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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天下》三部曲是
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随笔
集。书中，他以一个平民作家
的亲切，深情回忆了与家人、
朋友间的真挚交往，见证了
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七十年
来大时代的变迁，并以心忧
天下的襟怀，解读中国乃至
全世界热点问题。真诚的文
字，彰显着梁晓声浓浓的家
国情怀。

全书由《家载一生》《我
和我的共和国七十年》《微观
天下事，不负案头书》三个各
自独立的篇章组成，以浓郁
的亲情、强烈的现实感、一个
文化学者的责任担当，用细
微而深刻的笔触，探讨了家、
国、天下三者之间相依相生
的关系，回答了读者对过往
一些历史的关切。其中有对
世间真情的讴歌，有对人间
万象的描摹，也有对社会真
相的揭示，更有对全球焦点
热点话题的解读。梁晓声穿
行于微观与宏观之间，时常
以冷静的思考和热切的期
许，点赞家的温馨，颂扬国的
伟岸，为天下苍生呐与喊。情
之所至，尽显位卑未敢忘忧
国之心。

《家载一生》中，他以细
腻的文笔、平实而流畅的语
言，追缅着父母的温情、亲
朋的友爱，勾勒出一个个感
人至深的形象。最让人动情
的是《父亲》一文。梁父虽脾
气火暴，心地却十分善良。
梁晓声小时候，有一次吃饭
时，他望着锅里的热粥，不
敢去盛第二碗，平常不苟言
笑的父亲，见此情景，鼓励
儿子大胆去盛。梁晓声写
道：“尽管撑得够受，但心里
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
父爱。”后来，梁晓声居住在
北京，父亲去看他。梁父希
望自己的儿子入党，言谈话
语间，显现出一位慈父的平
凡和伟大。作家热情赞颂了
家风的淳朴，正是这种良好
的家风，给人以教益，赋予
人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担
当。

《我和我的共和国七十
年》里，梁晓声回顾了与共
和国共同走过七十年的不
平凡历程。辛辣而苍劲的文
字里有赞许，也有针砭。他
以写在建国25周年前夕的

《让我们用热血浇灌祖国》
为例，表达了对共和国深切
的家国之爱。他坦言，那种
情怀是真诚的、发自内心
的。他主张人人都应该学会
担当，“一个人只从纯粹自
我一方面的感受去追求所
谓人生的意义，那么他或她
到头来一定所得极少。而勇
于担当的人，即使卑微，但
因为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他承担起了属于自己的义
务。这样的人，尽管平凡渺
小，但值得钦佩。”

《微观天下事，不负案
头书》中，梁晓声心怀天下，
用笔下的文字为中国社会
把脉。从黎民百姓的日常生
活，到不同阶层迥异的生
存环境，从敏感而略显沉
重的社会话题，到错综复杂
的国际形势，梁晓声无所不
谈。对平民生活中的油盐酱
醋茶、芸芸众生的喜怒哀
乐，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
关注。面对这喧闹浮躁的世
界，他以甘做一个平凡人的
用心，洞悉世态人心，心怀
天下事，用悲悯的情怀，将
道义的力量和深邃的思考
皆化为笔下激扬的文字，如
明灯般照亮前行的路途。

《极速写作》能成为写作“教科书”吗

□许民彤

时下的网络文学写作者，动
辄日写几千字甚至上万字，已不
是什么新鲜事。对这种写作“速
度”，文学批评界一直持质疑和否
定的态度，认为其不符合写作的
规律，会随之出现大量粗制滥造
之作，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写作者
追求速度以求变现的浮躁心态、
功利心态和实用主义。可是，有一
部分写作者如今似乎对这样的写
作速度都嫌慢了，要更上一层楼，
追求一天能够写几万字的“极速”
写作。这对文学写作来说，究竟是
喜是忧？

极速写作的说法，源于近日
出版的一部颇显“新奇”的作品。
这本由写作马拉松活动创始人剑
飞推出的新书《极速写作：怎样一
天写10万字》中，罗列了各种极速
写作的方式、方法以及应用场景，
告诉读者，通过工具的使用，搭建
输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就能做到

