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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16年，踏勘10多次，人物上百位……

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
长篇巨制《敦煌本纪》问世

费德勒37岁，德约科维奇32岁，
两个加起来快 70 岁的老男人在温布
尔登中央球场上演了一场4小时57分
钟、足够写进网球史诗的决赛。

德约科维奇与费德勒 14 日在温
网男单决赛中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比赛，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战，小德挽
救两个赛点3比2险胜瑞士天王，第五
次捧起冠军奖杯。

在两人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已经
足足交手了 47 次，彼此已经足够熟
悉，每一次发球的角度，回球的力度都
已经不是秘密。因此这次对决一上来
就直奔主题。无需试探、无需多言，拿
出最好的状态迎战，对决！这是一场超
越2008年温网决赛“费纳决”的对决，
11年前，费德勒和纳达尔打到人们崩
溃也仅仅是耗时4小时48分钟，而这
一次温网使用长盘决胜新规则之后足

足耗时了4小时57分钟。
再经典的名局也有输家，遗憾落败

的费德勒表示“只想试着去忘掉失败”。
但是他绝不服输，明年再来？未尝不可。
因为这是一个基因里就写满了不服的
男人，他和妻子米尔卡创造了六万分之
一的奇迹。2009年，他们已生下第一对
双胞胎女儿沙琳和米拉，2014年又诞下
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莱奥和莱尼。据英国

《每日邮报》报道，这种概率事件在生育
史上只有六万分之一。

这次温网决赛，孩子们在看台上
见证了父亲的成功和失败。输球后，他
会得到孩子们的鼓励，“这没什么，对
手那么强，下次你会打败他的！”是的，
这位37岁、拥有四个孩子——两个长
相一样的儿子、两个长相一样的女儿
的强悍基因老爸，这么会输呢？大不
了，下次再来！

零绯闻好男人20年独宠一人
费德勒怎么不是人生赢家？他在

年少时就早早就确立了“史上最伟大
的网球选手之一”的地位，夺得史无
前例的 20 座大满贯冠军。优雅的脚
步和挥拍是技术网球的典范、艺术网
球的代表，被称为网坛上的芭蕾舞
者。费德勒始终作为运动员的标杆移
走在前方，渐行渐远，让人望尘莫及！
接近 20 年，他在网坛独霸天下写下
不老传奇，在感情里却是零绯闻，独
宠妻子米尔卡一人。

曾几何时，米尔卡也是一个不服
输的网球少女。在跟费德勒结婚之前，
米尔卡曾跟一位中东王子相恋了 2
年。王子曾向米尔卡求婚说：“只要你
嫁给我，我的所有一切都是你的，但有
一个前提，嫁给我以后，我不能忍受你

每天出去打比赛。”像这种多金又有浪
漫情怀的王子哪个女人能够拒绝？但
是米尔卡当时就表示，“对不起，我不
会为任何东西，放弃我最爱的网球。”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两人都代表
瑞士队出战。尚未崭露头角的费德勒
对米尔卡一见钟情，展开了猛烈的攻
势。在国家队训练期间，费德勒在球场
边扯着嗓子唱后街男孩的歌，随后就
被教练赶了出去。

生完孩子的米尔卡近几年迅速发
胖身材严重走样，退役后成为费德勒经
纪人的她，因为经常在看台上高分贝尖
叫为费德勒加油而饱受媒体和球迷们的
批评，球迷们时常会发出“米尔卡配不上
费德勒”的呼声。费德勒非常生气地回
应：“在我眼中，米尔卡就是最好的。”

创造六万分之一的基因奇迹

恋爱九年之后，2009年两人走入
了婚姻的殿堂，同年7月23日生下了
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五年后，米尔
卡又为费德勒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

“儿女双双全”的费德勒也被媒体誉为
“真人生赢家”。“我和米尔卡都非常高
兴迎来了莱奥和莱尼，又是双胞胎，这
真是一个奇迹！”在双胞胎儿子降生
后，费德勒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

