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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作家小传
王雨，本名王志刚，重庆市

作协荣誉副主席，中国作家协
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
电影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文史
馆馆员，博士生导师。在人民
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重庆
出版社等出版长篇小说《填四
川》《开埠》《碑》《水龙》《飞越太
平洋》《血缘》《车神》《长河
魂》。《填四川》《开埠》被《长篇
小说选刊》转载。《中国作家》

《新华文摘》《小说界》等刊发电
影剧本《船神》及《源》等中短篇
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多篇。出
版影视小说集《真情岁月》。创
作拍播《嘉陵江边的小屋》等电
视剧 4 部。合作(第一稿)发表
电影剧本《战争的闪电》，拍摄
为电影《年轻的朋友》，剧本获
四川省文学一等奖。《飞越太平
洋》《翠绿色的梦》获重庆市文
学奖，《血缘》《填四川》《开埠》
获重庆市五个一工程奖，《水
龙》《长河魂》（合作）获重庆市
文艺奖。《填四川》被北京如意
吉祥影视公司改编拍摄为 32
集同名电视连续剧。

长篇小说《碑》是重庆作家王雨创作的
移民三部曲收官之作，叙述指针指向抗战
到解放这一历史时期。与简单表述历史的
作品迥然不同，《碑》具有独特的审视角度
和思想内涵，它不但生动描述那个年代的
人们的奋斗、寻觅和牺牲，刻画战火年代的
芸芸众生像，而且从社会进步的高度，对抗
战做出全面深刻的审视，超越了“一边倒”
的局限，使小说拥有宝贵的文化品格。

抗战时期是一个大时代，生活呈现着
前所未有的繁杂和纷乱，变化的社会结构
和各异的人生追求，多元的价值观念与纷
扰的社会心理，构成光怪陆离、色彩斑驳的
社会现实。每一个生逢其时的人，都有转
型期的心理不适应和困惑感，这既可以导
向上下求索、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也可能
导致及时行乐、放浪形骸的颓废。有人投
敌叛国，为虎作伥；有人走私投机，大发国
难财；有人卷走不明资产，逃到大后方做寓
公；有人涂改履历，坐等政府的救济。更多
的人，则义无反顾，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宁孝原、黎江、柳成等人就是如此。

《碑》的主人公是王雨《填四川》、《开
埠》的宁家后人宁孝原，他受家庭熏陶，以
精忠报国为己任，以建功立业为传统。风
吹来，雪飘来，枪林弹雨劈面而来，他都挺
身相迎，毫不退缩。他两次负伤，又曾被冯
玉祥任命为贴身副官，本可以留在灯红酒
绿的陪都，大享清福。可是，他却执意重返
战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宁孝原形象塑
造有血有肉，他既有老父亲，也有心上人，
生与死、爱与恨、战争与和平，在他身上表
达得淋漓尽致。

宁孝原的毛庚朋友黎江，是中共抗日
武装力量的代表。由江南游击队改编而成
的新四军，初创时期缺衣少食，甚至缺乏枪

支弹药。这支武装战斗在已经沦陷的敌
后，不仅要与日伪军作战，而且还遭到国民
党顽固派的围剿。黎江深明大义，有理有
利有节，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动员和
武装民众，率部从弱小走向壮大。他的精
神体现在青春如火、坚忍不拔，浓缩成一颗
不屈的雄心、一腔报国的热血和一种奋发
向上、永不低头的形象，如明灯闪耀。

女主人公赵雯，属于被召唤、被激励的
女性形象。她原本是一个穿藏青色西服，
戴鸭舌帽的大家闺秀，关心的无非学业成
就、个人前途、婚姻家庭。然而，在时代大
潮感召下，她秘密加入中共，以记者职业
为掩护，为民主自由鼓与呼。解放前夕，
她又受命潜入台湾，搜集情报，为民主革
命而浴血战斗。她和涂姐在书中的出现，
丰富着女性形象的性格层次，准确传达出
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剖析了女性
的分裂人格和分裂心理，彰显了她们的觉
醒和发挥的积极作用。

王雨谋篇布局老到，是讲故事的高
手。不论是写宁孝原与倪红的悲喜际遇、
宁孝原与赵雯的邂逅、袁哲弘的发迹变泰，
还是涂姐身份的来龙去脉、蔡安平与梅姑
娘的乱世姻缘、窦世达的卖国求荣，都有一
个完整而起伏有致、巧合却发人深思的故
事。作者在把握时代特征的同时，对人物
心灵探幽烛照，合情合理构成故事的核
心。而这些故事相互交织，又组成生动的
情节线，推动整部作品的发展。作者还善
于吸收重庆掌故，作为故事的羽翼。如传
说中的孔二小姐去“心心”咖啡店，因警察
局长不恭敬，抽后者的耳光。又如确有其
人的长江大侠吕紫剑，在两位老朋友拔枪
对决时，如仙猿飞至，排忧解难。

