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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给小女孩后，现场
读者要求阿来跳舞或者唱
歌“以示惩罚”。一位读者站
起来说：“你生长在马尔康
县，你们那里的人都会唱歌
跳舞，你也必须来一段！”

阿来说：“我们那儿的人
确实喜欢唱歌跳舞，他们的
情感很快就宣泄了，但我都
不会，我小时候特别自卑，怕
自己憋坏了，就找了这个（写
作）出口。”几番拒绝读者的
邀请后，阿来选择了回答“真
心”问题。

一位阿来粉丝问：“你写
作是对情感的宣泄，那么，你
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

阿来说，他是一个饱受
挫折的人，他接受“博爱”这
种说法。比如，他爱花鸟虫
鱼，“当别人约会的时候，我
在花园看花，因为我有大爱；
当别人有约会的时候，我去
爬山，看看蓝天白云，因为我
有大爱；当别人还在约会的
时候，我在写作，我告诉自
己，我有大爱。”

有读者问到真正的文学
创作，阿来说，“在成熟的时
候，要保持天真；在复杂的时
候，依然要保持简单。”

一位读者问到一个深刻
的问题，大致意思是过去的
文学，比如《红楼梦》，有很多
细节，如今却变了，很多文学
作品都是图一时之快，是读
者水平降低了还是作家水平
降低了？

阿来说，这是一个特别
好的问题。《红楼梦》不仅是
故事，它给读者带来很多知
识。有人说，故事就是小说，
小说就是故事。就像博物馆
只剩下骨架的恐龙，就是恐
龙。“我们不会说，这个骨架
是恐龙，我们说，这是恐龙的
骨架。小说除了故事，还有什
么？只有变成有血有肉的‘生
命’，小说才可以开始呼吸。”

“放牛娃，开拖拉机，抬
花岗石，当乡村教师……这
些苦难生活都是我的写作源
泉和用之不竭的财富！”当阿
来总结自己的文学励志人生
时，现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
的掌声。

成都公益电影进影院影讯

4月6日、10日以下影院
放映电影《洛杉矶捣蛋计
划》：成都太平洋电影城（旗
舰店）、成都王府井电影城、
成都太平洋影城（川师店）、
万达影城（锦华店）、四川峨
影1958电影城、成都新城市
影城、和平电影院、成都金沙
紫荆电影城、成都沙湾紫荆
影城、成都万达影城（金牛
店）、东方世纪影城、成都太
平洋电影城（武侯店）、星美
学府影城、成都新时代电影
城（高塔旗舰店）、影立方
773IMAX影城、成都万达电
影城（成华店）、成都紫荆电
影城、蜀西紫荆影城。

影片简介：落魄经纪人
黄伯伦（夏雨 饰）来到洛杉
矶寻找失踪艺人（杨紫 饰）
不幸滞留美国，却意外成为
了五名美国萌娃的爸爸。

“年度作家”阿来
小时候特别自卑
找到了“写作”这个出口
昨日的阿来文学人生分享会，首先由成

都商报为第二届成都商报读者口碑榜“年度
作家”阿来颁发纪念奖章。

阿来一上台就向大家表示了感谢：“今天
是适合踏青的日子，还有这么多文学同行、热
爱阅读的读者朋友来捧场，谢谢大家，而年度
作家这样的荣誉，一方面有感于大家的性情，
大家来到这里，一定是投了票力挺我的。另
一方面，我却很惭愧，惭愧是因为，在杜甫
草堂这样一个对于文学来讲特别有意义
的地方，我只是一位文学后辈。”

阿来聊起杜甫：“研究诗圣杜甫的
生平就知道，他不像我们小说家、散文

家，只是在某种状态下突然说要深入生
活，要构思，要搜集材料，就在短暂的特

定情形下，接近文学。”阿来说，那些古代的
前辈，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处在文学状