难道是因为费德勒运气太好，还
是他们家天生就好基因？在费德勒之
前，他的姐姐黛安娜也生过一对双胞
胎女儿。但是连生两对双胞胎，据《每
日邮报》报道，这种概率只有六万分之
一。据统计全世界生双胞胎的概率在
1/90左右，如果一个家庭连续两胎都
是双胞胎，还是自然受孕的情况，可以
说是非常非常罕见了。据医学专家表
示，虽然目前为止，全球的科学家都没
有找到双胞胎的发生原因，但是可以
明确的一点是，和遗传有很大关系。如
果一对夫妻产下过双胞胎，而且家族
中有亲戚也生下过双胞胎，那么这对
夫妻再次产下双胞胎的概率，要比普
通夫妻高许多。难怪去年，费德勒表示
害怕米尔卡还想要孩子，如果又是双
胞胎的话自己就确实忙不过来了……
不过创造连生双胞胎奇迹的并不是只
有费天王一人。韩国著名足球运动员
李东国就曾在生下一对双胞胎千金之
后，又收获一对龙凤胎，据医生透露，
现实生活中能完成如此“壮举”的概率
约为十万分之一。而据英国《每日邮
报》报道，有一位英国妈妈在 14 个月
内连续产下两对双胞胎女儿。

网坛或将被“费德勒们”支配
“以后网坛就被费天王一家包干

了！”有网友直接在网络上调侃费天
王，“以费天王的才干，培养两对双胞
胎，以后网坛男单、女单、男双、女双以
及混双的天王，都是他们家的了。”是
啊，两女两男，男单、女单、男双、女双
还有混双，费德勒家可以排出不同的
阵容，二十年后，世界网坛或许就被他
们家全面统治了。“4位长相酷似的选
手，先后捧起了本届温网全部5 座奖
杯，他们都叫费德勒！”这则虚拟的新

闻，因为费德勒和米尔卡，在未来完全
有可能成为现实。

事实上，早在费德勒双胞胎女儿
出生之际，英国博彩公司就曾开出赔
率，“费德勒的双胞胎在 25 岁之前拿
下温网女双冠军”的赔率为1赔333，

“任意一人赢一次温网”为1赔250。这
还真不是一种伟大的空想，据费德勒
自己介绍，他的双胞胎女儿已经开始
学习打网球了，有时候费德勒会指出
她们动作的错误，她们就回他一句“这
是我们教练教的”，言下之意，我们只
听教练的，费德勒只好点头：“教练教
的啊，那就这样吧！”尽管经常陪伴父
亲四处看比赛，但是对于网球，马上
10岁的两个女儿却不是特别感兴趣，
她们喜欢的是游泳、骑马和高尔夫。而
两个儿子则是网球和足球迷。

米尔卡生下第一对双胞胎后，费
德勒曾以为他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

“有一个孩子，网球选手的生活会变得
翻天覆地，”费德勒曾表示，“对男性而
言，这就像把他们的职业生涯推向尾
声。”不过没想到，费德勒把父亲、丈
夫、网球运动员这三重身份处理得游
刃有余。打到 37 岁，还能带着老婆和
一帮孩子全球征战，并且再次杀进大
满贯决赛。成为奶爸的费德勒在训练
比赛之余，还要照看两对双胞胎儿女。
他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表示，自己更换
的尿布“已有一吨重”。

在费德勒看来，现在家庭对他来
说才是第一位的，甚至超越了网球。

“我唯一在乎的是我的妻子、孩子以及
朋友。网球当然也重要，赢球自然很
好，但其余的就只能安于现状了。”费
德勒表示，即便自己有一天不得不退
役，也不是因为自己打不动了，而是因
为孩子，“如果有一天我看见孩子们不
愿开心地跟着我全球旅行时，我会告
诉米尔卡‘是时候结束了’。现在还不
是这样，并不是因为伤病我参赛更少。
参加更多巡回赛会使得家人的生活更
加单调。”难怪纳达尔叔叔托尼表示，

“年轻人们，你们努努力吧，不然费德
勒要打到45岁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编译综合

“这即使不是我参加过
的最刺激最激动人心的比
赛，也是排在前二或者前三
位的比赛，尤其对手是罗杰，
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
一。我非常尊敬他，但不幸的
是，总有一人是失败者。能够
挽救两个赛点赢得比赛，一
切都感觉很不真实。”

