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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86 岁的少年”仍向往爱情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房愿
为互叫猫。”初看这句诗，你
一定以为这是谁在恶搞白居易。
可你想破脑袋也想不到，写这
话的人是当代文学的标志性人
物——王蒙。

“猫叫春”，在湖南人这里
绝对是骂人，可在王蒙的阐释
里却是让人向往的爱情场景，

“两只猫相互怎么叫，如何会见、
结识、试探、两情相悦，这很
让人留恋……”

10 月 27 日星期天，长沙
天心区乐之书店，上百人挤在
不足一百平米的“王蒙读者见
面会”现场，兴致勃勃地听这
位前文化部长、当之无愧的“人
民艺术家”聊爱情、婚姻、时
代以及世道人心……

王 蒙， 中 国 人 都 不 陌 生，
一部《青春万岁》曾影响了整
整一个时代，其六十余年的创
作生涯里写就的作品几乎书写
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出人
意料的是，他这次带来的作品
竟然是关于爱情的《生死恋》，
尤其让湖南读者想不到的是，
聊起爱情，这位 86 岁的老人竟
然很有一股“口得瑟劲儿”，时时
语出惊人。

这注定是一场思想与文化
的盛宴，一同出现在对话现场
的还有湖南出版界的大咖、中
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龚曙光，
以及湖南文学界的大咖、湖南
省作协名誉主席何立伟。对于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读者来说，
这个周末，堪称“三个男人一

台戏”！

“ 大 周 末 的，

来这么多人？”一

句 上 扬 的 京 腔，

算是给台下一百多

人 打 了 招 呼。 可

不 是， 如 果 不 是

王蒙来了，谁知道

长沙城的爹爹、娭

毑里， 藏 着 这么

多“文青”呢？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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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现， 跟 以 往 任

何一 个 读 者见面

会 不 同 的 是， 粉

丝 队伍 里 挤 满了

白发苍苍的老人。

一 位手上布 满 老

年 斑 的娭毑告 诉

记者 ：“尽管我已

经看不清字了，可还是忍不住买

了王老师的两本新书”。

其实，出现这样的场景并不

奇怪。1953 年，王蒙的首部长篇

小说《青春万岁》发表，在座的

各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正是 60 多

年前的少男少女，他们个个都曾

红着眼读完了王蒙的文字 ：“所有

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

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

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转眼，“所有的日子”已经过

去得差不多了，他做了 10 年的基

层团干部，22 年的“右派”，3 年

零 5 个月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10 年的中央 委员，15 年的政 协

委员。成了享受部级待遇的离休

干部，“人民艺术家”勋章获得者

……对《青春万岁》最初的读者

来说，他们不仅仅是来看看昔日

的文学偶像，更是来寻找和重温

自己的青春岁月。

也许正因为如此，现场各种

各样的提问层出不穷。当然，最

让大家感兴趣的是 ：“您这么大年

纪，为啥还要写爱情？”

王蒙却很诧异，在他看来这

似乎根本不是件意外的事 ：“86 

岁也好，96 岁也好，106 岁也好，

只要还活着，对爱情就应该有记

忆、有感触、有向往，就应该写，

来证明你还活着，证明你对生命

有感觉！”说完，还不忘郑重地

补充一句 ：“我很高兴我还能够保

持这种嘚瑟劲儿。” 

