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著名作家叶永烈逝世，撰写此文
以致纪念。

最近这几天，一直在读叶永烈所著《文
化巨匠傅雷》一书。这本书的采访和资料收
集始于1983年，历经35年，是叶永烈先生
经过深入采访傅雷之子傅聪、傅敏以及诸多
傅雷亲友，在78岁高龄时写出来的。傅雷
之所以为大众熟悉，除了因为他是翻译家，
还因为他是《傅雷家书》的作者，而叶永烈这
本书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傅雷许多鲜为人知
的生平故事。

书里有许多傅雷本人及他和家人、朋友
的照片，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一张照片
里的傅雷，表情都是那么凝重，似乎天生不
会笑。读了《无笑童年》这一章才明白，傅雷
成年之后之所以不苟言笑，缘于童年时的痛
苦经历，在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他4
岁那年，父亲因倾向于革命，被土豪劣绅陷
害，后来抑郁成疾，怀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
这个世界。童年的傅雷由寡母一手带大，在
丈夫离世之后，她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
因为各种意外，失去了3个儿女，最后把所
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唯一的儿子傅雷身上。
在这种抑郁氛围中成长的傅雷，曾用“只见
愁容，不闻笑声”八个字来形容自己的童年，
也难怪他总是笑不出来。

傅雷的感情经历也颇为传奇，他由母亲
做主，19岁就和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订
婚。那时，朱梅馥才14岁，他们算得上自由
恋爱，彼此都中意。在完成订婚仪式之后，
傅雷到法国留学，24岁回国之后，两人举行
了婚礼。傅雷对朱梅馥的称呼，最初只是一
个“梅”字。后来又改用法语称她为“玛格丽
特”，取其“漂亮而温柔”之意。一个和睦、美
满的小家庭，除了夫妇俩志同道合之外，性
格的互补也非常重要。如果说傅雷是铁锤，
朱梅馥就是棉花胎，他们结为伉俪，可以说
是傅雷的终身幸福。她是傅雷的贤内助。
虽然在傅雷的500万字的译著上，找不到她
的名字，可是如果没有她的体贴、宽容和照
料，傅雷不可能在文学上有那么辉煌的成

就。因为，傅雷的许多文稿，都是她誊抄的，
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一丝不苟。就
连傅雷给儿子写信，每封信也都由她誊抄留
底，儿子的来信，也由她分类抄录，从而留下
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叶永烈总结傅雷一生的成就有三，一是
翻译文学名著，二是亲手“打造”了驰誉世界
的钢琴家——长子傅聪，三是身后由次子傅
敏结集出版了影响深广的《傅雷家书》。在
教育孩子方面，傅雷认为“选择不当，遗憾一
生”，他再三强调，倘有天资，则成为第一流
的艺术家；倘无天分，宁做别的工作。傅聪
年幼时，傅雷偶然发现他有音乐天赋，就从
琴行租了一架钢琴，还亲笔端端正正为儿子
抄写五线谱。甚至，为了让傅聪专心学琴，
还把他“小学撤回”，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授
课。为了培育音乐幼苗傅聪，傅雷可谓倾注
了大量的心血。然而，他对次子傅敏的教育
方针全然不同。当傅敏中学毕业想要报考
音乐学院时，傅雷坚决不同意，说他学琴时
间太晚，只能学个“半吊子”，还认定他是“教
书的材料”。多年以后，果然如傅雷所说，傅
敏走上了从事教育的道路，成了一名英语老
师，一辈子为中学的英语教育播撒种子。傅
敏收集父母的家信，这才有了后来的《傅雷
家书》。

傅聪曾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他是一
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像一个寂寞的先知；
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
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而这本图
文并茂的《文化巨匠傅雷》，正是如实记述了
傅雷的才华、品格、信念以及浓浓的亲情。
尽管他已经离去，但他用手中那支笔，呕心
沥血铸就的文学丰碑，永远值得后人仰望。

