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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天益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写了一
二百万字，出了五六本书，有些作品还
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人称我是作
家，文坛评论家们给我的作品写了不少
评论文章，我真的愧不敢当。其实自己
最清楚，我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退
休后《绿洲》杂志社又把我编入顾问的
梯队，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学爱好
者。

我是喝黄河水长大的，花季前的岁
月，是在九朝古都洛阳、八百诸侯会盟之
地的孟津度过的。耳濡目染中原古文
化，自幼跟随擅长书法的私塾先生的祖
父，生吞了《论语》《四书》的一鳞半爪，又
受古文功底较深的父亲的熏陶，所以对
文学写作情有独钟，孜孜以求，从小就做
起了文学梦。中学时代偏爱文科，酷爱
读书，开始接触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我国的四大名著，鲁迅、巴金、高尔基等
的书籍广泛涉猎，好书成了我永远的朋
友，给我以文学创作的启迪。

我从事文学写作是从写散文起步
的，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是初中二年级时
刊登在武汉《长江文艺》上的《我们是新
时代的青年》。这在我们学校引起很大
反响，大家争相传阅，语文老师还拿到
其他班级反复朗读。现在看来，那篇小
文是很幼浅的，文笔也很稚嫩。但是为
什么会引起青少年伙伴们的兴趣，直到
现在我的一些老同学们仍然念念不忘，
细细琢磨起来，觉得根本原因是写出了
当时一个热血青年的真情实感，因而在
大家心中产生了共鸣。从那时起，我的
思想深处便留下了这样的观念：文学作
品一定要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这是至关
重要的一条。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离开了学
校，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从中州大地来
到西北边陲准噶尔大漠边缘的一个军垦
农场。那时，我们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
年轻人，在无边无际的戈壁荒原上开荒、
造田、平地、挖渠……我烧过荒，烈焰像
箭一样追逐野猪黄羊，是那样令人惬
意，但也曾燎得我满脸水泡，又是那样
的痛苦难耐；我开垦过地，拖拉机翻开
亘古荒原上沉睡千年的泥土，芳香扑
鼻，是那样的富有诗意，但也因拔除顽
劣的杂草而双手流血，是那样的揪心疼
痛；我挖过渠，盐碱沼泽地上的积水顺
着渠道汩汩流淌，是那样欢快，但也因
腿疼臂酸不敢着床，又暗自叹息；我欣
赏过沙尘暴来临时的天昏地暗，是那样
的奇妙诡谲，但它也无情地卷走禾苗，
毁万物生机，又是那样摧心折肺……

在劳动锻炼的日子里，我们住的是
四面透风的窝棚，吃的是窝窝头和盐水
煮麦粒，劳动从早晨到黑夜没个准点。
可是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精神饱满，
从不叫苦叫累，相反却为参加这样开创
基业的伟大劳动而自豪和骄傲。此情
此景，激扬起我创作的冲动。夜晚，那
个没有通电的垦荒连队便成了我思绪
纷飞的天空。在地窝子里用苇把子搭
成的床铺上，我守着一盏如豆的油灯，
在同伴们此起彼伏的如雷鼾中，摊开自
己的灵魂，泼洒自己的情感。于是，我
和文学又一次结缘。介绍我们结缘的，
是地老天荒的准噶尔大漠，是白雪皑皑
的天山，是熊熊燃烧的篝火，是火一样
通红的青春，是梦一般的憧憬和幻想。
感谢瀚海荒漠，它给我文学创作以风格
和气质；感谢文学艺术，它洗涤了我人
生中多少泥沙。