态中。杜甫一生写了很多诗，他一直在记录，
没有说是找到一个状态写，而是通过生活经
历，在这个状态中，随时用诗意的方式碰触这
个世界，把人生哲理随时随地记录下来。

如今，大家都说文学要深入生活，却又觉
得自己的生活不是生活，这就会形成一个误
区。“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阿来说，这些
都是杜甫眼下的生活，如果一个作家不能跟
自己的真实感情、生活发生关联，写作就会面
临危险。最后，阿来说：“在中国古代文人中，
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从远方来到成都，又回到
外面世界的杜甫；另一个是从四川出去，再也
没有回来的苏东坡。今天，我得到奖牌，得到
鲜花，更多的是得到这些老前辈熏陶的结
果，谢谢大家。”

聊完杜甫，阿来聊起了他的人生经历。
阿来说，自己其实一开始是“放羊”，后来才“放牛”

的。小学时，他在村里放羊，因为喜欢看书，劳动放羊还
背本书。别人就说，你怎么这么喜欢看书，那就帮着放牛
吧。那个时候，他想去远方。什么是远方？什么人能去远
方？当时村里不断有从远方来的人，都是勘探人，这些人
在村子里扎营。阿来说，他们去过好多地方，见过好多
人，读过好多书，自己特别羡慕，所以，他后来填志愿时，
第一和第二志愿都是地质学校。

放牛半年后，村落里要修一个水电站，挖水渠的有
几千人，他也是其中一个。16岁的他每天抬花岗石。到了
星期天可以休息，他就在家看书，而且看的还是小说《这
里的黎明静悄悄》。工地上的人问：“小鬼，你看得懂吗？”
他回答，“还行”。阿来念了一段给他听，这个人很惊讶
——竟然没有不懂的字。于是，包工头欣赏他，让阿来学
习新技术——开拖拉机。阿来拼命学技术，后来又开卡
车和挖掘机。而没过多久，通知书来了，他考上了师范。

然而，中师毕业后，阿来特别后悔。因为开拖拉机
一个月能拿六七十块钱，加班还要发衣服，加班的话晚
上还有酒和牛肉。当了老师，工资变成一个月三十七块
五，而且还要去非常偏僻的地方。阿来说，去那个学校，
从县城出发，坐了六七十公里下车，没路了，别人告诉
他，真正的路途才开始。然后，一人分两匹马，一匹驼人
一匹驼行李。阿来的行李比别人多了一箱书，所以他走
路，两匹马都驼书。

当时，他们当老师的第一步是领一杆枪背着，刚开
始他觉得特别起劲，八十颗子弹、四颗手榴弹都要随身
携带，担心野兽出没。那年，阿来19岁。

在学校待了一年多，他们认为应该让阿来教中学。
于是，他到了县城当中学老师。但阿来说，自己在学校里
有点离经叛道，他觉得自己当老师前景堪忧，虽然他特
别想当好老师。

1996年，阿来去了《新草地》做文
学编辑。他希望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
跟文学脱离的，所以他一定要去文化
企业。于是，他又去了《科幻世界》，对
方说给他充足的空间让他干，他一做
就做了十年。

2001年，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
定》获得茅盾文学奖，成为最年轻的得
主，当时，他说自己还特别像个书商，穿
着亮闪闪的印有《科幻世界》的衣服满大
街走，把自己变成“流动广告”。

宣布得奖那天，他在书展上布展，一
直穿着那件印有《科幻世界》的衣服，一
个记者抓住他说：“你得奖了。”他说：

“哦。”随后继续指挥大家摆放展位。记者
问，“你为何不兴奋？”他说，“写出一本好
作品，得奖是该的，有什么好兴奋的。”说
到此，现场读者大笑，为阿来鼓掌。

那几年，他把《科幻世界》做得风生
水起。做生意的朋友劝他：“好好做生意，
你还写什么破小说。”文学界的朋友劝
他：“你无非是赚了点钱，好好写书嘛，文
学才是永恒。”结果，阿来突然辞职，到了
四川省作协。