遗世独立的文化巨匠
——读叶永烈《文化巨匠傅雷》

◎张军霞

10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许素红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20年5月28日 星期四 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文艺是时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

◎人民是文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写作
“孤独的大师”系列随笔，边看边想，边想边
写，一路逶迤，苦乐兼程，这一写就是十多
年。可以说，我是携着《孤独的大师》一直走
进了21世纪。

在此期间，我曾有若干次出国采访的机
会，我无一例外地都选择去了欧洲。有朋友
感到不解，出国的机会难得，你为何不多转
几个地方，偏偏一次次地死盯着欧洲。我心
里暗想，那些孤独的大师们都集中在欧洲，
我要去看望他们、亲近他们、研究他们、破解
他们，去多少次都不嫌多，即便这样，还总是
感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别时容易见时
难”——这与其说是去寻访大师们的踪迹，
毋宁说是去叩问大师们那孤独的心灵。我
在卢浮宫凝视着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
《岩间圣母》；在纽伦堡探访丢勒的故居；在
佛罗伦萨仰望着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在德
累斯顿初识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在萨福
克郡的戴德姆山谷探访“康斯太勃尔小道”；
在巴黎驻足于罗丹博物馆的《思想者》的基
座前，在阿姆斯特丹寻觅伦勃朗从辉煌走向
衰落的那座老楼；在梵高艺术馆亲炙他的绝
笔之作《有乌鸦的麦田》……我的心灵一次
次被震撼，我的思绪也被一步步引入大师们
的内心深处。

通过持续十几年的同一主题下的“艺术
探秘之旅”，我对西方艺术史、对西方艺术史
上那群星璀璨的艺术星空，有了由浅入深的
理解，更对“大师缘何孤独”这个旷古命题，
渐次有了新的感悟和解读。是的，只有亲临
大师们的故地，亲炙大师们的原作，亲见大
师们生活的环境，你才能真切感受到他们何
以成为大师，也才能体悟到为何他们如此孤
独——我的好友南翔教授曾写过一篇对《孤
独的大师》的书评，题目就叫《大师缘何孤
独》？我觉得这也正是本书抛给所有读书人
的一个课题，或许每个人都会用各自的方式
来解答，但是，谁又能说自己的解答是最完
美的呢？不完美才是真实的人生，或许正是
人生的不完美，方才成就了其完美的艺术。

这些文章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在出访
归来乘兴而作，而且是依照报纸版面严格限
定的字数见诸报端的。譬如丢勒、罗丹、伦
勃朗、透纳、康斯太勃尔诸篇。这些文章的
见报，引起了一些关注，有些书刊开始把其
中一些篇章编入各类选集，也有一些杂志开
始找我约稿。杂志的容量更大，给我的空间
也就拓展了许多，这使我可以更充分地阐释
和描写。其中特别要感谢的是北京《人物》
杂志。这家有名的杂志对我的《孤独的大
师》系列，可说是珍爱有加，辟出宝贵的篇幅
连载经年。主编杨晓周和编辑李京华为这
些“孤独的大师”付出大量的心血。也正是
因为这家名刊的强力推介，引起了时任工人
出版社编辑的学者型艺术家崔自默先生的
激赏，立即敦促我编辑成书。我对自默说，
这个系列还没写完。他说，这么大的选题，
哪里有个完？还是先出书吧，这并不妨碍你
继续写下去。于是，《孤独的大师》就这样于

2002年初出版了，自默兄为其选配了上百
幅精美的图片，把这本在我看来还是半成品
的小书打扮得漂漂亮亮。时隔17年后，商
务印书馆的丛晓眉“慧眼相中”了这本旧作，
花费大量心力重新编辑和设计这本小书，使
之更适合新时代读者的需求。应该说，这些
慧眼识珠的编辑们，都是这些“孤独的大师”
们的隔代知音，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和
感激。