在那些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我有感
而发，花了几天几夜工夫，写了一篇题

为《永远的眷恋》的散文，发表在《玛河文
艺》上。在我们团场的西北隅，有个名叫

“活海子”的大苇湖。劳动空隙，我曾无
数次到那里凝望沉思。秋日的苇湖很
美，顶着雪白头饰的芦苇在秋风里低昂，
一阵微风拂动，万秆芦苇生动——它们
柔美地摇曳着，以动荡不定的肢体和动
作，装点并作别一年一度萧瑟的秋天。
而它们的根却在水中的地下拖着它们，
风的能力绝非没有边际，至少把它们拉
扯到一苇之长的距离，使之倒伏，与大
地平行。这样，哪怕稀疏不多的芦苇，
只要摇曳起来，便深不可测。

面对如此景色，我感慨万千。于是
又写出散文《多彩的芦荡》，发表在《新
疆青年》杂志上。先后发表的这两篇文
章，在团场不胫而走，在田间，在地头，
在苇棚，在食堂，在热气腾腾的开荒工
地上，成了年轻伙伴们谈话的主题。在
富有浪漫色彩的戈壁荒原篝火晚会上，
人们高声地朗读着它……为什么会有如
此效应？惟一回答是：它表达了一代青
年建设者的共同心声，抒发了他们开发
边疆、建设祖国、屯垦戍边的豪情壮志，
当然引起内心强烈的共鸣。这更坚定
了我的信念：文学作品必须是作者真实
感情燃烧下的产物，其感染力与作者情
感的浓度成正比。

在这之后，我又不断地写了一些文
字。不管是童年忆趣，还是青春抒怀；
不管是叙述工作或事业上的欢乐与烦
恼，还是表露爱情的甜蜜，以及畅游名
山大川的惬意和欢悦，我都极力把自己
的真实感受，通过钢笔流泻在稿纸上。
对我的这些作品，可以说它艺术水平不
高，文字功力不够，但是在情感的真挚
上，我自以为是无可非议的。

其实，翻阅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
品，尤其是散文，无不带有作者的真挚
之情。古人如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
《祭十三郎文》，现代作家如鲁迅的《为
了忘却的记念》，朱自清的《背影》。外
国作家如高尔基的《海燕之歌》，罗曼·
罗兰的《内心的旅程》，等等，哪一篇不
充满着炽热的、发自内心的感情？无论
亲情、友情、乡情、爱情，乃至革命热情，
都写得那么热切挚浓，扣人心弦，催人
泪下。因而能够远播海内外，成为不朽
的传世之作。我们虽不敢和这些先贤
名家相比，但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崇高的
追求。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被派往大漠
深处的农八师（现八师）一四八团当政
委。这个团场就是诗人艾青当年待过
的莫索湾二场。艾青曾在这里劳动和
体验生活，他那洋洋数十万字的小说
《绿洲日记》就是在这里完成了初稿。
那时，杨牧是基建连队的职工，还有一
个叫陈艰的文人，是杨牧在一四八团时
的老师。杨牧没有书读，陈艰凭记忆给
他写了近万言的古典诗词。爱才之心
人皆有之，出于文人之心和文人良知，
经过登门探访杨牧和调查研究之后，我
力排众议，坚持给杨牧平反昭雪，调到
政治处宣教科工作。以致后来他成了
新疆“新边塞诗的主将”，同周涛、章德
益合称新边塞诗“三剑客”。诗光文影，
曾经使天山上的诗空很是明亮了一阵
子。而他的老师陈艰后来成了兵团文
工团（现兵团歌舞剧团）的一级编剧，创
作出不少好作品。

在春风鼓荡着我蓬勃畅想的上世纪
80年代初期的一个春天，我从莫索湾回
归绿洲新城石河子。由于与文学的不

解之缘，在停笔多年之后又大胆地拿起
笔来，于工作之余试着写了题为《两地
乡情》的文章，草成后寄给《绿洲》编辑
部。谁知那篇短文竟在散文栏目中刊
出，不久寄来样刊，还附有一封与我素
昧平生的编辑的热情洋溢来信。我喜
悦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仿佛那只沉睡
了多少个寒冬的笔，忽然又被一阵迎春
的箫鼓敲醒。啊，醒来的意念，醒来的
思绪，醒来的惊喜，醒来的震撼呀！它
像一声春雷，一声呼唤，掠过我思维的
天空，凝成星星般绮丽的花朵，召唤我
风雨兼程，去追回失去的时光。此后，
我便毫不犹豫地打开心灵的窗户，任意
放飞思绪，在工作之余的一切空间里，
开始洒脱地写作，而一发不可收。