“极速写作”。读者运用书中介绍
的这些工具、方法，“通过场景演
练的方式帮助人们掌握这个神奇
的极速写作技能。不管是语音还
是双拼输入法，不管是用麦克、速
录机还是静电容键盘，总有一款
工具，让你感觉最合适。然后，开
始练习，直到念起即觉，觉即成
文”。作者认为，极速写作不是简
单地把自己的思维用文字呈现，
而是真正让思维形成体系输出。
人的思维就像是电光石火，一闪
即逝，几乎“如梦幻泡影，如露亦
如电”，而一旦凝固成文字，才会
变得长久。“如果不能在最短时间

进入到记录灵感和想法的状态，
就不是真正的极速写作。如果不
能在最短时间将灵感和想法记录
到知识体系中，就不是真正的极
速写作。”

据说，通过极速写作，“数千
人从一提起笔就愁眉苦脸，到可
以完成一天42195字的文字输出。
很多朋友不再把写作当做洪水猛
兽，而是雄心勃勃地打算自己出
书。很多伙伴改变了自己的思维
认知模式，敢于不断挑战自己，实
现更多可能。”作者介绍说，“我在
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120万字
的极速写作。在百万战队群里，我
的投入只算中游。我们有小伙伴
可以一天写12万字，两个星期就
完成一百万字”……

追求“快”“速度”乃至“极
速”，这似乎正好符合了当下人们
的生活节奏和文化心理。今天这
个技术时代，我们的生活常态是
紧张、急迫、匆忙的，这种时代的
快节奏改变了人们对写作的认
知，包括文学写作在内的精神生
活，已经愈加趋向“速度化”。不仅
在网文写作中、自媒体写作中，就
是在纯文学写作中，人们也开始
信奉那些具有实际效用的手段，
追求速度、追求流行标准成了评
判写作的重要指标。打造复制化

“快消品”的市场大潮已经冲击到
了传统写作领域，所谓体现速度
化时代特性的写作观念、写作方
式应运而生。而且，人们更倾向于
用经济学的方式来解决文化的问
题，用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对待精
神的问题。过去被人们认可的写
作中的“慢”，在这个“快时代”乃

至“极速时代”遇到了难题。
那么，如何解决“慢写作”与

“快时代”的矛盾和冲突？时代的
发展越来越快，但这就意味着写
作的速度也必须越来越快吗？加
快到什么程度，才能为写作的力
量提供基本保障？在写作中，是

“慢”有意义，还是“快”有意义？是
否意味着“慢”就是保守、落后，

“快”就是时尚、潮流？文学写作，
在今天是一种体现生命律动的精
神实践活动，还是一种纯粹技术
化、数字化的活动？《极速写作》
中，要求人们在写作中“丢掉对价
值、意义、作用的期待”，但是，在
写作中难道就没有一些需要我们
共同遵守的规律和原则吗？

对于时下写作的速度，究竟
是“慢”好还是“快”好，究竟是速
度重要还是质量重要，文学界、网
络文学界、自媒体领域一直存在
着较大的争议。在写作时，有人喜
欢酣畅淋漓，有人喜欢精雕细琢；
有人说，纯文学写作是一回事，网
络小说写作是一回事；有人写作
是以表现自我为目的，有人是受
利益驱使，必然会为市场所主导。
也有人指出，现在的危机不是写
作的问题，而是大家对于文字不
够严谨、不够重视，当下是速度越
来越快，文学越来越远。这本书的
作者说得好，“文字最有力量，它
的力量在于长远，可以穿越时
空。”但是，要达成这样的写作目
的，体现这样的文字价值，无论怎
样的写作，都应该是对“价值”和

“秩序”有所坚持，这才是写作的
力量源泉、文字的力量源泉，而不
是所谓的“速度”甚至“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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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世界里的生活真意最动人