本次增订版，增加了两篇新作，一篇是
《西斯莱，被遗忘的风景画大师》，另一篇是
《罪犯与圣徒：卡拉瓦乔》。此外，应编辑王
虞兮的建议，我对丢勒一篇做了较大的增补
和润色，差不多是重写了一遍。这显然是必
要的，因为原书收录的那篇文章，只是我在
德国纽伦堡参观丢勒故居之后写的一篇游
记，内容显得有些单薄。通过重新改写，使
这位文艺复兴时期与达·芬奇齐名的德国艺
术大师的形象更加丰满也更加鲜明了。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圣
殿，能在这家书馆出书是无数写书人的梦
想，当然，也是我的梦想。感谢丛晓眉主编
的青睐，使《孤独的大师》（增订版）能被纳入
商务印书馆的“宏大书阵”——这是一个辉
煌百年的“书阵”，是一个大师荟萃的“书
阵”，是一个学风醇厚的“书阵”，是一个声誉
卓著的“书阵”。我深知，我能忝列这个“书
阵”并不是我写得有多么好，而是因为这些

“孤独的大师”本身太精彩太耀眼了，说到
底，我还是沾了他们的光。因此，在这篇前
言的末尾，我要再次向这些陪伴我走过难忘
岁月的“孤独的大师”们鞠躬致敬！

亲炙大师们的“孤独”
——我与《孤独的大师》

◎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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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内蒙古文学的丰收年，其中具有标志
性的事件是，立于文学刊物塔尖的《人民文学》刊载
了内蒙古籍作家的五部作品，这五部作品中，阿勒得
尔图、海伦纳和艾平的作品更是头条刊发，安宁、渡
澜的作品一经推出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渡澜刊于
《人民文学》的《昧火》还入选了2019年全国年度短
篇小说排行榜。一年时间，《人民文学》推举多位内
蒙古作家作品，在内蒙古文学史上并不常见。他们
的作品，既有选题的优势，也是实力的彰显。更让人
欣喜的是，50后的阿勒得尔图、海伦纳、艾平并不孤
独，80后的安宁，以及更为年轻但却出手不凡的
1999年出生的学生作家渡澜以崭新的文字表达真
正宣告着“后浪”的崛起。在这些作品中，既有详实
史料传递出的理性与思索，也有精妙的叙事唤醒的
人性光芒，既能将时代精神与个人情怀融为一炉，又
能看到传统技巧与新潮表达的艺术交响。

“寻找”，是五部作品中不约而同的主题。如何
寻找，以及寻找什么，则是五位作家颇有趣味的思维
魔法所在。

阿勒得尔图的《红色文艺轻骑兵》发表于《人民
文学》2019年第2期头条，正式开启了内蒙古作家的
《人民文学》年。他通过这部作品来寻找乌兰牧骑的
“初心”。这部作品的优长在于作者在作品背后所做
的“案头功夫”。陆游在《示子通》中说：“汝果欲学
诗,功夫在诗外。”意思是作家在下笔千言之前，应该
心中有沟壑，胸中有成竹，眼中有热爱，文字中才能
有情感的溪流淌过。作者深入采访基层乌兰牧骑老
队员，并查阅相关史料，寻找并用文字建构出乌兰牧
骑最初的样子。用丰富的人物形象和宽阔的叙事视
角还原了“红色文艺轻骑兵”的“初心”：那颗红色信
仰、蓝色热恋所拥抱的心灵，以及以此为索引，读者
看到的那一个个以天为幕布的草原人，那一匹匹以
地为舞台的蒙古马，那一出出交织着炽热理想和真
挚信念的史诗大剧。

