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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贴 《沉浮庄则栋》
鲁 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沉浮庄则栋》是一部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乒乓球世界冠
军庄则栋人生历程的纪实文学。该书以作者与庄则栋50多年
的交往为基点，分不同阶段、不同方面，真实地讲述了庄则栋
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经历。书中配插了近百幅照片、图片和庄
则栋的书法作品。

两岸作家首次合作共诉乡情
长篇小说《原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1949 年，国民党携百万人口
退守台湾，一道海峡自此成为两岸刻骨铭心的伤口。至
1987年开放探亲，在近 40年间，“回家”成为台湾老兵最强
烈的渴望，同时也伴随被逮捕、枪决的危险；而对大陆方面
来说，许多家庭分崩离析，“抓壮丁”成为延续几十年的梦
魇。也因此，于右任的绝笔诗《望大陆》如此令人唏嘘：“葬我
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
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
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日历翻到今天，已是两岸开放探亲的第 27年。一部长
篇小说《原乡》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讲述台湾老兵们一
次次回家的挣扎与冒险。小说由台湾作家陈文贵和福建作
家叶子合作完成，从而使小说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学和文化
意味。就在一个月前，《原乡》同名电视剧在央视黄金档热
播，这份最难舍的乡愁也让许多观众潸然泪下。

4月18日，长篇小说《原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
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照南、福
建省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李闽榕出席研讨会，近20位专家
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中国作协创
作研究部、文艺报社主办，福建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海峡出
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承办，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
任梁鸿鹰主持。

《原乡》触及了中国人的情感之根
小说《原乡》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一群居住

在台湾眷村的老兵在两岸隔离的年代，不惜冒生命危险也
要回大陆探亲。此时，他们在大陆的亲人肝肠寸断，有的至
死都没能相见。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在两岸作家的首次通力
合作中具有了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

李敬泽谈到，这部小说触及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情
感之根。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有怎样的立场、出身、经历，都
能理解小说中的那种情感和渴望，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心底
最深刻、最基本、最柔软的层面。这些老兵的命运折射着几
十年间的政治风云，但在这部小说中，读者看到了超越政治
的伟大的情感——那是深藏在我们心底的“乡愁”。他说，

《原乡》不仅仅是关于两岸中国人命运的书写，更是对中华
民族精神之根的回望，是对我们精神故乡的一次寻找。

“《原乡》书写的不是普通的儿女情长，它是一个特定时

代的大叙事。”包明德谈到，《原乡》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它肯定和赞扬了两岸的开放交流和社会的开明进步，揭示
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作品蕴涵着人民性、人道主义和人文
精神，同时也浸透着对文化中国、和谐中国、统一中国的
深深期待。

原乡实际上是中华儿女心灵的故乡，何向阳说，“原乡”
不是我们居住的地方，也不同于故乡，它是我们祖先居住的
地方。小说虽然写的是老兵回家的事件，但却具有更深的寓
意。两位作家以跨越两岸的视野，写出了属于中国人的亲
情、爱情和乡情。

感人至深，源自对普通人的成功书写
心酸、感人至深，是与会者对小说最集中的评价。《原

乡》之所以具有这样饱满的情感力量，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它通过对普通人的成功塑造完成了对这一题材的书写。读
罢小说，你能鲜明地指认出八百黑、洪根生、杜守正、岳将
军、路长功、余夫人，人性的复杂在他们身上得到呈现。

何镇邦认为，作家选择了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
实意义的题材，写出了打动人心的小人物的故事。海峡两岸
的分离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痛，这种痛苦落在小人物身上特
别让人动容。警总的路长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起初百般
阻挠老兵与大陆联系，但当他看到在大陆的母亲的录像时，
人性中的善良、包容在他身上复苏了。岳将军也是一个闪光
的人物，他不去美国与亲人团聚，就因为觉得是自己带老兵
来台湾的，要对他们负责，而他一次次冒险施救，让读者看
到人性中闪光的一面。“文学作品应该展示善的美的东西，
而不应该出奇招，展示丑。”