生活给予人类的，苦辣酸甜都有，喜
怒哀乐俱全。在纷繁复杂的人生阅历
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品味人生，如何在
生活中把各种成分调配得轻松、自在、
潇洒，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命
题。风风雨雨几十年，五光十色的生
活、绚丽多彩的人生给我以启迪，使我
荡起生活的双桨，深沉而从容地去品味
人生，同时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写
下了不少文字，既有对西部生活的眷
恋，又有心灵的独白。

我不是什么专业作家，文学不是我
惟一选择，只是酷爱而已。我没有著书
立说的渴求、藏之名山的愿望，只是觉
得过去的一切值得记录，于人于己都是
一种告慰。有了这一点，就自觉写得放
松、随意，不紧不慢，把自己淤积的心情
释放出来，如此而已。作为西部的兵团
人，在文字中自然流露出兵团人、兵团
生活的底蕴和生活场景，力求素朴。业
余写作的好处是不拘谨，平常心，不讲
名利得失，有一种即兴的特点。这是繁
忙公务之后的自我放松
与自省自励，是一种军
垦人的本色。

我有个习惯，在翻
阅报刊时遇到好文章，
就剪下来存着，集在一
定时候，再分门别类贴
在一本旧杂志上，以供
日后赏读。多少年来汇
集的文章已有数千篇，
贴了几十本。这种自己
制作的文章选本，虽然
登不得大雅之堂，也难
入方家之眼，但究竟是
凭自己的眼光选编而
成，因此我看它分外宝
贝。选文的标准是质量
第一，不论作者成名与
否，也不分文体，所收之

文品种多样，风
格各异。正如餐桌上

的“大杂烩”，都是颇可品
味的佳肴。因是农家子弟，对

描绘乡土风情的文字一向喜爱，所
以这类文章集得不少，或诗或文，或忆
旧或写实，每开一“卷”，田园风光扑面
而来，乡土人情牵人情思。对远离故乡
的人来说，此类文字可治“乡愁”之病，
品读几篇，烦人的愁思会消解大半。

1988 年春季，一纸红头文件，任命
我为兵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以后又为
正厅级副部长兼人事局局长，这是我始
料不及的。在工作岗位上，我一边担着
领导职务，一丝不能懈怠。我的另一边
却把对文字的执着追求和读书的乐趣，
当作抚慰心灵的良药。诗人、评论家李
光武先生在一篇评论中说，为官者为
文，自古有之。许多大政治家、军事家，
同时也是有名作传世的诗人、散文家，
如曹操、诸葛亮、范仲淹，等等。然而，
官有官道，文有文道。政坛与文坛是两
个不同的世界，游戏规则、思维方式和
价值判断截然不同。自古以来，一些文
人把仕途当作终南捷径，作为人生价值
的最高体现。杜甫在《旅夜书怀》一诗
中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名
句，他似乎把对自己因文而名不以为
然，愤愤不平。在他看来，因官而名才
是正路。