艾平是全国知名的散文家，但发表在《人民文
学》2019年第4期头条上的却是一则中篇小说。在
《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中，读者自然可以在优美的
叙述中辨认艾平的身影，但她却更愿意隐没在精美
的叙事中。那些舒缓的笔调与诗性的吟咏相映成
趣，埋藏在文字背后的，一个名叫包·哈斯的老人渐
渐闪现起来，他曾经是驾驭“千军万马”的马倌，岁月
并没有驯服他，也并没有泯灭他的英雄之心。养马
曾是他的事业，如今成为了他的寄托。马曾经是他
的伙伴，如今更是相依的朋友。马有他的脾气，他也
有了马的性格。他孤身一人三次前往科右中旗寻
亲，就是曾经驯养的蒙古马给予他的一种精神力量
的体现。更令人称道的是，这篇小说既是关于一个
家庭的小历史，又通过细腻而恰到好处的笔触点染
近年来内蒙古脱贫攻坚的壮丽画卷。

海伦纳的《鸿雁的故乡》发表于《人民文学》
2019年第5期头条，是讲述乌兰牧骑故事的上佳之
作。作家通过回忆和现实频繁换位、双线并置的方
式，讲述两代乌兰牧骑花朵安娜、阿茹娜与指导员发
生的趣事。作家最终让读者如愿，指导员最终寻找
到了安娜，也像一只鸿雁真正归巢。海伦纳善于写
作长篇小说，中篇对他而言，同样是一种考验。然
而，已出版四部长篇汉文小说的他，既能熟练运用更
为冷静的全知视角去观察指导员和安娜的“前世今
生”，也谙熟以小博大、以个体悲欢来反衬时代之隐
喻的写作技法。更为重要的是，在乌兰牧骑这一大
热的题材之下，海伦纳没有急于去昭示什么，而是努
力去懂得什么。爱情，足以让岁月歇脚，让灵魂战
栗，在唏嘘和感怀中凝聚昨天和今日，在最短的时间
内抵达读者的认知屏障，并温软地渗入。小说中男
女主人公关于爱情的喟叹也是乌兰牧骑沧海桑田变
化的缩影，他们既是千万乌兰牧骑队员中普通的人
物，也将成为驻足未来的精神坐标。

安宁的《布谷，布谷》发表于《人民文学》2019第
6期，是一则在寻找布谷鸟的同时寻找自我的美
文。一只布谷鸟代表什么呢？看起来，安宁继续着
她的自然主义冒险。之所以是冒险，是因为她的书
写近乎于忘我，而她本人也如同她笔下那个寻找布
谷鸟的女孩，那般专情，那般沉静。当淘气的弟弟射
杀了布谷鸟，让女孩和安宁同时觉察到了残忍的人
性，而女孩温暖的坚持也暗喻安宁坚守的那份责任：
快节奏的时代中，安静写作的她显得既尴尬又重
要。在提倡命运共同体、构建生态文明家园的今天，
内蒙古作家的作品正在重新被唤醒。他们的文字中
总有面对自然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
因此又显出“特别”。我们相信，安宁的布谷鸟正慢
慢从远方飞回，它最终也将生活在一个人与自然美
美与共的浪漫生态中。

1999年出生的渡澜，成为这一年内蒙古文坛乃

至全国文坛的惊喜。《人民文学》2019年第11期发
表渡澜的短篇小说《昧火》。作为彻底的“网生代”，
她的思考和表达都是别致的，而在作品中的“寻找”
也注定与众不同。表面上看，是“我”寻找丢失的“嘎
乐”的故事，但实际上，要拾起的何止于此。“嘎乐”是
我捡来的孩子，我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但他却突然
失踪了。我惊恐万状，在森林中大声呼喊着嘎乐。
然而，嘎乐是蒙语“火焰”的汉语音译。当我呼唤嘎
乐时，村民们以为着火了，查明真相后，竟然对“嘎
乐”愤怒相对甚至暴力相加。我在寻找嘎乐，最终以
绝望收场。渡澜只有21岁，她在小说中丢失了嘎
乐，在小说外继续寻找着这个年纪还不太懂却奋力
读懂的人间哲学：疏远、理解与分别，多么艰涩，但又
那么具体。

