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歌苓又出书了！ 北京的四月春
光短暂。 在京城朝阳门街道27号院一
处清静优雅的四合院内， 一身紫色夏
装的严歌苓妆容精致、 坐姿挺拔， 为
新作 《芳华》 接受了记者采访。

以前她的故事里总在写别人， 这
一次， 她 “触摸” 自己。

小说原本叫 《你触摸了我》， 严歌
苓的朋友将小说推荐给了导演冯小刚，
结果看完后， 马上拍板， 决定改编成
电影。 他建议重起名字， 严歌苓想了
几个名字： 《好儿好女》 《青春作伴》
《芳华》， 最后选用了 《芳华》。

从军经历伴随了严歌苓整个的青
春年华。 她在军队待了13年， 从1971
年12岁入伍一直到25岁， 整整跳了8年
舞。 最后却发现 “我喜欢舞蹈， 舞蹈
却不喜欢我”， 弃舞执笔， 才有了今天
的小说家。

《芳华》 有浓厚的个人自传色彩。
作者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 一些有文
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大江南北挑选出
来， 进入部队文工团， 担负军队文艺
宣传的特殊使命。 严歌苓化身为书中
的女兵萧穗子， 以她的视角记述、 回
忆、 想像。

“这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 有很多
我对那个时代的反思。” 采访中， 严歌
苓强调了好几次。

“我们是信奉平凡即是伟大
的一代人”

“写这个故事所有的细节不用去想
象、 不用去创造， 全是真实的， 我写
这座楼， 就回忆这里的地形地貌， 哪
里是排练厅， 哪里是练功房， 脑子里
马上还原当时的生态环境。” 严歌苓称
《芳华》 是一次非常自然的写作。

严歌苓是出了名的勤奋刻苦， 这
种品格她自认为是来自母亲的影响 。
写 《小姨多鹤》， 她专门跑到日本住进
长野一个村子， 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
惯、 思维方式。 写 《妈阁是座城》， 为
了刻画赌徒的心理， 跑到澳门赌场掷
金 “体验”。 写 《陆犯焉识》 时， 又特
地去青海劳改农场采访……但这一次
没有， 《芳华》 的文字好像就生长在
记忆的原地， 等着严歌苓捡拾、 组合。

《芳华》 塑造了一组文艺兵群像。
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工团， 一群正
值芳华的青春少年， 经历着成长中的
爱情萌芽。 质朴善良的 “好人” 刘峰、
因不良习气被集体歧视的何小曼以及
林丁丁、 郝淑文、 萧穗子等情感的缠
绕、 交集， 大相径庭又出人意料的人
生归宿。 小说用四十余年的跨度， 展
开他们命运的流转变迁， 有着对一段
历史、 一群人以及潮流更替、 境遇变
迁的复杂感怀。

“我们是信奉平凡即是伟大的一代
人。” 严歌苓在书中写道。 她将 “平凡
即伟大” 的极致倾注到小说中的 “好
人” 刘峰身上。 他超乎常人的心灵手
巧 、 超越自我本能的善良和利他心 ，
他以 “模范标兵” 的姿态在被需要中
活得心满意足， 却因一次 “触摸事件”
遭遇人生巨大转折。

这是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中最直接
地倾情赞美男主人公的一部作品。 她
自述也是代表自己以及同代人对当年
的愚昧、 浅薄深深的忏悔。 这种自责
缘于 “那样一个英雄， 我们曾经给了
他很多的褒奖和赞美， 但却没有一个
人把他当真正的活人去爱他。 你做好
人在女性眼里是没有用的， 你把他推
到荣誉的高端， 一切都是空的。”

“青春是人生中重要的一段生命，
每个错误最后都会来塑造你将来的人
生。” 严歌苓说。

“没有情书的年代， 我对爱
情的想像力非常苍白”

快节奏掌控下的现代人生活， 一
切是速成的， 一切也会速朽。 《芳华》
里那些缓慢、 克制的爱情， 那些耐着
性子等待一个人成长、 等待一次告白
显得如此遥远而奢侈。