《碑》注重描写。一个个昔日的英雄、

美人从字里行间踱出来，演绎着过往的战
争和爱情。长命锁、小米加步枪、小酒馆里
的畅饮、可燃心志的情书交替出现，栩栩
如生。小说采用地方方言，朴实明快简
洁，表现重庆人的乐观豪爽和充满机智的
幽默感。常常在肯定中包含着否定，看似
赞许实为讽刺，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对
白鲜明而切中肯綮，显示出作者驾驭语言
轻车熟路。

《碑》的主题是全民抗战，共赴国难。
谁也不能否认，国共两党的斗争曾充满血
雨腥风，然而大敌当前，不仅国共两党捐弃
前嫌，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民众也团
结一致，共御强敌。新四军里的黎江、中央
军里的宁孝原、柳成、蔡安平、曹钢蛋，都与
日军挥戈奋战。万宁镇民众踊跃捐款，宁
道兴为新四军输送药品。五千年的风和
雨，八千里路云和月，白山黑水，黄土地红
高粱，无数英雄前仆后继，全民总动员，共
同谱写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光辉的篇章。这
样的叙述，的确是历史的真实。

抗战胜利纪功碑是一个象征。自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贫弱的中国每战必
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万里海疆有海无
防，任凭列强舰刈炮宰。但是，哭声和泪
水，并不证明中国人软弱。人们明白，这块
土地上的拼搏，已经延续了几代人，如今该
是这代人献出鲜血和生命的时候了。于是
遂有淞沪会战、台儿庄之战、石牌保卫战、
平型关之战等等血战。在一座高耸入云的
丰碑里，这一切已被“九三”胜利日概括，并
因为鲜血的诠释而永垂不朽。往昔那些激
昂澎湃的旋律已经深入肺腑，在无法复制
的悲壮里，我们看到的是民族精神民族魂。

（杨耀健，重庆市政协民宗委主任，作
家、评论家）

“碑，竖石也。”王雨引用许慎《说文》对
于“碑”字的字义解释，作为他宁氏家族系
列长篇小说，或称移民三部曲的第三部
《碑》的题记，似乎是信手拈来，为其新著题
名作注。其实不尽然，稍微比较一下同系列
的前两部，《填四川》和《开埠》都以重大历史
事件的动宾词组概念作题名，而这一部却以
重要文物标志的单一名词概念作题名，加了
题记，就不难发现其间还有寓意藏焉。

《碑》里写的“碑”，特指重庆主城核心
地带已竖立了半个多世纪的那座碑，从原
初的精神堡垒，经中继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到现在的人民解放纪念碑。在20世纪40
年代初至50年代初的历史风云急剧变动
中，那座碑已曾经历三部曲，王雨通过他小
说中的人物，既重述又见证了那一个三部
曲。充盈其间的，无疑是他作为重庆作家，
对精神堡垒，对抗战胜利纪功碑，对人民解
放纪念碑，直切而又挚真的敬畏之情。“碑”
字固有的，既传承不衰又历久弥新的纪念
性意义，就这样地昭显在了字里行间。

然而，对整部小说来说，第一性意向终
究在于那座碑的象征性意义。小说从
1941年写到1951年，时间跨度不过十年，
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但这十年，
重庆城和重庆人却始终屹立在中华民族命
运走向的漩流中心，穿越了全民抗日、国共
和谈和国共内战的风雨雷电。勇敢坚毅、
百折不挠、团结奉献、拼搏进取的重庆性格
或者重庆精神，不仅在这历史穿越的进程
中一以贯之地表现出来，而且与时俱进，得
到了令世人瞩目的考验、锤炼和强化、升
华。从精神堡垒，到抗战胜利纪功碑，再到
人民解放纪念碑，碑的物质实体所呈现的
一贯挺拔、愈益高大的形象和气概，正是重
庆性格或者重庆精神的壮美象征。以《碑》
为题名，进而更以那座碑的更替三部曲作
为历史的大背景，藉以讲述一个宣示重庆
性格或者重庆精神的重庆故事，才是王雨
念兹在兹的寓意所在。