主持人宁远问阿来：“你是否后悔
当初的这个选择？”阿来说，这可能是我
这辈子最难的选择，但回到十年前，结
局肯定还会是这样。“我愿意把文学工
作、文学建设作为我的人生事业，因为
文学建设就是不断建设自己的过程，不
断丰富、重新构建自己，就像一个修行
中的人。”

回忆阿来前半生的成长史，让读者回味了很久。接下来
的“我来读，阿来猜！”互动环节，是由读者事先摘录一段阿来
作品中的话，让他猜是哪部作品，相当于阿来所有作品的一
个呈现，很多读者举手参与。

一位阿姨站起来读到：“我看那些山，一层一层的，就像
一个一个的阶梯，我觉得有一天，我的灵魂踩着这些梯子会
去到天上。请问这句出自你的哪本书？”阿来毫不犹豫，“长篇
散文《大地的阶梯》。”读者很开心：“对！”掌声响起。

一位自称阿来粉丝的读者说：“这犹如养育孩子的父母，
看着一个个子女终于离开家门，去往人世间经历自己的一
切，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他们随风远走的背影，给他们
最真挚的祝福。”

阿来说，这是一篇小文章，叫《随风远去》，当时得了茅盾
文学奖，在乌镇举行的颁奖礼上的获奖感言。文中说，如今，
很多作家写书的时候用的力量不多，等书出来，用的力量很
多，会张罗各种活动和研讨会。阿来说了一个观点：“在这一
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倾尽我所有的力量。而当我在电脑上敲
下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时，我和这本书的缘分也就结束了。”

一位男士将提问抄在报纸上，他朗读到：“我害怕从梦
里，那个明明是下坠，却又非常像是在飞翔的梦里醒来！”在
场的读者都笑了，他们想，这样过于简单的话，没有关键情节
和人物名称，阿来一定会被问倒。

没想到，阿来拿起话筒，利落地说出，“《尘埃落定》”，掌
声再次响起。面对阿来“卓越”的记忆力，主持人宁远打趣说：

“这个游戏很难继续下去！”
终于，能够难倒阿来的人出现了！一位小女孩读了一段

文字：“这时，坐骑驰过一片红霞就变成枣红色了。一瞬间就
越过了好多个季节。季节交替那么敏捷，仿佛马四蹄生风地
奔跑就是为了追赶一个季节，让它在某个记忆深刻的地方停
留下来。”

阿来说，这是很多年的一个短篇小说，他说出了书名，小
女孩却摇头，全场读者发出笑声，“终于被考倒了！”

聊创作 希望生活方式
不会跟文学脱离

■第二届成都商报读
者口碑榜·年度作家阿来文
学人生分享会昨日在杜甫
草堂举行

■阿来首次兜底文学
创作初衷及苦难生活幕后，
吸引超200人参与互动

小女孩出题
终于难倒他

真心话

苦难生活
是写作的源泉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摄影记者 刘海韵

玩游戏

要向杜甫等老前辈看齐谈获奖

抬过花岗石
开过拖拉机说经历

川大艺术学院院长黄宗
贤昨晚透露，3日晚，现任中国
美术家协会顾问、四川省美协
名誉主席、版画大师李焕民先
生逝世，享年86岁，“一个时代
中国版画里程碑式的人物谢
幕了，他去天堂继续他的精神
之旅！”成都商报记者昨晚也
从李焕民先生的家人处确认
了这一消息。老先生的家人表
示，遵照先生的意思，其身后
事尽量简朴低调，只进行小范
围的悼念活动。

黄宗贤提到，“在李焕民心
中，有一条悠远的无尽之路，在
这条路上他已乐此不疲地跋涉
了半个多世纪。”

老先生的去世令人惋惜和
悲痛，应该说，他的《初踏黄金
路》《织花毯》《牧场》等都是家

喻户晓的名作，就像《我的祖
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这些
新中国名曲那样，塑造了几代
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成都商报记者多次与李焕
民先生有过接触。今年2月底，成
都商报记者在四川美术馆举办
的“向人民汇报”四川巡展开幕
式上还见到了李焕民老先生，不
想一月有余，大师已作古。