这几位作家寻找的方式、对象都不尽相同，但他
们的“寻找”却在两个领域提供了启示：一是文学为
谁而作，二是如何写作重大题材。

作家的写作，首先是对自我负责的事业，由此引
发的一切宏大叙事才显得可靠。文学应该为作家精
彩的自我而歌。只有先爱惜自己的羽毛，他人才能
以尊重和欣赏的姿态驻足聆听。

然而，止步于自我的写作也是危险的。文学应
该为芸芸众生吟咏，作家不能停下探索更为广阔世
界的使命。这两层次的有机联系恐怕是：当作家找
不到自我时，吟咏也必然是苍白的、空洞的。一个放
弃了自我的人，与他人之间也必然不会找到精准的、
贴切的灵魂联系。当作家找不到众生时，歌唱也将
是单薄的、封闭的。一个放弃了众生的人，对自我也
不太可能觅出深邃的、悠长的宇宙至理。这五部作
品无论是讲述自我还是众生，都试图眺望另外一岸：
安宁、渡澜由内至外，最终到达的是自然或人间，传
递生态精神或人性光芒，阿勒得尔图通过时代镜像
之下的人物来反衬乌兰牧骑的变化，艾平、海伦纳则
用“小爱”的故事诠释“大爱”无疆。

五部作品的文化和精神含量不低，不是生硬地
戳读者的神经，而是给读者提供厚实绵密的养分。
既是凝神提气之作，也保留着作家鲜明的艺术个性
与可贵的坚持。他们的写作进退自如，能登大雅之
堂，又可以吟唱“陋室铭”，其必然的因果在于厘清了

“为谁写作”的问题。
二是如何写作重大题材。其实，很多作家面对

重大题材，往往体现出既怕又爱的心情。从国家的
文化战略角度看，重大题材滋生出严密的符号体系，
也铸就了宣传领域的精神之门。从个人写作的角度
而言，走向时代并与时代产生呼应，也是很多优秀作
家必经的道路。然而，时至今日，重大题材的写作总
体质量良莠不齐，大多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窘
境。如果说当今文学正在被视觉时代边缘化，那么
重大题材的写作某种程度则是被当今文学边缘了。
必须写，且必须要写好，是所有重大题材写作者应该
面对并试图解决的难题。

艾平和海伦纳的作品，则是重大题材的典范之
作。尽管受困于中篇的限制，他们没有展现更为丰
富的素材域，但却提供了一条扎实的艺术思路供作
家汲取。应该明确的是，作品不必充满主旋律，但也
不要排斥主旋律。主旋律的概念缘起音乐，而任何
一篇动人的乐章都不是单调的存在。除了主旋律
外，还有“次旋律”，只有主次结合，音乐家才能弹奏
完美的乐章。另外，主旋律所提供的是更为宏观的
理论背景，而作家需要做的是消化理论，将其称为鲜
活的生命体。理论脱离文本时一定是灰色的，但脱
离了理论指导的作品其生命力也并不会太旺盛。只
有将时代命题与写作有机融合，才能形成理想的生
命体，最终长成“生命之树”。艾平和海伦纳的书写
也可以被理解为写作者的另一种寻找：没有曲高和
寡，也并不声嘶力竭，却最终找到了写作重大题材之
匙。

内蒙古文学曾经出现过令人瞩目的繁荣期，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从主流文学期刊的刊载
率还是从大众视野的曝光率来看，内蒙古作家都显
得不是很活跃。的确，对于地处边地的少数民族自
治区而言，一年内能有五位作家以重要作品刊载于
《人民文学》是件既艰难又光荣的事。他们既照耀着
后继写作者的路，也以成功的写作实践告诫我们：去
寻找一切的真理吧，然后，成为“人民的文学”。

寻找人民和成寻找人民和成为为““人民的文学人民的文学””
——记2019年内蒙古作家的《人民文学》之旅

◎鄢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