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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徐则臣：

你经历过的任何故事
都可能成为新作的一部分
今年要写散文《南下》，聚焦《北上》创作过程

作家徐则臣

▶青年作家、
《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最新长篇小说《北上》，以三十余万字的
篇幅，书写了流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穿越百年的命运古今。近日，徐则臣在郑
州接受了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的采访，畅谈小说《北上》的创作历程，回顾
人生写作经历。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梁新慧/文 记者 袁晓强/图

今 天 的 大 运 河 ，与 历
史上的大运河相比，功能
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甚
至有不少人认为，大运河
与今天的生活渐行渐远，
在高铁、空运和海运时代，
运河已经不重要了。
“对于这个观点，
我不敢
苟同。
”
徐则臣说，
在当下这个
时代，
运河很重要，
甚至比自
己过去认识的运河还重要。
徐 则 臣 说 ，从 功 能 上
讲，
运河的传统功能的确在
衰减，但纵观历史，整个中
国的经济文化包括中国人
的人格构造、思维方式，都
与运河有着很大关系。
“作
为作家，
我觉得值得从文化
上好好挖掘。这才是此次
我将大运河作为小说主角
的最大原因。
”
对于徐则臣来说，
过去

对运河的认识，
犹如拿着望
远镜在看。但要写作，
则要
拿着显微镜，
要把最小的地
方看清楚。
“通过田野调查，我发
现了更多的资源和写作素
材。今后 ，可能我会把其
中某个点拿出来，再写个
中 篇 小 说 ，或 者 短 篇 小
说。”徐则臣透露，今年他
准备写一部散文，名字就
叫《南下》，而这部散文的
内容，就聚焦小说《北上》
的创作过程以及他行走在
大运河畔的过程。
河南是隋唐大运河的
重要组成部分，
徐则臣对于
大运河河南段的了解，
远远
不及京杭大运河多，
但他去
过开封的清明上河园。
“没
准儿，
在散文集《南下》的创
作中，
我会涉及开封。
”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
《北 上》的 时 间 跨 度 从
1901 年开始，
一直写到 2014
年，空间上则完成了京杭大
运河全长 1797 公里的跨越。
为了完成这部小说，徐
则臣完成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搜集了大量关于运河的绘本、
照片、电影、从宋朝至今的关
于运河的地图等资料，
研读了
包括运河历史著作、
当下运河
研究著作，
以及苏伊士运河、

伊利运河和阿姆斯特丹、
俄罗 改变了他对运河的很多想
斯的运河研究文献。
法，也真正使这条穿越古今
在徐则臣看来，运河文 的运河
“活”
了起来。
化带应该是一段高度浓缩
“一条河活起来，
一段历
的、与运河相关的本地史志 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
与生活志。为了将大运河真 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
实的历史样貌、文化样貌、生 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
活样貌展现给读者，以唤起 的希望。
”徐则臣说。
他们对这条河流的关切和热
徐 则 臣 说 ，北 上 这 个
爱，徐则臣将京杭大运河从 “北”
，不仅是地理之北，
也是
南到北断断续续走了一遍， 文脉之北、精神之北。

那一刻，关于运河的积累被一下子激活了
1978 年，徐则臣出生于
江苏东海的农家，
大学毕业后
在江苏淮安成为一名老师。
热爱文学创作的他，
在这座小
城的学校里倍感无聊，
于是考
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
生。毕业后，
成为《人民文学》
杂志社的一名编辑。
2006 年，从北大毕业后
的第二年，他在北京写了中
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
这是他的成名作，从此进入
主流文学界的视野。

2014 年，
他的 首 部 长 篇
小说《耶路撒冷》出版。一经
推出，
便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
“当时，
同文学界的几位师
友说到了下一部小说的创作问
题。大家建议我，
《耶路撒冷》
里写到了运河，
能不能彻底写
一部关于运河的小说？那一
刻，
关于运河的积累被一下子
激活了。
”
徐则臣回忆说。
徐则臣从小生活在河边，
初中时住校，
校门前是江苏最
大的一条人工运河——石安