在几次深入接触过程中，
对他说话的沉郁语气和判断力
印象深刻，比如他会强调自己
的话，会着重对某一艺术理念
或新观点表明是支持还是批
评。他说话慢但有重点，层次清
楚，而且逻辑严密，犹如刻刀般
落点准确且一次成型。

2013年，他获得“中国美术
奖·终身成就奖”，提及要做回

顾展，李焕民说得更为朴实：
“做展览不仅我费劲，大家也都
跟着费劲。我现在唯一想的就
是过去体验了这么多生活，有
那么多的资料，还有很多的想
法，我怎样才能赶快落实到纸
上，给后人留下一些我们这个
时代的思考和痕迹，这也是我
最大的愿望。”

李焕民对自己的艺术之
路，说得最多的词就是“幸运”。
对于自己几十年的从艺经历，
他说：“有幸的是我该穷的时候
穷了，该受罪的时候受了，该起
来的时候起来了，该深入生活
的时候我也去了。我觉得这是
非常幸运的。一个人一辈子，究
竟能干多少事啊？能干好一件
事就算不错了。现在回头看看，
我感觉我走对了。我觉得一个

画家，之所以能够画出一些画，
是因为他内心原有的、深藏的
感情，与现实的时代和感情融
合起来，深深地打动了你。”

对于当下的艺术界，他提
到：“我们这一代为新中国美术
奠基，现在的年轻一代是为中
华民族的文艺复兴而创作。我
们这些美术工作者，都要把这
个责任担起来。既要有深厚悠
久的民族气派，又要有崭新的
时代精神。既要对国外的艺术
非常熟悉，又要对中国传统有
深入研究，同时还要跳出来。我
们要画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画中华民族的魂。学习外国的
先进成果，但不当盗版者；学习
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但不当

‘活化石’。”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中国版画“里程碑式人物”李焕民去世 享年86岁

李焕民，北京人。擅长版画。
1947年入国立北平艺专，1951年
毕业于中央美院美干班。历任

《新华日报》美术编辑，四川省文
联党组书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四川省美协副主席等。一
级美术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作品《初踏黄金路》《高原峡
谷》获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驯
马手》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牌
奖；《扬青稞》《牧场》《攻读》《童
年》等四十余件作品为中国美术
馆、大英博物馆收藏。1996年获

“鲁迅版画奖”。2013年获中国文
联、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授予的

“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出
版有《李焕民版画作品选》。

逝者

““放牛娃放牛娃，，
开拖拉机开拖拉机，，
抬花岗石抬花岗石，，
当乡村教师当乡村教师
……这些苦……这些苦
难生活都是难生活都是
我的写作源我的写作源
泉和用之不泉和用之不
竭的财富竭的财富！”！”

———阿来—阿来

昨日，由成都商报社、成都杜甫
草堂博物馆、《四川文学》杂志社、
《中外文艺》杂志社、四川省作协创
研室、四川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
“第二届成都商报读者口碑榜·年度
作家阿来文学人生分享会”在成都
杜甫草堂博物馆仰止堂举办，不仅
吸引了超过200名读者参加，还有小
说家、四川省作协创作研究室主任
马平，散文家、《四川文学》主编牛
放，散文家、四川省作协副秘书长熊
莺，《中外文艺》主编峻冰，诗人、《中
外文艺》副主编王丽，第二届成都商
报读者口碑榜·年度图书得主凸凹，
第二届成都商报读者口碑榜·年度
诗人向以鲜，《存在》诗刊主编陶春，
《星星》诗刊编辑黎阳，四川文艺出
版社社长吴鸿、四川文艺出版社
副社长周平，以及蔓琳、陈新、
肖开秀、其然等20多位文学
同行到场助阵，倾听阿来
首次兜底的文学人生
分享会。

活动现场

读者提问

李焕民先生

《初踏黄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