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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路遥一到延安就病倒
了，并且住进了延安人民医院的传染
科，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随即航宇就
接到了陕西作协办公室主任王根成转
达的消息，路遥叫他去延安陪自己几
天。本来以为只是几天的陪伴，没想到
自此航宇一直在病房中照顾路遥，直到
最后一刻。

路遥的病，让他的生活脱离了正
常轨道，一个刚硬的陕北汉子每天
躺在病床上，这的确触到了路遥的
痛区。他一方面担心唯一照顾陪伴
他的航宇过于无聊和劳累，一方面
孤独、枯燥的生活也在放大着他自
己的情绪。

生病入院让路遥改变很多，以前无
所顾忌十分强势的他开始变得柔弱和
有人情味，航宇观察他“相当脆弱，眼睛
里总是闪着泪花”。当有朋友来探望他
时，路遥会十分欢喜，对康复出院信心
满满；而当他一天到晚不能动弹地孤独

输液时，他又是那么地绝望和消沉。女
儿的来访，是路遥最幸福状态最好时
候；与弟弟王天乐最后一次的争吵，使
路遥的情绪彻底崩溃。

医院的生活单调枯燥，沉闷、清冷、
孤独一直围绕着路遥，重病使他进食艰
难。不能动弹、不能写作，时时被病痛困
扰，身体和精神都在不断遭受着疾病的
侵袭，路遥的情绪也在希望和绝望中摇
摆。在航宇的记述下，路遥生命最后那
些漫长的痛苦、残存的信念、狂躁的情
绪、对自己未来文学成就的期待等等都
被娓娓道来。

如果时间能够回到二十多年前，如
果路遥积极地参与治疗，不再那么固执
地生活，把那些纠结和痛苦痛快地分享
给朋友，也许在1992年底他就出院了，
再回到他的文学事业，我们就不用在这
部《路遥的时间》中去靠近他生命最后
的爱与疼痛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28日15：00左右，@文章同学在其个人微博发布：吾
愛伊琍，同行半路，一别两宽，餘生漫漫，依然親情守候。

同时，@马伊琍 也在其个人微博称：你我深爱
过，努力过，彼此成就过。此情有憾，然无对错。往后，
各生欢喜。

两人旗下有哪些相关公司？离婚前后两人的企业是
否会发生工商变更？

记者查询企查查数据发现，马伊琍旗下有一家控股
公司和一家关联公司，分别是上海树菊影视文化工作室
和上海义炫食品有限公司。上海树菊影视文化工作室也
是马伊琍所主演的《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出品方之一。

而文章旗下有4家控股企业，君竹（上海）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上海路路影视文化工作室、上海够够影视文
化工作室、上海乌马影视文化工作室。另还有关联企业
北京光彩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不过上述7家公司中，没有哪家公司的股东、高管名
单中同时有马伊琍和文章两人。历史变更记录中也没有
过退出记录。

在天眼查查询两人的投资关系时，也显示为“没有
发现新关系”，二人在股权关系上并未有关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当霍顿为首的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带领着欧美选
手“义正言辞”“义愤填膺”地围攻孙杨时，应该没想到打
脸来得这样快。

就在本届游泳世锦赛开赛之前几天，澳大利亚游泳
运动员莎娜·杰克突然以“个人原因”，神秘地退出澳大
利亚国家队，离开了世锦赛。

当时，澳大利亚游泳协会拒绝详细说明她退出比赛
的原因。20岁的杰克曾在去年的英联邦运动会上与队友
打破了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世界纪录，她的突然
退出，在当时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纸包不住火，澳
大利亚媒体《先驱太阳报》曝料，莎娜·杰克之所以临时
退赛，是因为在6月26日的飞行药检中被检测出药检呈
现阳性。

事已败露，莎娜·杰克在昨晚也通过社交平台承
认这一情况，但她解释辩称：“我不是故意服用这种物
质的”，“游泳一直是我的爱好。永远不会故意服用违
禁药物”。

顿时，舆论一片哗然，率先在世锦赛前“攻击”孙杨
的澳洲媒体用了“尴尬”和“绝对的灾难”来形容这一次
的“打脸”。《先驱太阳报》发布了长文分析莎娜·杰克药
检呈阳性后，澳大利亚游泳队与泳协是如何保守秘密，
又是如何将她遣送回国的全过程，文章末尾还写道：“这
下轮到中国人嘲笑我们了，这太讽刺了。”

