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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速读

我第一次见到乌热尔

图是在冯岑植家里，那是

36 年前。当时这位鄂温克

族作家已经在文坛上有了

名气，听他讲大森林中鄂温

克族的故事，很有传奇色

彩。乌热尔图原名涂绍民，

乌热尔图是他的笔名，鄂温

克语的意思是森林之子。

乌热尔图1952年出生

在乌兰浩特，4岁那年他随

父母来到现在的莫力达瓦

达斡尔族自治旗，那是嫩

江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

小镇有个响亮的名字：尼

尔基。镇上的居民讲着汉

语、达斡尔语、鄂温克语等

多种语言。童年的乌热尔

图正是在和不同民族的小

朋友一起玩耍中长大，在

嫩江畔，在森林中，感受着

大自然的美丽与诗意。他

小学写的一篇作文中，很

准确地表达了这种感受。

乌热尔图作文写得好，经

常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

由此，他爱上了文学。

1965 年，因父亲的工

作调动，乌热尔图从尼尔

基转学到了海拉尔二中，

刚 读 了 一 年 就 停 课 了 。

1968年他又回到了鄂温克

人的怀抱。

鄂温克猎人教会了这

个初中学生打猎，教会了

他如何生活在森林里。他

背着猎枪，领着猎犬，在森

林里当了6年猎手。猎区生

活在他脑海中留下深刻的

记忆。十几年后，他曾给我

讲过猎熊的故事：“那一

天，我随着两位猎手追寻

着熊的足迹，发现了熊洞，

我们3个人悄悄地分散开，

围住了洞口，等了半个小

时听到洞里发出声响，有

个猎手朝洞里打了一枪，

突然，一头雄壮的黑熊从

洞中窜了出来，我们3个人

同时开了枪，也不知道是

谁打中的，熊踉跄了几步

就一头栽倒了。随后，猎手

们扒下熊皮，在锅里煮熊

肉。吃肉之前，一个猎手学

着乌鸦发出嘎嘎的叫声，

接着让我也学乌鸦叫，于

是我们 3 个人围着锅嘎嘎

叫着，然后才开始吃肉。这

是鄂温克族的古老习俗，

那意思是说乌鸦想吃熊

肉，并不是我们想吃。”类

似这样的故事，乌热尔图

记忆中藏着很多，很轻易

就流露出来，听着他讲的

故事，我当时就在想，知道

这么多传奇故事的人，如

果不去写小说，那就太可

惜了！

在他给我讲过的故事

中还有一个故事，事隔 30

多年仍然记忆犹新，它比

猎熊的故事更令人震撼。

那是当了猎民 6 年后的一

天夜里，他和几个猎人狩

猎后躺在篝火旁，无聊中

拿起地上包东西用过的旧

报纸看起来，他的目光盯

在铅印的汉字上，却难以

念成句子，那些曾经熟悉

的文字变得陌生了。离开

书报已经6年了，很多字已

经忘记怎么读了。那一刻

他感到的是恐怖，这是向

文盲的退化。他想到驱逐

恐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

是重新开始阅读，从那以

后，他便利用一切机会寻

找书报、杂志、图书。

1973 年，他被调到了

大兴安岭清林办公室，随后

又到了敖鲁吉雅乡担任宣

传干部，有了拿起分别多年

的笔和书报的机会。他又与

久别的文化符号相逢，沉浸

在阅读的乐趣之中了。那几

年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

经典文学作品，唤起了他最

初想表达的愿望。他开始尝

试写儿童文学，他觉得儿童

内心的纯净很接近真善美。

1976 年，乌热尔图的处女

作《大岭小卫士》发表了，那

是他写给孩子们的短篇小

说。接着他的一些短篇小说

也陆续发表在《黑龙江文

艺》《草原》上。他亲身经历

的猎乡生活被他调动起来，

1978 年写成短篇小说《森

林里的歌声》，在《人民文

学》发表后，被收入到《少数

民族文学艺术》一书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

国盛行伤痕文学，乌热尔

图也受到影响，写出了短

篇 小 说《一 个 猎 人 的 恳

求》，表达了作者渴望着人

与人之间清除隔阂，达到

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人

文境界。小说发表后即获

得了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

小说奖。

1982 年，乌热尔图进

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

族培训文学讲习所，开始

系统学习文学理论与创

作。他的辅导老师是著名

作家王愿坚。在名师的指

导下，他的文学理念和创

作方法有了突破性的转

变，于是有了《七叉犄角的

公鹿》，再次获得了1982年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紧

接着又于1983年创作短篇

小说《琥珀色的篝火》，第

三次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

小说奖。3年连续3次获全

国大奖，乌热尔图轰动了

中国文坛，被誉为短篇小

说“三连王”。

1985 年，在第四次全

国作家代表大会上，乌热

尔图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

会书记处书记，借调到北

京工作。不久中国作家协

会推荐乌热尔图赴美国国

际写作中心聂华苓写作

班，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

这段生活让他开阔了眼

界，扩大了文学的视野。回

国后，他反思自己文学创

作的道路，深感生活是创

作的源泉，要想创作更好

的作品，就应该回到生活

当中。于是，他辞去了中国

作协书记处书记一职，重

新回到了呼伦贝尔草原。

谈到这段经历，他深有感

触地说：“我觉得离开森林

和草原的日子里，我就不

太愿意写东西了。这对我

来说损失太大。另外我对

大城市一直没有建立感

情，那么多人，那么嘈杂，

一个人走在人群里就没影

了。心理上不太喜欢大城

市里的生活，在这个地方

没有写作的冲动，于是就

回来了，以后一直住在呼

伦贝尔。在自己熟悉的土

地上，在自己的家乡，心里

非常踏实，大街上随便走

一走，觉得很舒服，尤其到

敖鲁古雅去的时候，心里

觉得更舒畅，更痛快，更能

激发想象力。”