作品写的是宏大的主题，但落脚点是一些普普通通的
人。“有历史才有这些人的故事，人的性格遭际又让历史鲜
活”，李炳银认为，《原乡》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完成了对历史
的书写，小说继承了中国文学写别离的传统，并将这种传统
升华到更深刻的精神层面。人物的情感密度浓郁，对人性的
本真写得较充分，让人记住的是浓郁的化不开的情感。

如何看待历史对当下具有启示意义，王山认为，文学家
在看待、表现历史方面有特有的方式和角度，就是更关注普
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如何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历史，表现老百
姓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这虽然
是对历史的解读，但更是对现在和未来的思考。

特殊的《原乡》：两岸合作，小说电视剧合力
《原乡》是一部有些特殊的作品：它有台湾作家陈文贵

和大陆作家叶子两位作者；它几乎同步推出了小说和电视
剧，使二者互相补充。倘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讨论这部作
品，我们或许能从中得到更多启示。

陈文贵熟悉台湾老兵的生活，擅长编剧；叶子善于把握
人物的心理和细节，更熟悉大陆的情况。陈文贵认为，《原
乡》写男人，很容易局限于男性视角。与女性作者合作，有着
刚柔并济的效果。而两岸作家合作，则可以碰撞出更多火
花，充分表达彼此的内心世界。

两位作家的合作也让小说带上了几分“影视味儿”。雷
达认为，《原乡》是一部大气的作品，有扎实的生活根基和情
感基础。但仔细读来，会不时发现它有电视剧的痕迹，在交
代情节时戏剧化很突出。他说，戏剧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
面使作品很好看，但如果太戏剧化，就会影响小说的艺术品
质。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如何互相促进，是值得思考的。

胡平认为，电视剧思维的加入让《原乡》情节推进很快，
跌宕起伏，细节丰满。这样一部30万字的小说密度极大，它
证明，小说靠情节、靠挖掘人性的深度，同样能够打动人。

张陵谈到，小说之所以达到我们所说的这种高度，是因
为它其实是用电视剧的方式在处理，如今人们都在强调“回
家”，这部小说对这一主题的演绎恰到好处。他认为，从影视
剧角度来看，流行的才能吸引观众，但小说是不同的，小说
要写的恰恰是人们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
对影视剧的借鉴要把握好一个分寸。

小说里大陆妻子和台湾妻子相见的一幕给人印象深
刻。这是极具戏剧化、写得很好的一幕，这一幕也让作者
叶子记忆犹新。她说，历史的误会多么沉重，却要个人去
承担，这是多么不公。这些老兵犹如一粒粒草籽上下浮
沉，但无论草籽飘得再远，故乡亲人永远是他们的骨中
骨、肉中肉。

小说《原乡》不拘泥于剧本，自成一格，开拓出影视剧所
不具有的深度和广度。电视剧《原乡》凭借视听语言，在小说
出版前首先吸引了众多观众。二者相得益彰，将“回家”这一
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两岸曾经远若星河，但其实就只有一
座桥的距离，那就是人心搭就的桥梁。血浓于水，愿大陆不
可见、故乡不可见的悲剧永远终结。

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布

再
现
默
片
珍
宝
有
助
重
新
认
识
经
典
价
值

□

颜

语

当年学电影史，在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史
上占重要地位的《盘丝洞》只是个传说。课
本上能看到的惟有蜘蛛精穿肚兜短裤露着
大腿、不甚清晰却让人无限遐想的剧照，以
及一些类似“怪力乱神”、“艳情”等语焉不详
的介绍。因为影片胶片早已失传，所有说法
只是源于当年一些散见各处的文字，这对一
部电影的研究显然很牵强。