□韩松落

我是猫腻的读
者，追读过猫腻的每
一部网络小说，每每
深陷在他所构筑的那
个世界里。所以，在根
据其小说改编的《将
夜》播出之前，就满怀
期待。不过，真正能够
收服观众，不让人产
生“我就是为了猫腻
才看下去”这种感觉
的，则是一个好故事
必须要具备的那些东
西，故事、情感、画面
以及一个让人信服的理念。而从
目前播出的篇幅来看，《将夜》都
做到了，尤其是在“一个让人信服
的理念”方面，《将夜》做得尤其
好。

从《择天记》《朱雀记》《庆余
年》《间客》到《将夜》，猫腻的故事
里，总有一群年轻人，认命或者不
认命，并且因此分出两种阵营。主
人公往往是不认命也不相信命
的，他们要用自己的才智和能力
改变众人眼中属于自己的命运。
就像《将夜》里说的：“蚂蚁和苍鹰
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千万
年间，总有些特立独行的蚂蚁，能
将目光脱离腐叶烂壳，向湛蓝的
天空看一眼，便不一样。”《将夜》
就是这样一部剧，它在细节上有
很多改动，但在大的取向上，却和
猫腻原著保持了一致，描绘出了
少年不信命、不服命的热血青春。

《将夜》中以主人公宁缺为首
的年轻人，都在努力和命运抗争。
宁缺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来的，
他起初只是为了改变自己的人
生。他从渭城来到都城，是为了进
入书院，改变自己的命运。他相信
努力就会有所得，即便在乱世之

中，也不能任人践踏，等死等腐
烂。所以，他的口头禅是“废柴”，
这也是他用来损人时最狠的话，
在他看来，成为“废柴”就是世界
上最悲惨的命运了。所以，他对桑
桑说：“我们是很不容易拼着命才
在这世上活着，既然我们这么辛
苦才活下来，我们就不能轻易地
死掉。”他像一个提着灯笼行走的
人，自己照亮自己，照亮周围小小
的范围，每每向前走一点，就相信
前面还有更多的光明。慢慢地，他
才拥有了改天换地的自信，不但
相信有更好的人生，也相信自己
能影响到更多人。这个过程真实
可信。

故事里的其他年轻人，也都
是不信命的，认为自己虽然是蚂
蚁，却有可能攀上云端，甚至以尸
体堆积出山峰，撼动天地。从这个
角度看，这部剧有着非常积极入
世的态度。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为
数不少的年轻人以“宅”“丧”“佛”
为荣的时代，这种态度非常及时
而有必要。

但怎样才能改变命运呢？《将
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身边那个
陪着你一羹一饭的人，才是帮你
改命的人。

对于一个奇幻
故事来说，改变命运
不是很难的事，只要
遇到一个特殊的机
缘 ，只 要 开 了 金手
指，命运之门就能自
然打开，命运之路就
会自然改道。很多奇
幻故事的作者，都是
这样做的。这就是所
谓的“爽”。但猫腻在
一个奇幻的大框架
之下加入了更多东
西——— 有活力的人
物，细腻的情感，经
得起推敲的成长过

程，完整的心理过程——— 这些内
容，才是让人信服的部分。有了这
部分东西，才能让人相信，上天入
地，金光璀璨，都是有可能的事。
所以，《将夜》写的是奇幻世界，落
脚点却还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
滋养人，日常生活给人最多的支
撑。而让宁缺最终走上巅峰的，也
是情与义，师徒之间，兄弟之间，
江湖儿女之间。是人和人之间的
眷顾、人和人之间的牵系，让一场
改天换日、逆天改命的故事变成
可能。

我喜欢这个故事里风云变幻
的奇诡、波澜壮阔的瑰丽，也喜欢
这种小儿女相依为命、一起上路
的情义。在一段炫目的打斗、惊人
的特效以及朝堂之上的辩论、两
军对峙的紧张之后，特别期待看
到桑桑和宁缺的你来我往、笑意
盈盈。

我喜欢这个故事里，世界之
外还有世界、天上还有天的设定，
却也喜欢小屋里的一点灯火、欢
声笑语，以及桑桑和宁缺说的那
些没多大意思却让人松弛下来的
话语。

那才是生活真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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