在此前的“倒杨风波”中，霍顿以“洁净者”的姿态肆
意批判孙杨与中国游泳队，享受着外界给他们送上“敢
于挑战黑幕”的赞歌。结果，队友一不小心露了马脚，让
霍顿和澳大利亚泳协的脸被打得啪啪作响。当然，他们
依然在“力挺”自己的战友，比如在昨天赛后，澳大利亚
队几乎集体缄口，对于现场媒体要求他们对莎娜·杰克
涉药一事接受采访的呼声充耳不闻，唯一一位接受采访
的澳大利亚选手凯特·坎贝尔，她的表态也显得那样的

“双标”，“我所知道的就是她以个人原因不能参加世锦
赛，我们尊重她的隐私”。

前几天他们肆无忌惮地攻击孙杨（而且还是在国际
泳联已经确认孙杨无辜的情况下）时，可是一点都没有

“尊重隐私”。
到了这种时候，这次“倒杨风波”中跳得最欢的其他

欧美国家显然也觉得澳大利亚实在是坏事了，CNN在评
论此事时颇有意思地写道：“考虑到她的队友马克·霍顿
在光州抗议中国选手孙杨时扮演的主要角色，杰克药检
呈阳性的消息对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来说将是非常尴尬
的（great embarrassment）。”而澳大利亚主流媒体也纷纷
倒戈，《澳大利亚人报》如此表示：“如果霍顿事先知道队
友药检结果呈阳性，他还会那样展示他的立场吗？他现在
一定对澳大利亚游泳队的管理层感到非常失望。”

最后再发一组数字，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
在7月26日发布的截至2016年世界几大泳坛强国的兴奋
剂违规次数，英国高居第一，美国队排在第二，澳大利亚
排在第四，中国队不在前十之列。而这样的数字，是建立
在截至2018年WADA（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对世界33个国
家的兴奋剂抽检次数中，只有两个国家在1万次以上，其
中中国以13180次排在第一，俄罗斯12556次排在第二，而
美国是7167次，英国是5160次，澳大利亚仅为4530次。

通过这个抽查数字的对比，在这样低的抽检基数
上，却能检测出这样庞大的违规次数。真不知这些欧美
运动员站在道德高地指点江山时，会不会觉得脸上发
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澳大利亚游泳冠军药检呈阳性

霍顿怎么看？

马伊琍文章离婚
暂未发现有共同持股公司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茅盾文学奖光芒的背后，是一个雄心万丈
的作家的沉重与无奈：经济拮据、婚姻破裂、身患重病、兄弟失和……

写过路遥传的作家很多，但最后长时间亲密陪在他身边的只有一个。
作者航宇，是路遥的同乡、同事、朋友，在路遥生命最后的两年，他如亲人般
陪伴、照顾路遥，见证了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刻。

在生命最艰难在生命最艰难
的日子的日子，，路遥还在紧路遥还在紧
锣密鼓地计划着锣密鼓地计划着，，他他
心里藏了很多精彩心里藏了很多精彩
的故事的故事。。他说他说，，如果如果
我哪天再站起来我哪天再站起来，，一一
定要把这些故事写定要把这些故事写
成长篇小说成长篇小说，，每一部每一部
都可以超过都可以超过《《平凡的平凡的
世界世界》。》。

四十万字四十万字，，讲述讲述
路遥生命最后的时路遥生命最后的时
间间。。六百天六百天，，见证一见证一
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位伟大作家的生死
与爱恨与爱恨、、辉煌与黯辉煌与黯
淡淡、、脆弱与坚强脆弱与坚强。。

77 月月 2828 日日，，西安西安
市曲江新区国际会市曲江新区国际会
展中心展中心，，伴随着西安伴随着西安
书博会的火热进行书博会的火热进行，，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出版、、作家航宇最新作家航宇最新
创作的非虚构作品创作的非虚构作品