4月15日，“中国早期遗失电影珍宝《盘
丝洞》回归故里”系列活动在中国电影资料
馆举行。活动中，挪威国家图书馆将该馆发
现并修复的中国早期电影《盘丝洞》胶片拷
贝赠送给中国电影资料馆。这也是中国电
影资料馆首次接收流失海外的中国经典影
片拷贝。这部早期默片在80多年后圆满“回
归”，并随后举行了放映活动，让观众有幸一
睹当年电影之风采。

《盘丝洞》取材于《西游记》，1926年由当
时上海滩著名才子导演但杜宇拍摄，据记
载，1927年在上海公映轰动一时。1929年改
名《蜘蛛精》（Spiders）在挪威公映，是迄今所
知第一部在挪威上映的中国电影。遗憾的
是，影片胶片在中国早已不复存在。据介
绍，2012 年 4 月，在第 68 届国际电影资料馆
联合会上，中国电影资料馆相关人士同挪威
国家图书馆代表交谈时得知，挪威国家图书
馆发现了一部古老的中国电影拷贝，但由于
第一本胶片缺失，没有影片片头字幕，无法
确定名称、年代。此后，经双方半年多的沟
通、鉴定，最终确定这就是在中国已不复存
在的经典电影《盘丝洞》。由于原胶片是硝
酸片基制造，发现时损坏严重，挪威方面又
由一个专门小组负责修复。如今，在两馆长
达两年的不懈努力下，片长约60分钟的修复
版《盘丝洞》终于得以重新同中国观众见面。

但杜宇一直被称为文艺片导演，可今天
看来，这部默片集喜剧、滑稽、武打、神怪、时
尚为一体，充满各种商业电影元素，制作水

准出人意料，的确堪称经典，从中可以窥见那个年代中国电
影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遗憾的是，这一版本的《盘丝
洞》仍是残本，没有看到当时重点宣传的猪八戒戏众蜘蛛精
一场戏，也就无从知晓最早的水下镜头是何等面目。目前，
国内现存的上世纪20年代的无声片不超过10部，《盘丝洞》
的重现无疑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重大
意义，不仅会让电影史对这部作品和导演重新评价，也让人
们对当时备受诟病的神怪片有了全新的认识。

毋庸置疑，《盘丝洞》的回归是国际文化交流不断加强
的结果。我们甚至开始盼望，随着
交流广度和深度的扩大，说不定还
有机会找到同样失传已久、当时更
为著名的系列电影《火烧红莲寺》，
那将对中国电影乃至当时社会的
文化研究善莫大焉。

据新华社电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 4 月 21 日在京发布。调查显示，
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比
上年增长0.38本，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
阅读方式接触率首次超过半数，超五成
的成年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

2013 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
阅读量为 4.77 本，比 2012 年增加 0.38
本，连续 7 年稳步提升；人均阅读电子
书 2.48 本，比 2012 年增加 0.13 本，纸质
图书、电子书的阅读量略有提升。

在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上升
的同时，报刊和期刊的阅读量依然保持
下降趋势。据统计，2013年，人均报纸阅
读量较 2012 年的 77.20 期（份）下降了
6.35 期（份），期刊的人均阅读量也比

2012 年的 6.56 期（份）下降了 1.05 期
（份）。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2013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
率 持 续 增 长 ，首 次 超 过 半 数 ，达 到
50.1%，较 2012 年上升了 9.8 个百分点。
其中，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和电子
阅读器阅读均有所上升。

据统计，我国超九成有数字化阅读
行为国民是 49 周岁以下群体，中青年
群体是数字化阅读的主力。其中人均每
天手机阅读时长为 21.70 分钟，比 2012
年的16.52分钟增加了5.18分钟。

据中国新闻研究院院长魏玉山介
绍，“获取便利”是我国国民选择数字阅
读的首要原因，其选择比例超过六成，

“方便随时随地阅读”和“方便信息检

索”，也成为国民选择数字阅读的重要
原因。魏玉山表示，超九成的数字化阅
读方式接触者表示阅读电子书后就不
再购买其纸质版，这一数据连续4年持
续上升，反映出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物
的冲击作用不断加强。