九十年代，乌热尔图发

表了短篇小说《丛林幽幽》，

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

从鄂温克人的文化心理意

象出发，既寄寓着鄂温克人

对于人生的信念，也完成了

他在小说领域中全新的探

索。乌热尔图说：“我的中篇

小说《丛林幽幽》，是九十年

代后期创作的儿童作品，和

我以前的作品有很大的不

同。以前的作品还是沿用传

统的写作方式，传统地写

‘真善美’，写美好的心灵，

写正面的故事，正面的人

物，写正面人物传统的故

事，给人美好的想象这样一

些东西。到后期的时候，我

有意识进行各方面的探讨，

从小说的形式或表现主题

上，包括塑造人物，都和我

过去的小说有很大的不

同。”

鄂温克历史学家乌云

达赖的著作《鄂温克族的起

源》，对乌热尔图产生了很

深的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

之后的 20 多年期间，乌热

尔图没再写小说，而是专心

研究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

他认为：“做一个文学工作

者，要有这样一种责任，要

把自己的能力和知识为本

民族施展出来，为本民族本

地区进行服务。”2018 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乌热尔图的历史文学论文

集《声音的替代》，收录了

他近十几年写下的对鄂温

克人历史文化研究的论文

19 篇，陈述了他近几年阅

读的感受和思考，以及对那

些微小的珍贵的声音的认

同和寻找。李悦曾在《北方

新报》上发表了对这本书的

评论文章，强调指出：“乌热

尔图 20 多年来在语言学、

考古学、地理学等与历史文

化相邻的学科中进行爬梳、

辨析、考证，并且他还能够

继承鄂温克学者乌云达赖

的历史研究成果，继续深入

地把对于鄂温克民族的历

史及文化的研究进行下

去。”

（内蒙古老作家、艺术

家口述史记录工程）

文化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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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热尔图：森林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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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读时光书

文/马亚伟

我一直钟情慢阅读，一本书，总要细细地品赏几遍。我

懂得慢阅读的妙处，每一个字都不是囫囵吞下的，而是细

嚼慢咽，不仅尝到了美味，还获取了营养，而且还有余香满

口之感。慢阅读能够对人产生深远的影响，让你获益匪浅。

近几年来，我学会了用慢阅读的方法来读“时光书”。时光

书，就是岁月这本大书。我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本厚厚的

时光书。这本书，生动鲜活而又厚重深刻，值得我们慢慢读，直

到读出日月悠长、时光沧桑的韵味来。时光书记载下长长短短

的岁月，也记载下我们所有的喜怒哀乐。当你静静地展读时光

书的时候，光阴的脚步悄然前行，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

慢读时光书，品味每一个花开花谢日子里的芬芳与雅韵，

细赏每一个云卷云舒岁月中的清淡和自由。慢读时光书，让水

一般的时光冲刷出凹凸之痕，让逝去的日子不再那么单薄。

我读书读到精彩之处，总喜欢反复流连，一个句子反

反复复读。时光书也一样，我把每一个小时当做时光书的

精彩句子，慢慢地品味其中的妙处，含英咀华，有滋有味地

度过属于自己的每一个小时。我把每一天当做时光书的精

彩段落，有时需要朗声读出来，读出生命的大气深沉之音。

精彩的段落，常常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有对昨天的眷恋，也

有对明天的期待。时光有真味，细品方得知。

有人说，要把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过。真

的应该这样呢，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反正我有的是时间，错

过了今天，还有明天，错过了春花，还有秋月，所以他们快马

加鞭，奔走在生活的各个疆场上，活得匆忙而粗粝。我想说

的是，即使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

候，但杨柳早已不是去年的杨柳，桃花也不是去年的桃花

了，逝去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

慢读时光书，需要警惕快节奏生活侵扰了我们平静的

内心。高压，高速，一切都是快马加鞭的节奏，这样的生活

真的越来越让人厌倦了。我们开始向往那个缓缓慢慢而又

清清朗朗的田园牧歌时代，慢，才是心灵真正的归宿。朋友

发给我一篇文章，叫《慢调生活的20个建议》。“打开你的

记事本，删掉一半以上的应酬。”“学会独处，享受时光如

梭、岁月静好的美妙。”“找一个下午给朋友手写一封信，再

步行到附近的邮局寄掉。”“找一个书吧看一下午书，不是

要你增长知识，而是要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事情值

得你花点时间。”我觉得真的是好极了，慢下来，静下来，其

中的妙处“难与君说”，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得到。

慢读时光书，我把一个月当成一个篇章，把一年当成一

个小辑，一页页，细细翻过，慢慢阅读。慢下来吧，让那些飞

掠而过的美好多多停留，不要让日子飞一样逃得无影无踪。

静水深流，慢享人生。慢的乐趣没有失传，慢读时光

书，把一辈子过成一本长长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