《《路遥的时间路遥的时间———见—见
证路遥最后的日子证路遥最后的日子》》
举行了全国新书首举行了全国新书首
发式发式。。航宇是路遥的航宇是路遥的
同乡同乡、、同事同事、、朋友朋友，，在在
路遥路遥生命最后的两生命最后的两
年年，，他如亲人般陪伴他如亲人般陪伴、、
照顾路遥照顾路遥，，也见证了也见证了
路遥最后的沉重路遥最后的沉重、、抗抗
争和无奈争和无奈。。在路遥诞在路遥诞
辰七十周年之际辰七十周年之际，，航航
宇用疼痛的文字纪念宇用疼痛的文字纪念
这位优这位优秀的前辈秀的前辈、、尊尊
敬的导师和亲密的敬的导师和亲密的
朋友朋友。。淳朴的笔法总淳朴的笔法总
可以触动我们可以触动我们。。路遥路遥
殉道式的写作殉道式的写作、、神秘神秘
的病情的病情、、隐秘的内隐秘的内
心心、、固执的写作方式固执的写作方式
和生活方式和生活方式、、最后最后的的
情感世界等等情感世界等等，，在路在路
遥遥生命最后的六百生命最后的六百
天里天里，《，《路遥的时间路遥的时间》》
展现了一个丰富的展现了一个丰富的
路遥路遥、、孤独的路遥和孤独的路遥和
伟大的路遥伟大的路遥。。

发布会上发布会上，，人民人民
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文学出版社社长臧
永清讲述了路遥与永清讲述了路遥与
人文社四十年的情人文社四十年的情
谊谊，，回忆了路遥与人回忆了路遥与人
文社老编辑们的深文社老编辑们的深
厚感情厚感情。。在对谈环节在对谈环节
中中，，四人就路遥及作四人就路遥及作
品的当代意义品的当代意义、《、《路路
遥的时间遥的时间》》出版的巨出版的巨
大价值大价值、、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人生
的关系等议题展开的关系等议题展开
了精彩的对话了精彩的对话。。

路遥生命最后600天的

很难想象，在每年出版近万部长篇小说的今天，《平凡
的世界》依然高居畅销书榜首，并被列入高中生必读书目，
在各大高校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中名列前五。这部巨著的长
销不衰和路遥的英年早逝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疑问。路遥
和他作品的魅力到底是什么？

路遥在文坛掀起的热潮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
始了，他的成名作《人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
说奖。路遥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红与黑》中于连式的底
层小人物，他们虽然生活得艰辛，却并不为苦难和痛苦所
击倒，他们有西西福斯的执着，也有斯巴达克的勇气，他们
的奋斗让平凡而普通的青年人看到前景和希望，这也许是
路遥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平凡的世界》创作时，最初设想的标题是《走向大
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欲望和诱惑的标题，与陕北穷苦
艰难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的迥然不同，路遥试图引
领读者走向更远的风景。路遥的作品离不开黄土高原，
这里孕育着独特的文化性格。延绵不断的黄土之原，历
经沧桑，浩茫厚重，经过千年万载的冲刷造就了它的苍
莽雄浑，也成就了黄土汉子粗狂、旺盛的生命力。路遥
喜欢洪荒亘古的高原、沟壑纵横的山体、深深扎根黄土
的树木以及所有这一切风景铸就的陕北厚重历史，是
黄土高原孕育了他宏大的人生理想和辽阔的人生视
野，他也将这种难以割舍的黄土文明沁入在了自己的
创作中。

高建群曾评价路遥的写作，即使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中
没有“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生”，路遥的作品依然不会过
时，他的作品中所探讨的是人类永远需要思考“我想飞得
更高”的问题，这是贯穿人类始终的问题。所以每一代青年
都能在里面找到共鸣。

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路遥获得改
革先锋称号；路遥的《人生》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最有影响力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出版三十多年后，
仍能获此殊荣，这是对路遥作品的再次肯定。

《路遥的时间》中，航宇讲述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
第三届茅奖后的生活。在世人看来，茅奖荣誉让路遥风光
无限，按照常人想象，路遥的生活应该是活色生香、名利双
收，但事实是，这位作家的生活依旧拮据，父母强制要求他
给弟弟九娃安排工作，前来拜访的记者、文学爱好者让他
无处可逃、没有时间读书创作，而他自己因写作《平凡的世
界》毁坏的身体状况也在每况愈下，他与林达的婚姻也亮
起红灯……

一方面，路遥是个绝对的生活强者，他像个出色的
谋略家，安排着身边的一切。他让航宇帮忙筹措编辑报
告文学集，赚生活费；他接受家乡清涧县的邀请荣归故
里，回乡为文学爱好者做讲座、看望许久未见的父亲，
顺路寻找机会帮弟弟安排工作；为了编辑自己的文集
和完成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他让航宇帮他安
排在招待所的秘密空间创作；为了离婚后女儿远远能
够有好的生活环境，他在重病之中亲自安排新家装修
的每个细节。