据调查结果显示，有 70.5%的国民
认为当今社会阅读对于个人的生存和
发展来说“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认
为阅读不重要的比例仅为5.2%。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司
长吴尚之表示，国家将充分利用农家书
屋、社区书屋等平台，面向基层面向群
众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并将加强全民阅
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继续推动全
面阅读立法和规划工作，努力营造“书
香中国”浓厚氛围。 （徐 硙）

本报讯 4月17日至19日，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中青年作家
高级研讨班学员赴山东枣庄、临沂等地开展社会实践。中国作协党组
副书记、鲁迅文学院院长钱小芊参加了有关活动。其间，学员们参观
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和马牧
池革命老区等红色革命教育基地，接受了红色革命传统教育。

社会实践期间，学员们深切体会到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
解放战争胜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精神，进一步
端正了创作态度，激发了创作热情。虽然行程不长，但大家纷纷表示
受益匪浅，对中国革命有了更深的感悟，对今后的创作有了更多的思
考。学员杨永康说，沂蒙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作家确实有责任、有义
务、有良心、有能力把这种感动回报给读者。学员王秀云谈到，沂蒙之
行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历史课，并会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挖掘创作
资源，在作品中实现对那段历史的祭奠和反思。

此次社会实践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成曾樾、副院长李一鸣
带队。李一鸣表示，厚重的沂蒙文化、沂蒙精神是文学创作的“金矿”。
我们的文学创作应该永远感恩这块土地，永远感怀这里的人民，永远
呈现那些红色的记忆。 （香 玉）

鲁二十二学员

赴山东社会实践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4月21日，“梦圆南水北调”
中国作家中线采访活动在京启动。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白庚胜、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蒋旭光出席启动
仪式并讲话。作家马新朝、梅洁、李春雷、刘益善、裔兆
宏、洪烛、纪红建、赵枫莲等参加启动仪式。

白庚胜代表中国作协向奋战在南水北调工程一线
的建设者们表示敬意。他说，以文学形式生动展示南水
北调工程各项工作成果，记录和讴歌在这项工程中涌现
出来的典型事迹和先进人物，是作家们的重要使命和责
任。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活
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梦圆南水北调”恰恰能体现人们追
梦的执著和奉献精神。他希望参加采访的作家走近这项
举世瞩目的工程，走近为之殚精竭虑的建设者们，心无
旁骛地深入进去，发掘和收集更多文学素材，寻找新的
创作灵感，增加新的情感体验，以优秀的文艺作品记录
南水北调各项工作成果和工程效益，弘扬工程建设者攻
坚克难的时代精神，把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者们寻梦的过

程、追梦的奋斗历程表现出来。
蒋旭光向作家们介绍了南水北调工程的概况，重点

介绍了工程中线的基本情况。他说，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
程已于去年提前建成通水，距离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也不
到200天，在这一关键时期，我们与中国作协再次联合举
办南水北调作家采访活动，意义重大。此次活动的主要目
的是通过深入中线北京、河北、河南、湖北四省（市）了解
工程建设、水源保护、移民迁安、文物保护等工作成效。他
希望作家们在南水北调工程中继续深入挖掘，寻找创作
动力，创作出一批反映南水北调工程形象、展现建设者风
貌、富有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的文学精品。

启动仪式上，白庚胜和蒋旭光为代表团授旗。北京
市南水北调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向作家们介绍了工程建
设、工程效益和北京市水资源情况。仪式结束后，作家们
考察了工程展室、团城湖明渠、团城湖调节池和正在建
设中的郭公庄水厂。据悉，采访团一行还将在为期一周
的时间里赴河北、河南、湖北等省采访考察。

