的家园的时候，也不惜以生

命的代价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像许多以下南洋而开启家族发展并聚

集财富的侨商一样，鼓浪屿人都有着不同

于内陆农耕文化安土重迁的海洋文化性

格，即便是富裕之家，男子长大之后都会离

家出外闯荡，而女子则守望家中，相夫教

子，勤俭持家。在作品中，这种闯荡与守望，

或为家，或为国，无怨无悔，代代相传，不会

因家境的贫富而改变，表现出海洋文化开

拓、进取、务实的一面。同时，鼓浪屿人又是

最浪漫，最会享受生活的，熔铸中西风格的

精美建筑，美丽的海岸线，动听的音乐，古

老的民俗，随处可见的绿树繁花，这些美丽

的细节在小说中俯拾即是，而最让人难以

忘怀的则是作家对于家庭音乐会、中秋博

饼等鼓浪屿家庭所特有的日常生活场景的

精细而传神的描摹。

透过小说看鼓浪屿文化，会发现潜藏

在那些美丽的自然风光与带有小资情调的

人文景观背后的一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

怀，这既是鼓浪屿文化本身的独特魅力所

在，也是作家对于以鼓浪屿为代表的闽南

地域文化的卓越贡献。《陪楼》，既是一个鼓

浪屿侨商之家的家族史，也是一部百年鼓

浪屿的人文志。

袁雅琴并非厦门本地人，她前些年才

从湖南长沙调入厦门工作，作为一个外地

人，书写厦门文化，有其天然的劣势，也有

其优势，劣势显而易见，主要是对厦门乃至

整个闽南文化的不熟悉；而优势则在于，任

何一个外地人，在面对异地文化时，总是先

天带有一重比较的视野，从而能敏锐地感

知在地文化的特质，而不会有久处其中、司

空见惯的漠视与迟钝，或只缘身在此山中

的遮蔽和无视。由湘入闽的袁雅琴以深入

而细致的案头准备与田野调查克服了自身

的劣势，并以一个“新厦门人”对厦门文化

的挚爱充分发挥了优势，从而书写出这样

一部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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