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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人间大爱
——《泥土里的想念》创作谈

■ 宋安娜

在新时代的深处

中国新经济文学中国新经济文学
深入生活，才能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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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泥土里的想念》里的主人公犹

太女孩撒拉是在一条街上长大的。我家

与她居住的福康里只隔一个路口，上学，

玩耍，我们的脚印常常重叠，尽管我比她

晚出生二十多年，但当我于本世纪初开

始打捞犹太人在天津百年生活史这艘沉

船，开始用文学和历史研究两支笔去激

活这段历史时，撒拉就走进了我的生

活。街道上空常常响起女孩儿嬉戏时的

尖叫，街角间或有女孩儿的裙摆一闪而

过，我知道，那就是她。

天津自 19 世纪下半叶便开始有犹

太人居住。在小白楼一带，犹太人建立

了会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和养老院，形

成了完整的犹太社区。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大批欧洲犹太难

民来到中国，有的在天津安顿下来，工

作，生活，组成家庭，生儿育女，于战争

结束后又从天津走向新的生活。以色

列海法的本杰明·卡布宁斯基（Benja-

min Kabuliansky）曾经三代人生活在

天津，他深情地将天津比作犹太人“神圣

的渡口”。

为获取珍贵的口述史资料，我采访

过许多天津犹太人。与所有历史学者不

同，我的研究是逆向的，从细节起步再走

向宏观，而细节往往更能令我流连：犹太

人在天津的衣食住行是怎样的？当犹太

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相遇时发生了什

么？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刻，在人命危浅

之际，这座城市给予了犹太人什么？那

些生于天津、长于天津的犹太人，他们的

思维方式、他们的语言符号，为什么至今

仍留有天津的印迹？居住在美国西雅图

的索尔（Sol Birulin）把他的电子邮箱

命名为“天津男孩”。他于 1921 年在天

津出生，十八岁时赴美国，人生的玫瑰季

节是在天津度过。他给了我一张他与中

国保姆的合影。他才一岁，穿着中式裤

褂，头戴老虎帽。手艺出自保姆，他叫她

“阿妈”。那是个年轻的女人，目光慈爱

安详，尤其是她光洁的前额，那光洁竟能

穿越九十多年漫漫历史尘埃，照亮我的

书案。她便成了小说里阿妈的雏形。居

住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塞穆尔·米勒

（Samuel Muller）从小在福康里长大，

前几年脚步尚健，他每年都要回到天

津，去福康里曾经住过的房子门前台阶

上坐一坐。他忘不了童年玩伴儿金宝、

银宝，希望我能找到他们。年代太久远

了，福康里物是人非，我没能找到，但这

两个男孩儿却蹦跳着来到小说里，与主

人公犹太女孩儿撒拉共同经历了人生

的悲欢离合。

在中国儿童小说中以一个犹太女孩

儿作为主人公，似乎匪夷所思；但从我

采访第一个天津犹太人到拿起笔来写

撒拉的故事，已经过去了 15 年。漫长

的寻找与钻研，漫长的呼吸与感受，当

我给她取名撒拉时，她已经迫不及待、

呼之欲出了。

犹太人在天津以族群的存在方式生

活了一百年。他们与上海犹太人的存在

方式有很大不同。天津犹太人中没有出

现大亨和富商家族，他们开办的商行多

为父子、兄弟型中小企业，主要从事皮毛

贸易。在天津长大的犹太男孩，家境好

的去英美读大学，幸运的考入洋行当个

职员，而大多数人中学毕业后就会进入

那些皮毛公司，骑着一匹骆驼到西北去

收购皮毛。从犹太学校的毕业化装舞会

到驼峰之上，几乎是天津犹太男孩的必

由之路。天津犹太人与上海犹太人生存

方式的最大不同还在于二战期间。天津

没有虹口式的隔都，犹太人租住于浅街

里巷之中，与天津人鸡犬之声相闻，清晨

共一轮朝阳，夜晚共半边明月，由于必须

共同面对战争灾难，彼此的相携相助和

文化接近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于是，撒拉不是《安妮日记》里的安

妮，也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中纳粹铁蹄

下的犹太女孩儿。撒拉作为天津的第三

代犹太移民，虽然母亲早亡，她却得到了

天津阿妈无微不至的呵护。战争降临，

面对残酷、身处艰难，她与天津小伙伴金

宝、银宝紧紧依偎，她身边有阿妈、小马

哥哥、二房东张太太，是他们张开臂膀为

她挡风遮雨，是他们将这跨越国籍、种

族、人种的人间大爱赋予了她，同时，她

幼小的生命也得到中华文化的滋养，使

她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都打上了中国

文化的烙印。天津人海纳百川的胸怀、

义气干云的气节和火爆热烈拥抱日子的