——德约科维奇
“这是场伟大的比赛，漫

长的比赛，充满了一切令人
激动的要素的比赛。诺瓦克，
祝贺你，这是场疯狂的比
赛。” ——费德勒

敦煌情结
另辟蹊径
去探究敦煌的来路与归途

叶舟对敦煌的迷恋，似乎是与生
俱来的。从19岁写下第一首关于敦煌
的小诗开始，这些年来，他已经陆续写
出了《大敦煌》《敦煌诗经》《蓝色的敦
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等篇章。

“2000年大年初一，我独自一人流
连于莫高窟的千佛灵岩下，我当时就
发愿，将来一定要为敦煌写一部长篇
小说。实际上，描写敦煌的优秀作品太
多了，张抗抗写过，阿来写过，冯骥才
写过，余秋雨也写过，本土的两部大型
舞剧《丝路花雨》和《大梦敦煌》已经足
够经典，但我还想另辟蹊径，去探究敦
煌这一座圣地的精神谱系，她的来路
与归途，她的今生与前世，这才是我需
要用作品来解决的。幸运的是，上天助
我，如今我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又一次
将自己的心血之作奉献给了敦煌。”叶
舟回忆道。

只要一看见“敦煌”二字，叶舟甚
至会有一种触电般的反应：“打个比喻
吧，敦煌就像一座超级发电站，一旦靠
近她，我就发亮，天空和想象也会彻底
打开，一览无余，赐予我无穷的动力”，
对于敦煌如此迷恋的叶舟似乎有特别
的情结：“事实上，对于敦煌的态度，渐
渐地成了我甄别一个同伴高下的准
绳。敦煌是我诗歌的版图，是我的文字
安身立命的疆土，也是我个人一命所
悬的天空。惟有她，才能配得‘本纪’这
个称谓。”

全书109万字
首部以小说笔法
为敦煌立传的长篇

一说起叶舟，大家可能率先想到
的是他的诗歌和散文，在短篇小说界
赫赫有名的叶舟，此次却毅然选择用
超长篇幅来重新讲述关于敦煌的故
事。对此叶舟表示：“落实在具体的写
作中，我个人并没有什么禁忌，也不会
被哪一种体裁所制约。诗歌、小说、散

文、剧本，只不过像是当年莫高窟一
位画匠手中颜色各异的石料，为其所
用罢了。”评论家吴义勤说：“与他天
马行空、狂放不羁的诗歌相比，叶舟
的小说显示出明晰的理性思考和温
暖柔和的气质，展现了诗人的另一
面。叶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通过小
说写出了人心的复杂，这也是一个叙
事尺度的问题，在那些真真假假的叙
述中，叶舟将价值判断和理性思考的
空间留给了我们。”

起笔时，叶舟立下了这样的念想：
“这部小说要构建一座20世纪初的沙
州城，并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内，安顿下
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
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去看尽
人世上的悲欢炎凉。这部小说要刻画
一座鲜为人知的莫高窟，包括藏经洞
和大量的卷子，也包括王道士与斯坦
因，如何在一个山河板荡的时代，去悲
深愿重，去慷慨取舍。这部小说要追逐
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他们骄傲
而沉着，寡言笑，重然诺，轻生死，一路
走向了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必须
廓开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
的西北，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
一份元气。”

《敦煌本纪》是首部以小说笔法为
敦煌立传的长篇巨著。它以三大家族
跨越半世纪的命运沉浮，说尽河西走
廊的来路与归途、前世与今生。甚至有
评论家认为：“河西走廊有了一部《敦
煌本纪》，正如关中平原有过一部《白
鹿原》”。

敦煌是河西走廊的通衢要地，是中
亚、新疆连接中原的隘口。自从汉武帝
设立河西四郡以来，河西走廊的兴衰屡
屡受到时局影响，时而经贸繁荣、文化
昌盛，时而闭锁一隅、百业凋敝。《敦煌
本纪》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用书中
的话说，同治乱局平定后难得的人心思
稳、尘嚣落地、门户洞开，又因为辛亥革
命的爆发而陷入困顿，河西走廊成了一
条“锈带”。战祸频仍，莫高窟藏经洞的
佛经典籍也随之飘零尘世。