运河。后来在淮安生活了几
年，他每天在穿城而过的大
运河两岸穿梭。因为对运河
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
了徐则臣的运河之缘。二十
年来，他一点点地把运河放
进了小说里。
在泛泛地以运河为故事
背景的写作之后，徐则臣决
意倾囊而出，把大运河作为
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于
是 ，就 有 了 耗 时 四 年 的《北
上》写作。

《北上》一度写不下去，却诞生了《王城如海》
“大运河是我小说的背
景，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看
看大运河。但 2014 年我决
定写《北上》时，才觉得过去
对运河的理解很肤浅，过去
的很多认知无法派上用场。”
于是，徐则臣开始有意
识地更深入地走近运河。就
这样，他断断续续地把大运
河的全程走完了。
徐则臣坦言，亲身经历
是一种无法替代的感受，比
如淮扬菜是不是书上写的味
道，南旺水利枢纽——邵伯

闸如何开闸通航，甚至各地
运河水的流向、岸边的植被
都要现场感受，才能有感性
的、直观的经验，沿途许多湖
泊，现场的感受与之前的想
象完全不同。
“过去对运河的想象太笼
统了。比如镇水兽的摆放和
表情，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每
只都有它的传说。
”
徐则臣说，
这对写作非常有用，
或许最后
不一定出现在小说中，
但去过
现场后再写，
内心特别笃定。
创作的过程，并不容易。

徐则臣推翻了很多稿，
原因是
始终找不到整部小说的结
构。
“到底写哪段、不写哪段，
杭州、无锡、扬州、高邮等沿途
的重要城市如何安排，戏份
篇幅是多是少，我费了不少
精 力 反 复 考 量 、来 回 推 敲 。
小说的结构也是不停地推翻
重来。”徐则臣透露，因为在
摸索结构上花了两年时间，
中
间一度写不下去，
于是写了另
一部长篇小说《王城如海》，
之
后才找到现在小说中的叙述
方式，
完成了创作。

徐则臣最新长篇小说《北上》
（右）

经验也需要积累和开拓
徐则臣被认为是中国
“70 后作家的光荣”，其作
品被认为
“标示出了一个人
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
魂眼界”
。
从开始创作以来，
徐则
臣佳作不断。小说《如果大
雪封门》荣获第六届鲁迅文
学奖短篇小说奖。长篇小
说《耶路撒冷》获老舍文学
奖 ，而他的另一部长篇《王
城如海》被香港《亚洲周刊》
评为“2017 年度十大中文
小说”
。
“这 10 年，我就写了这
三部长篇，短篇一年一至两
个，2010 年以来，没有写一
个中篇。
”徐则臣说，
从量上
来讲，
这几年不是越来越多
而是越来越少，
这是因为自
己遇到了问题，
尤其是长篇
小说，
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
小说的结构。
徐则臣说，他写长篇，
有一半时间是在找结构。
比如《耶路撒冷》，他写了六
年，
其中前三年都在寻找结
构。创作《北上》时，
如果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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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时间、空间去写，就成了
流水账，
看了会很烦躁。实
在是找不到突破的方法，
中
间就写了长篇小说《王城如
海》，这部长篇的诞生，
犹如
意外怀孕。
当时，
一个先锋导演约
徐则臣写一部话剧，
而他没
有写作剧本的经历，
只好用
写小说的方式写剧本。这期
间，
在《王城如海》的创作中，
他就插入了很多剧本片段，
这一结构令人耳目一新。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
你经历过 的 任 何 故 事 ，都
可能成为新作的一部分。”
徐则臣坦言，如果没有《王
城如海》的经验，可能就没
有《北上》中的主人公“小
波罗”和“马福德”。为此，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经验
也需要积累和开拓。
一个建构性的作家，
要
不断拓展不同题材的能力
和经验。徐则臣说，
假如还
有什么期许的话，
他的下一
部长篇小说，
视角会完全放
在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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