生命态度，都影响了撒拉。她喜爱老虎

褡裢及一切民间艺术，笃信“泥土里的想

念”这个民间俚俗；她与金宝、银宝同甘

苦共患难，帮助犹太难民勃曼叔叔走出

精神阴影，用浴缸船为水灾难民送去食

物；在日本占领军的刺刀下，她勇敢地挺

身而出，维护了文法学校校长马林斯基

的人格尊严。当她终于找到阿妈，像一

头复仇的小狮子扑向“霸占”了阿妈的日

本女孩儿时，那女孩儿前襟上飘飞着的

老虎褡裢令她戛然止步。那一刻，她深

深地领悟了阿妈的爱，一位母亲对幼小

生命的怜爱。这是超越一切罪恶、仇恨

的人类大爱，也是这位中国母亲以天津

文化的独特方式，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

传递给她的。

撒拉是“这一个”，她也只能是“这

一个”。

常常想起远在澳大利亚的一对犹太

兄弟：鲍勃（Bob Sitsky）和他的哥哥拉瑞

（Larry Sitsky）。他们出生在天津，哥哥

生于1934年，弟弟生于1937年，现在一

个住在悉尼，一个住在堪培拉。他们从

网上买到了我主编的画册《犹太人在天

津》，打开来，翻到第十七页“20世纪20

年代天津犹太公会成员合影”时，不约而

同惊呼道：“啊，外祖父！这是外祖父！”

果然，前排一位秃顶的男士，正是他们的

外祖父帕罗·托坡（Pavl Toper）。他是

个皮毛商人，在公会内主管财务。他们

立刻决定回天津来找我，来找他们童年

的记忆。

很幸运，我们找到了他们出生、成长

的居所，那房子曾经承载了他们全家的

欢乐和幸福，一个六口之家。记忆像潮

水一样涌来。犹太兄弟回忆起 1951 年

他们离开天津时的情景。居所距海河只

百多米，河边就有小码头，出了家门就上

船。为了能在澳大利亚尽快安家，母亲

带走了所有能带的东西，光三轮就叫了

十三辆。走出家门，许多邻居向他们招

手致意，队伍“浩浩荡荡”。那年冬天真

冷啊，河水都冻了冰，客船前还有一艘破

冰船……

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你们的外祖

父母移民美国，为什么你们兄弟俩和父

母要去澳大利亚？

拉瑞回答道：“因为我和鲍勃在中国

出生，美国政府认为我们是中国人。那

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我们不能入境。”

我一下子惊呆了。

做天津犹太历史文化研究许多年，

我始终将这些现居海外的天津犹太人视

为外国人。他们也的确是外国人，尽管

属于犹太民族，但有的是以色列人，有的

是美国人，有的是加拿大人，有的是澳大

利亚人，等等，等等。他们是法定意义上

的外国人。

做天津犹太历史文化研究许多年，

我始终将这些现居海外的犹太人对天津

的思念视为一种乡情，温馨的往事，梦里

的眷念，如此等等。

而拉瑞的话让我看到了这乡情深处

更深刻的蕴含——认同。

一种刻骨铭心、深藏于心的认同。

曾经同一片土地，曾经同一片蓝天；当我

们看世界的时候，同一片屋檐为我们遮

挡同一场风雨；当世界看我们的时候，那

原来是一种共同的存在。

这就是天津犹太人之与我们，也便

是我们之与天津犹太人。所有的这些感

悟，我全部寄托于小撒拉身上，希望这个

小女孩能将这些告知世界。

我从 2001 年开始研究天津犹太人

历史文化，出版了大型画册《犹太人在天

津》和长篇纪实《神圣的渡口——犹太人

在天津》。2009年起以这段历史为背景

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十城记》为中

国作协重点扶植项目，2014年由作家出

版社以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推

出。写儿童小说与此前所有写作不同，

写作本身便是一种享受，仿佛回到童年，

回到人性最初的起点，心灵再一次变得

纯真，目光再一次变得单纯，而文笔，不

知不觉中便有了追求优雅和诗意的冲

动。阿妈心灵与外貌的和谐之美，福康

里小院海棠花树之美，墙子河堤上春夏

秋冬的风物之美，杨柳青年画的艺术之

美，甚至市井上、胡同里小贩的叫卖声也

充溢着美食美味的诱惑。众多的美感，通

过字斟句酌，精心地打磨文字，然后集中

呈现在小读者面前。我希望这本书能成

为孩子们的好朋友，小读者们不仅能够喜

爱书里的人物，不仅感受故事传递的人间

大爱，也能通过它，激发起他们最初始的、

最稚嫩的，对于文学审美的兴趣。

与陈丽伟相识多年，他在写作、书法、篆刻

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提出的“新经

济文学”这一新名词如今被更多的人认可和接

受，近年来，他搭建起的新经济文学平台，也让

更多的作家投身于新经济文学的创作，书写新

时代新经济生活。

“中国新经济文学”，顾名思义，自然是来源

于当代中国的新经济生活的文学。陈丽伟认

为，新经济文学就是以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经济

生活为背景为素材，塑造典型的中国当代新经

济生活环境、新经济人物及情感的文学作品。

面对社会、经济的变革，作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来讲，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要自觉地与时代