酝酿16年
《敦煌本纪》
是作者面对的最大考验

《敦煌本纪》的故事空间聚焦在沙
州城，向外辐射到敦煌二十三坊，并随
着主要人物寻路、开路、拓路的历程延
伸至整个河西走廊。作者叶舟依据大
量的文献资料，同时极尽想象，勾勒了
一幅全景式的地理图卷，远到新疆哈
密、祁连山麓、乌鞘岭，近到沙州城里
的一条巷道、一间店铺，点面俱到，纵
横交错，为情节的发展搭建了一个虚
实结合、具体可感的空间框架。官吏乡
绅、贩夫走卒、妇孺老幼、三教九流穿
梭其间，他们过浴佛节、吃胡锅子、讲
敦煌话、唱秦腔戏……上百位人物，组
成了传统中国热辣辣的乡土社会；每
个人物身上，都是活生生的西部精神。

全书109万字，出场人物上百位，而
几乎每位人物都有现实人物的原型。这
也使得《敦煌本纪》酝酿和发酵长达十
六年，实地踏勘十几次，资料的准备和
消化也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谈及
整部小说的创作，叶舟深有感触：“现在
回头一想，我真是被自己吓了一跳，暗
自心惊。在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敦
煌本纪》应该是我面对的最大考验。它
的时间跨度，它庞大的体量和纵深，它
所呈现的故事弧度，以及主要人物的成
长与畸变，对我都是一种狂野的挑战，
一种全新而陌生的感受。”

据该书对编辑介绍，这本书首印
6000 套，目前来看销量非常好。《敦煌
本纪》去年先在《芳草》杂志做了首发，
许多读者都在期待，这本书出版之后
在预售期就有很高的呼声。同时，对于
这样一个大部头，影响力是需要慢慢
沉淀的，不急一时，它是了解甘肃、了
解敦煌的一部绕不过去的作品，好的
作品经得起等待，“因为109万字的作
品，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都需要时间，我
们充满信心。”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陈谋 实习生 李瀚林

事实上事实上，，对于敦煌对于敦煌
的态度的态度，，渐渐地成渐渐地成
了我甄别一个同了我甄别一个同
伴高下的准绳伴高下的准绳。。敦敦
煌是我诗歌的版煌是我诗歌的版
图图，，是我的文字安是我的文字安
身立命的疆土身立命的疆土，，也也
是我个人一命所是我个人一命所
悬 的 天 空悬 的 天 空 。。惟 有惟 有
她她，，才能配得才能配得‘‘本本
纪纪’’这个称谓这个称谓。”。”

——叶舟

费德勒输了吗？
不，他基因里写满了不服！

鏖战4小时57分钟，32岁的德约科维奇在温网男单决赛中险胜37岁的费德勒

近期，一部109万
字的长篇大作《敦煌本
纪》横空出世，将西部
敦煌的故事展现在大
众面前。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联系到本
书的作者、第六届鲁迅
文学奖得主叶舟。他
说：“现在回头一想，我
真是被自己吓了一跳，
暗自心惊。在三十多年
的写作生涯中，《敦煌
本纪》应该是我面对的
最大考验。它的时间跨
度，它庞大的体量和纵
深，它所呈现的故事弧
度，以及主要人物的成
长与畸变，对我都是一
种狂野的挑战，一种全
新而陌生的感受。——
不过，在此期间，我也
彻底释放了血勇之气，
打开了想象的边境，并
且收获了不少的经验。
森严的写作纪律，对美
的实践与追取，百姓的
立场，这一片土地的温
度和恩义，生而为人的
操守，语言的正派及肃
穆……这是需要我耐
心思考，去认真处理
的。经此一役，我不能
说自己有过一种死生
如蜕的体验，但至少浣
洗一新。”

作家李洱认为，叶
舟是中国文学地形图
上的重要存在。他的小
说既是西部的象征
——广漠、强悍、狂飙
突进，又有着东方的神
韵——优雅、坚韧、柔
情万种。

““

莫高窟千佛灵岩

亚军费德勒依然赢得球迷的尊重米尔卡带着孩子为费德勒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