“在这个没有情书的年代， 我对爱
情的想像力非常苍白 。 ” 谈起爱情
观 ， 严歌苓仍透着传统和浪漫。 她觉
得理想的恋爱是要会写情书 ， 两个
人要用心去表达， “情书都不会写 ，
这是不是很大的遗憾 ？ 爱情的各种
段落， 你缺了很诗意的段落， 那不很
惨吗？”

情书在严歌苓的小说中是一个特

别的存在。 上一部最接近她个人成长
经历的小说 《灰舞鞋》 中， 主人公小
穗子因为在特殊年代160多封情书被曝
光遭遇青春伤痛， 这与 《芳华》 中的
萧穗子遥相呼应。

严歌苓回忆起第一次谈恋爱， 恋
人是画家， 他每次作画、 收到的每一
封情书都不一样， 但是在部队里， 管
理很严格。 能收到情书， “那简直就
是你特别私密的一个盛大节日， 现在
这种可能都没有了。”

和先生1992年结婚之前， 严歌苓
还经常与他写情书， 拿英文写。 有一
次在卧龙熊猫观察区， 她发现当地红
桦树的树皮很漂亮， 就在上面写字然
后寄走。 “写情书时你对纸张的选择，
你对信封的选择， 你会寄上一张照片，
那是一种非常值得去体验的爱。”

反观当下， 纸上情缘已经被邮件、
手机短信、 微博、 微信等替代。 人们
的距离也许更近 ， 但似乎也更远了 。
对电子类的交流方式， 严歌苓保持着
质疑态度， 会用但不上瘾。 享受在场
的感觉， 享受面对面的交流， 她认为
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

“你的眼睛要看得见所写的
东西”

严歌苓是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最
多的作家之一。 她与当代著名导演几
乎都有合作， 包括李安、 陈凯歌、 张
艺谋、 李少红等。

冯小刚也是年轻的时候入伍， 并
且同样进入了部队文工团 。 《芳华 》
与冯小刚记忆中的 “青春” 紧紧相连，
他约请严歌苓亲自改编 《芳华》 的电
影剧本， 共修改了三稿。 严歌苓透露，
一共写了190场戏， 多写了80多场。

前段时间， 电影 《芳华》 的初剪
已经完成 ， 严歌苓被邀请提前看片 ，
观影过程中， 严歌苓几度掉泪。 她说，
看这个电影好像在看别人的故事， 被
深深地打动。

读过严歌苓作品的人差不多会有
同样的感受： 文字的画面感强。 很多
场面像是电影镜头在运动， 这是她的
作品备受影视改编青睐的原因之一。

摘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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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瓜苏大瀑布处的
最美森林

研究显示：能量饮料
比咖啡更危险

国外夜空现罕见“奇光”
科学家：系新大气现象

“一带一路”中国画展
在京开幕

近日 ， 以 “‘一带一路 ’ 人类文
明” 为主题的卢禹舜中国画作品展在
国家博物馆开展 。 145幅 作 品 描 绘
了沿线国家异彩纷呈的自然风光和人
文风貌 。 作品以丝路精神为内核 ，
力图凸显 “一带一路” 内涵的人文精
神， 诠释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价值
理念。

据外媒报道， 一批喜欢拍摄北极
光的发烧友最近在夜空中拍到一道极
为罕见的 “奇光 ”， 并命名为 “史蒂
夫”。 科学家研究后， 确认这是一种崭
新的大气现象， 并非北极光。

有科学家称， 含有咖啡因的能量
饮料比咖啡更加危险。 一项研究发现，
摄入4罐市场上的某种能量饮料， 会在
2小时内引起血压和心律异常。

该饮料中含有108克糖分 （几乎是
27茶匙的量）， 320毫克咖啡因 （接近
推荐食用的每日极限）。

《每日邮报》 近日整理了一组世界
上最美森林的照片。 据悉， 现在全球
的森林以每年1300万公顷的速度锐减，
相当于英国面积那么大， 我们要好好
珍惜这些绝美的森林。 上图是位于阿
根廷和巴西交界处的伊瓜苏大瀑布 。
这里的森林郁郁葱葱， 即使是旅游达
人也会被这里的美景所震撼。

严歌苓：
《《芳芳华华》》是是我我最最诚诚实实的的一一本本书书

当文艺兵时的严歌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