另一方面，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也让路遥在不断地暴
露着他的矛盾和脆弱。病倒之后，路遥刻意隐瞒自己的病
情，独自去了他一直信仰的圣地延安，没想到刚下火车就
被送进了医院，自此在病房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出于强烈
的自尊心，他不愿让别人了解他的病情，他也拒绝积极治
疗，导致他的病情一直恶化。在病中，虽然有很多朋友都来
看望了路遥，但与感情最亲密的弟弟王天乐突然失和，使
路遥在重病中备受打击，病情一路直下。在最后的日子，路
遥还有很多写作计划，他仍然雄心勃勃，渴望病好后能在
文学上创作更多辉煌的作品。

在《路遥的时间》中，航宇讲述了作品之外的路遥，真
实的路遥，人生中平凡的路遥。他像所有人一样，要面对突
如其来的事件，要解决自己不能把控的问题，要面对生死
离别，也要面对矛盾脆弱的自己。

陕西作家写作，一向以苦著名。柳
青为写《创业史》扎在皇甫村三年，陈忠
实写《白鹿原》一直蛰伏在西蒋村。路遥
创作《平凡的世界》，不仅以殉道式的精
神投入，那种苦行僧式的炼狱般的写
作，更摧毁了他的身体健康。

很多人了解路遥，都是通过路遥的
那部创作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在

《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展示了他创
作时紧张焦灼的身心状态，“我工作时
一天抽两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
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
或写作特殊紧张之际，即是顾不上抽，
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烧的烟卷。”

不仅如此，据航宇在《路遥的时间》
中记述，路遥在创作《早晨从中午开始》
时也颇费了一番周折。为了保障写作时
间和安静的写作环境，路遥交代航宇去
招待所给他定了一个房间，在没有人注
意的情况下路遥偷偷跑进了招待所开
始写作，并嘱咐航宇不要跟任何人说他
的去向。在这个秘密的空间内，路遥开
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写作劳动中。航
宇期间去看他时发现，“我的神呀，哪像
是房间，好像刚让土匪打劫过一样，整
个屋子乱七八糟，床上地板上，到处是
他的稿子，几乎连脚踩的地方都没有。”

作为一个内心十分丰富的作家，路
遥在生活中却是一个对吃穿极不讲究
的人。据航宇记述，去北京领茅盾文学

奖时，路遥仅带了一个帆布挎包，穿得
十分朴素，就像一个去赶集的乡下农
民。在被清涧县委书记邀请回家乡时，
路遥穿得就更普通了，“上身是一件土
黄色夹克衫，这件衣服不知他已经穿了
多少年，里边是一件土布衬衫，看上去
好长时间没有洗似的有些陈旧，一条皱
巴巴的牛仔裤，基本上分不清是什么颜
色，那一双穿了多年的真皮凉鞋，也是
黑不溜秋。”

身为陕北人，路遥钟爱陕北的饭
食，扯面片、洋芋擦擦、豆钱钱饭、小米
稀饭都是他最爱吃的。但是，在路遥的
生活中，这些简单的粥饭也是很难吃到
的。林达去北京后，作为陕西作协的“单
身汉”，路遥每天仅为填饱肚子而填饱
肚子。航宇在文中回忆了让他非常伤心
的一幕，有天他回到陕西作协的院子，
突然看到饥饿的路遥正在一棵大树下
吃“午饭”：路遥的一只手里拿着一张旧
报纸，报纸里裹着一个烧饼，另一只手
拿着一根绿皮黄瓜还有一根剥了皮的
葱，他就一口干饼一口葱地在作协院子
里旁若无人地吃着。那时路遥已经生
病，天还下着蒙蒙的细雨，可他一点也
不在乎，也不懂得爱惜自己，完全沉浸
在思考中。在一旁的航宇既心疼又悲
痛，这样一位在文学艺术事业上取得丰
厚成果的作家，却过着如此简单粗糙的
生活，让人回忆起来，感到无限悲哀。

充满魅力的路遥
每一代青年都能在他的作品里找到共鸣1

面对平凡世界的路遥
当生活的强者面临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2

固执地生活和写作着的路遥
嗜烟、熬夜，对吃穿极不讲究，过着简单粗糙的生活

生命最后的路遥
漫长的痛苦、残存的信念、狂躁的情绪……

3

4

抗争、痛苦和无奈
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莎娜·杰克

路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