“梦圆南水北调”作家采访活动启动

本报讯 4月22日，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代表中
国文学界前往哥伦比亚驻华大使馆，悼念前不久去世的哥伦比亚著
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并在大使馆留言簿上
题写留言：“斯人已逝，作品永生，中国作家深切怀念加西亚·马尔克
斯。”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尔门萨·哈拉米略与李敬泽进行了交谈，共
同表达了对马尔克斯的敬重与缅怀之情。

李敬泽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在中国作家和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他的逝世是世界文学界的重大
损失，也在中国作家和读者中引起深切的怀念之情。李敬泽请哈拉
米略大使转达中国作家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亲属以及哥伦比亚作
家同行的慰问。

卡尔门萨·哈拉米略大使对中国作家和中国作协的慰问表示感
谢。她说，马尔克斯的逝去使哥伦比亚失去了一位世界级的文学大
师，希望今后中哥两国的文学家能更多地交流，用文学搭起两国人民
友谊的桥梁。

（超 侠）

中国作家协会悼念

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

本报讯 近日，四川作家王火将自己的手稿、信札、
字画、著作等 4000 多件珍贵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现代
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梁海春代表文学馆向
王火颁发了入藏证书和巴金先生手模纪念品。文学馆
同时建立了王火文库，以供文学研究。

王火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新中国
成立后历任《工人》半月刊副总编辑，《中国工人》杂志编
委、主编助理，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副总编辑，四川省作协名誉副主席，四川出版工作者协

会名誉主席。他 1980 年加入中国作协，是中国作协第
六、七届名誉委员。王火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战争和
人》（三部曲）、回忆录《失去了的黄金时代——金陵童
话》、中篇小说集《边陲军魂》、散文集《西窗烛》、中短篇
小说集《梦中人生》、电影文学剧本《平鹰坟》等。其代表
作《战争和人》曾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炎黄杯”人民文
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全国“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
说奖等，《血染春秋》获全国首届乌金奖。

（欣 闻）

王火文献资料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19日，由人民文学杂志社
和中共浙江宁波市鄞州区委、鄞州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的第二届（2013年度）人民文学新人奖颁奖活动在甬举
行。施战军、胡殷红、宁小龄、邱华栋、徐坤及有关方面
领导、新人奖评委、当地学生等近千人参加了此次活
动。石一枫、张忌和黄咏梅、葛亮、苏枕书、王敖分别获
得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新人奖。

本届人民文学新人奖获奖者覆盖地域范围广，创作
各具特色，有着较强的代表性。评委会认为，石一枫的
作品对当代青年人的情感世界作了极其犀利的表现，显
示出其把握人物和小说叙述的才能，打开了这代人书写
的另一维度；张忌用犀利的笔法、从容的叙述，勾勒了一
幕幕俗世生活的场景，表现了作者扎实的艺术功底和浓
郁的生活经验；黄咏梅的小说往往从小处着眼，在生活
的细微处观察和捕捉人心的幽微之变，在这个匆忙急促
的书写年代显得尤为可贵；葛亮的小说从不同向度诠释

了人性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结构新颖，有着巧妙的立意
和构思；苏枕书的散文对心理、情绪、感触的捕捉体贴入
微，文风恬静温婉，其古典文学修养化作一种温润的文
化情怀，沁人心脾；王敖秉持自由即兴而又开放的写作
方式，他的诗如一间语言和想象力的实验室，有着天马
行空的奇思异想与随物赋形的能力。

据介绍，《人民文学》多年来始终坚持发现和培养文
坛优秀人才的传统。设立于2013年的人民文学新人奖
为每年评选一次，希望通过表彰和奖掖在《人民文学》上
发表作品的文学界成绩突出的新人，引导更多的文学青
年投身文学创作，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兴盛。

此外，鄞州作家作品研讨会暨《鄞州作家文丛》（第
四辑）首发式、“中国梦想 和美鄞州”阅读之旅启动仪
式暨名家文学沙龙、鄞州诗社成立大会等活动亦于同期
举行，陈晓明、袁敏、徐则臣、蓝野、朱零、吴玄等与当地
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进行了交流互动。

第二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颁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