我以为，一切有志于从政的人，还是
要懂得点文好，应该学学范仲淹。要知
道，一切伟大的政治家，没有一个不重
视文学和文人阶层的。

2006年盛夏，我应中国作家协会之
邀，偕妻到北戴河创作之家参加创作度
假活动，恰逢名贯中外的作家王蒙先生
和他的夫人。我与先生早就相识，上世
纪 90 年代我的第二部散文集《爱洒天
涯》出版时，他还为之题词作序。在一
个寂静的夜晚，他跟我说起当文化部部
长时，一边做官一边从文的许多感悟。
这些哲理名言的一些内容，以《我当文
化部部长》为题，发表在2007年 8月 20
日《中国人事报》上。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实话明
说，我自到组织部门工作以来，无时无
刻不在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地位、官
职、待遇，希望靠自己的本事而不是一
个强大者撑腰来干出成绩。我一直相
信，我的文字比我的发言讲话精彩。所
以，我一边当着部长，一边不忘写作，一
边设想着下来的那一天。甚至希望人
们在介绍我时，先说我是个作家，然后
再说是部长。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低语的人生”
是著名文学评论家韩子勇先生为我的
作品写的一篇评论里说的一句话，觉得
用在我身上再贴切不过。所以，便拿来
当作这篇文章的标题。

“岁月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
云。”光阴飞逝，转瞬垂垂老矣。半个世
纪以来，除不懈地尽心尽力工作以外，
我一直都在真诚地生活，勤奋地写作，
保持着一种传统文人的风骨，直到今天
的古稀之年，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我。这
部集子收录的是我在退休后几年里的
大部分作品，尽管尚有种种瑕疵，但它

却忠实地记述了一个文化人对生
活的执着追求和心路历程。

那年那个夜晚，那个没有通电的垦荒连队成了我
思绪纷飞的天空。在地窝子里用苇把子搭成的床铺
上，我守着一盏如豆的油灯，在同伴们此起彼伏的如
雷鼾中，摊开自己的灵魂，泼洒自己的情感。于是，我

和文学又一次结缘。介绍我们结缘的，是地老天荒的准噶尔大漠，
是白雪皑皑的天山，是熊熊燃烧的篝火，是火一样通红的青春，是
梦一般的憧憬和幻想。感谢瀚海荒漠，它给我文学创作以风格和
气质；感谢文学艺术，它洗涤了我人生中多少泥沙。

《在华一年——苏联电影记者笔记（1938-
1939）》的作者罗曼·卡尔曼是苏联知名新闻电
影摄影师和导演，1938年9月至1939年9月亲
临抗日战争最前线。在陕甘宁边区的近一个
月中，他采访了毛泽东主席，拍摄了大量反映
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珍贵影像和照片，向全世
界真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
战斗生活。本书系俄文版出版70年后首次推
出中文版。

他是汪氏家族上下宠爱却记不得生母面容
的“惯宝宝”；是上学路上东瞧瞧西望望，后来在
文章里活现了旧日高邮市井民俗风情的“李小
龙”；泡茶馆、跑警报、旷课却深得闻一多等西南
联大一众名师赏识，还是沈从文的“高足”……

《汪曾祺回忆录》一书以自报家门、昆明忆旧、后
半生、文坛、梨园、人寰、旅食集、创作记历等7
个主题，集结了汪曾祺一生所撰的回忆文章，平
淡质朴，如话家常。

《董其昌传》是一本关于艺术宗师董其昌的
全景式传记作品。作者孙炜经过多年研习、分
析与考证，对这位近四百年前的里程碑式的艺
术宗师进行了全方位描摹与解读。本书不仅对
董其昌的生平事迹进行描写，同时将其在书画、
艺术、历史等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乃至其宦海商
海两沉浮的人生经历放入彼时的政治、经济、文
化大背景下讲述，将个体命运的走向与时代密
切关联，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董其昌跌宕起伏的
一生，为读者呈现了一位血肉丰满的书画大家。

从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烟火》从天津老
城北门外的侯家后胡同说起，跨越了百余年的
历史进程。风云动荡之际，从伙计成长为买卖
人的“来子”亲眼看到一位位革命者为了信念牺
牲自我。后来，他拒绝去日本当劳工，用生命告
诉女儿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以小人物
视角展现宏大的爱国情怀。在行文细节与故事
情节中，《烟火》中的“烟火气”不仅展现出浓郁
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在生动谐趣的对话中体现
了天津人独特的表达方式和生存智慧。

（本版图片均据本报资料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