重庆故事必须由特定的重庆人来演
绎。王雨在《碑》里，以《填四川》的宁徙、
《开埠》的宁承忠的后辈男儿宁孝原为主人
公，以宁孝原与赵雯、倪红两个重庆女子的
情爱纠葛为情节主线，再由他的毛庚朋友
黎江、袁哲弘、柳成、涂哑巴与他们的一些
纠合生发出四条情节支线，进而广及于重
庆本土以及外地的社会上下各色人等，编
织出了一个既有历史温度，又有时尚元素，
传奇色彩毫不亚于前两部的重庆故事。尽
管一条主线与四条支线之间，人物关系和
情节展示的交集融合完善度并不完全一
样，但他借“碑”想表达什么，第一章便通过
宁孝原同倪红一起床上言“伤”，说出“这颗
子弹倒长了精神”，“活像都邮街那碑”，明
白无误地传递了出来。

《碑》里的这一个宁孝原，从体魄形象
到气质脾性，与他的曾祖父宁承忠简直出
自同一个模具，既一身正气、豪气，又兼具
邪气、痞气。王雨是将宁孝原塑造成为抗
日英雄，然后在人民解放事业中又成为了
特殊功臣。在当时重庆，与宁孝原一模一
样的人未必找得出来，但有某些类似的人
生际遇和价值选择的过来者却也不乏其
人。既往的一些文艺作品已然对某些类似
的人有所观照，但在重庆作家的长篇小说
里，像王雨这样不仅将宁孝原认定为主人
公，认定为英雄和功臣，而且还将这样的一
个人描述为如“碑”所寓的重庆性格或者重
庆精神的承载者和光扬者，的确是自出机
杼，别开生面。

以宁孝原为纽结，《碑》构建了他与赵
雯、倪红间的情爱三角关系。赵雯这一形
象相当出彩，除了她与倪红相对照，她的端
庄、秀美和沉稳、聪慧，她在两个都深爱她，
虽为毛庚朋友却为能得到她而不惜江边决
斗的男人之间始终保持真诚和理性，关键
在于她还是特定历史社会环境里的共产党
员，她比宁孝原更有明确的政治信仰，并且
担负着使命，因而她在情感波涛中保持理

性高于激情。但作为有七情六欲的女人，
特别是重庆女子，她又敢于不避激情，多重
性格的描述亦自顺理成章。尤其出奇的
是，临近重庆解放，眼看宁赵结合将水到渠
成之时，她受党的派遣去往台湾，在特殊的
谍战中，为解放事业浴血奋战。如此出人
意表的结局，为整部小说平添一股壮烈气
息倒在其次，最值得点赞的是，赵雯无愧为
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宁孝原与赵雯之间，插入了第三者袁
哲弘，构成另一组情爱三角关系。袁哲弘
是宁孝原一直“要好的毛庚朋友”，但甫一
见到赵雯便为之“心动”，对竞争对手明侃

“争女人不打让手”，终至发生江边决斗，决
斗过了仍是朋友。特别的是，他更是一个
国民党员，一个军统要员，他也有他的政治
信仰。一方面，他两次深入敌后执行秘密
任务，还刺杀了日特第一女间谍南造云子，
确有“过人的胆气”，于民族大义堪称为英
雄。另一方面，对军统组织通缉、追杀的他
的另一位毛庚朋友涂哑巴的姐姐共产党员
涂嘉英，他一直曲意保护，后来奉命在渣滓
洞亲手枪杀涂嘉英，他又选择“一枪毙命”，
以让“涂姐少些痛苦”，朋友交谊和政治原则
两条底线他都守住了。临去台湾前，他还请
宁孝原和赵雯“一聚”，在涂哑巴冷酒馆喝了
一回酒。豪无疑义，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难
得见到，也与“碑”的寓意并不相悖离。

在《碑》里，王雨还勾画了另外的三组
人物关系，并藉以多场域地扩张情节，延伸
主题，但都不及这组人物关系写得颇具创新
性。从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
说第一要务的视度看，宁孝原、赵雯、袁哲弘
合在一起真的堪称铿锵三人行，不仅能支持
主题取向，而且摇曳着别样风采。较之《填
四川》和《开埠》在这方面的自我超越相当明
显，整部小说的可读性多在其中。

（老谭，本名蓝锡麟，原重庆市文联
党组书记，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著
名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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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长篇小说《碑》，视角独特，

引人入胜地呈现了主人公不凡
的人生际遇、曲折爱情和心路
历程，展现了抗战到解放那个
年代重庆人的苦乐悲欢、不屈
不挠。历史在字里行间重现，
大街小巷的记忆在宽广的背景
下展开。书中人物各自有不同
的遭遇、信念、追求与固守。碑
作证，往昔那些用血泪谱就的
旋律深入肺腑，在无法复制的
悲壮里，我们看到的是民族精
神民族魂。

里的铿锵三人行 老谭

民族精神民族魂
——评长篇小说《碑》 杨耀健

《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