如 果 看 过 小说， 你会发 现，

王蒙不仅仅保持着这种年龄少有

的生命激情，还保持着年轻人一

样的爱情感触，他的这种感触在

《生死恋》里凝结成了这样的文

字——“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

每一根神经都在抖擞。”试想，

把这样的语言放到网络世界

里，不亚于任何一句眼下流行

的“土味情话”吧？

在出版人兼文学评论

家龚曙光的眼里，王蒙笔下

的爱情却不再是世俗意义

上的爱情那么简单了。“文

学史上关于‘ 生死恋 ’的

小说很多，日本甚至还有一

部深入人心的电影也叫《生

死恋》。但王蒙的小说只读

到一半就让人明白了，这场

生死恋是王蒙式的生死恋，

是中国社会的生死恋。”龚

曙光的理由是：王蒙写了一

个看上去很平淡简短的爱情

故事，却概括了中国 100 年

来的社会变迁。他没有写任

何大的社会事件或任何一位

政要，而是把一个普通的爱

情故事真正嵌到了社会生活

变化的最深处——那就是

人心世道，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如何在社会

碾压中艰难生长出的生命微光。

那么，这本在龚曙光看来如此有力量感的爱

情小说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生死恋》是一本小说集，收纳了王蒙近期发

表的 4 篇小说，包括《生死恋》《邮事》两个中篇

以及另外两个短篇。其中，主打小说《生死恋》讲

述了老北京顿家和苏家两个家庭近半个世纪的纠

葛，以顿家儿子顿开茅的视角，描绘了“似乎是他

亲弟弟”的苏尔葆的一生。

苏尔葆的父亲是德国学专家，1955 年入狱，

1979 年又被平反。苏尔葆中学毕业后做了建筑小

工，恢复高考时成了医学类大学生，1984 年赴美

留学，2005 年终于有了“洋学位”，次年被跨国医

疗公司派往中国办合资厂，成为厂长。2016 年自杀

身亡。

苏尔葆人生中的每一个身份都紧跟时代的节

奏，比如出国留学、跨国建厂等等。夺取苏尔葆生

命的东西是爱情。一直让苏尔葆苦闷的是“可能的

私生子身份”，他不知道自己的来处，所以他一生

习惯对命运安排的被动接受。他接受了对他一见

钟情、11 岁就开始帮助他和他家人的单立红，于

是结婚生子。但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是，晚年的

他爱上了“月儿”。两头拖沓，挣扎 8 年，最终得

以离婚，月儿却已经嫁与他人。

除了苏尔葆，顿开茅的父亲顿永顺的一生也是

活在爱情纠葛里的，顿永顺多次因生活作风问题

被处分，并两次离婚。临死前对儿子说的是 ：“对

不起……孩子的妈。”

显然，故事并不复杂，但当把这样的故事置身

于纵深感很强的各个时代节点后，它就有了艺术

质感。正如龚曙光所言，王蒙不管写什么，他始

终都能把自己的生命摆进去。最早的《青春万岁》，

那是生命的一声畅快呼喊；三年后的《组织部新来

的青年人》，那是青春生命遭遇的第一声叹息……

直到《生死恋》，还是王蒙在以他的生命来观照中

国社会的进程。

然而，写《生死恋》的这位老人，自己却是细

水长流的爱情践行家。他与妻子崔瑞芳一见钟情，

相守几十年，崔瑞芳曾穿着高跟鞋去京郊看过在

那里劳动的他，在王蒙决定去新疆后，她又在边

地陪了他二十多年。

王蒙的好友张贤亮，曾半开玩笑地吐槽过王蒙

的不沾绯闻：他一个这么优秀的作家，怎么可以没

有绯闻！转念一想：最好的女人被他娶到了，你有

什么办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文化

部长任上的王蒙，曾积极推进过

开放、多元的文化理念。而作为

《人民文学》的主编，他也是如今

不少文坛主力的伯乐。《人民文

学》当年曾把崭露头角的新生代

作家召集在一起召开文学研讨会，

王朔、马原、刘索拉、莫言……

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在名单之

上。湖南著名作家何立伟也是其

中一份子。

那时，何立伟的很多小说都是

在王蒙以“头条加编者按”的隆

重加持下在《人民文学》发表的。

同时，他的成名作《白色鸟》能在

全国获奖，也离不开王蒙的推荐。

另外，湖南女作家残雪，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曾因作品《天堂的

对话》遭遇非议，甚至有人扬言要

“封杀”她。王蒙专门撰写了文章，

为这一女性先锋作家“松了绑”。

时光荏苒，这些当年喜欢写

爱情的青年作家也都成了“老作

家”，而老作家自己，又重新写出

生入死的爱情。而他的高明之处，

何立伟一语道破 ：“王蒙老师写每

个人面临的爱情、家庭、生死等

浩大问题时，那种无褒无贬的态

度是一种巨大的宽容。”

对何立伟的这一认知，王蒙

向读者说的一番话几乎就是最好

的呼应 ：“如果你看过《家》，会

觉得父母包办婚姻简直太恶劣了，

可是当我们有了选择爱情的自由，

是不是就一定能得到幸福？世界上

那么多没有父母包办的婚姻和种

种限制的人们，他们就幸福吗？美

国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是不是杀

了妻子？其实，你得不出一个绝

对的人生结论。”

也许就因为这种开放性的思

维做支撑，何立伟直言王蒙“是

一个 86 岁的少年”，而王蒙也多

次坦率地表示自己写起小说来“真

口得瑟”。在他这里，年龄只是资本，

他 说 ：“ 对一 个 86 岁的人 来 说，

时代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等

等，本身就是文学，里面充满了

对过去事情的留恋。”所以，王蒙

一开始就幽默地说，他留念那些

发情期在房顶上互叫的猫儿，只

是可惜现在的城市里只剩下高高

的公寓楼了。言下之意，连那些

猫儿的爱情都没法安置似的。于

是，他只好回忆过往生活里的猫

儿、以及院子里的煤渣、煤球之

类的事物，《生死恋》的故事也就

在这些回忆里一一上演了。

这场“生死恋”的背后 被王蒙“保护”过的
湖南作家

86岁再出场，
为啥写爱情？

扫一扫，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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