相连，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生动鲜活的素材和细

节，才能使文学创作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贴近群众。

其实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和经济密切相

连，“中国新经济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有不

少的作家在有意无意间已经参与其中，并且也

已经创作出不少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

剧本等各种体裁。“中国新经济文学”正得到

关注、研究。

生活远比想象丰富，比文学精彩。在经济

发展的过程中，作家应该通过接受新的生活，以

获得更宽更广的感受与理解。深入生活，其实

就是丰富作家的生活阅历，拓宽创作思路。当

今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不仅出现

了许多新的人和事，就连原来作家熟悉的人和

事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作家更应该深入到

基层人民的生活中去，潜心观察，认真思考，发

现生活的本质。从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

到以苏州为代表的园林经济，再到今天的开发

区经济和新农村经济.....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

活力的新经济时代，如何书写新时代新经济新

面貌，颇值得思考。

作为中国新经济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者、

倡导者和实践者，陈丽伟认为，从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到党的十九大报

告，一条红线就是要努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文

学艺术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创作反

映劳动人民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优秀作品，要为

时代而歌。这不是个人对作家的要求，而是一个

时代对作家的要求，是时代赋予每一个中国作家

的责任。新经济文学提出了反映中国当代改革

开放后经济社会现实的文学概念，并呼吁作家们

认真体悟、努力挖掘身边的现实生活素材，积极

投身创作队伍，努力塑造新时代的典型环境与典

型人物，积极创作反映当代改革开放伟大实践，

尤其是经济生活带给国家与个人从外部风貌到

心灵世界的递进嬗变的文学作品。

中国新经济文学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从

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作家个性化追

求，必将开创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

的风气。改革开放40年来，文学更加蓬勃发展，

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拓展，呈现出全新的面

貌。不管是早期的伤痕小说、知青小说和反思

小说，还是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抑或是先锋

小说和多元的新历史、新流派创作等，包括诗

歌、非虚构等，都不乏优秀的经济书写。那些具

有代表性或开创性的经济文学作品灿若星辰，

所讲述的时代生活、经济发展、人生阅历、生存

境况，所表达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精神境界，

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结构和中国文化的心理结

构，已然在最广泛的可能性上呈现了当代中国

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

当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既需要综合运用器物、人才、制度、阵地等多种

手段，又需要充分发挥文学的濡染、浸润和引领

作用。经济题材创作作为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

维度，应置身民族振兴的潮头，把握民族振兴的

脉搏，呼应民族振兴的节奏。作家们应书写新经

济文学作品，进而提炼和升华民族振兴的文化精

神、文化气度，在此基础上推出有思想、有温度、

有品质的佳构妙作，反映伟大的新时代和火热的

新经济发展的新面貌，是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

也是新时代文学坚实步履的朝向与终点。

铁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要积极反

映新时代的变化。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史诗般

的时代，这是中华民族在新的考验和挑战中为

自己创造光明未来的时代；也是这个民族中的

每一个个体，历经各种各样的矛盾、悲欢、坚持

和奋斗，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对文学

来说，这也是它的基本生态、它的传播和接受条

件正在和将要发生巨大的、革命性变革的时代。

纵观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每一个节点，都

伴随着文学的发展的文学创作的走向。面对时

代和生活的新变，我们的文学要积极塑造新形

象。这不仅是生活和工作形态的新，也不仅是

社会身份的新，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新，是新的

精神气质、新的生命追求，是对自我、对生活、对

中国与世界的新的认识和新的想象，以及由此

而来的新的行动与实践。这样的新当然不是刻

意的标新立异，而是在社会的整体结构中和时

代的总体运动中获得自己的根基和方向，这样

的新是现实的，又是向着未来的，回顾40年，展

望新时代，中国新经济文学的提出和逐渐被认

可，一定会谱写中国文学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中国新经济文学的开阔、包容性应当是所

有新经济文学创作者的基本认知。新经济文学

的创作应积极参与到社会发展的格局和对话

中。事实上，作为时代的组成部分，文学一直都

在时代中选择、适应、搏击与变化。题材的选

择、写作视角的选取，反映着作家的文化意识，

同样也是作家价值观的映现。经济的无处不

在，为文学赋予更多的时代性，作家们应该有直

面现实、剖析现实的思想力和精彩讲述的表现

力。与时代共振，才能赋予文学如春草般生生

不息的活力。这种时代担当，将会让文学呈现

更为开阔的艺术景观。

新时代，作家们应该以更开阔的胸怀关注经

济带来的变迁，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每一个城乡

的发展，每一次经济振兴的历史进程，都要求作家

们要描摹新时代的精神风貌，从而精准把握新时

代新经济大潮下的文学的本质特征。要以深厚的

人文情怀，坚守崇德向善的价值取向。作家要走

出书斋，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正了解人们的追

求和诉求，认真观察生活，提炼素材，塑造鲜活的

人物形象。要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使新经济

文学作品拥有更加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永恒的人文

价值。所以说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过程里，如何

让文化和生活有更多的写作方向和写作可能，仍

然是新时代文学作家们努力的方向。

文学如何更好地书写
新时代新经济生活

——读《中国新经济文学概论》有感
■ 北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