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天明一向以直面现实、 大气厚重的剧本和小说
创作著称。 大约是在10年前某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
笔者第一次有幸见到这位以嘉宾身份出场的著名编剧、
作家。 节目录制结束后， 笔者上前主动与之攀谈， 从
而得以结识。 转眼过去多年， 为了这次的采访， 笔者
在北京建国门附近他的寓所内再次见到了他。

在上海街道和安徽农村度过青少年
时代

陆天明祖籍江苏南通 ， 1943年生 ， 在上海长大 ，
少年时代起就一直热爱写作。 小学三年级时， 他就立
志要当作家。 因表现突出， 被选入上海市少年宫文学
小组， 课余经常得到少年宫文学老师的写作辅导， 还
和一些应邀来少年宫作文学讲座的著名作家座谈交流。
在文学小组一直表现优异的陆天明可谓早慧， 12岁时
就发表了处女作。 当时， 他写的一首诗被上海人民广
播电台选中播发。 之后他也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小诗、
小文章之类。

读高一时， 少年陆天明响应有志青年到祖国最艰
苦的地方去和贫下中农、 工人一起改变祖国一穷二白
的面貌的号召， 到安徽农村做了 “祖国第一代有文化
的农民”。 14岁的他住在农民家， 和农民的孩子睡一张
床， 做所有的农活， 包括那些繁重的农活。 在干了一
年的农活， 当了一年完完整整的农民之后， 一起下来
的人大部分被调去芜湖钢厂当工人 ， 只留下陆天
明 等 人在农村小学当教员 。 不久 ， “大跃进 ” 开始
了， 紧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正在长身体的15
岁的陆天明每天只能喝到两碗稀粥， 早一碗， 晚一碗。
这个青葱少年终于扛不住， 身体垮了， 于是回到上海
养病。

陆天明没有读完高中， 也没有读大学， 但却可谓
读了 “社会大学”。 从1958年起， 6年间， 陆天明总是
爱在工作之余写点什么。 因为喜欢文学喜欢读书， 除
了做社会工作、 街道工作， 其余的时间段他就是上图
书馆， 有一年多时间， 他每天下午都去图书馆呆上8小
时， 直看到闭馆才出来。 可以说， 正是青少年阶段这
个时期的博览群书， 为陆天明日后在创作上的一炮打
响奠定了宽博和扎实的写作素养。

到1964年时， 因为工作表现好， 已经担任街道团
委副书记的他， 很快就将转正成为上海市静安区一名
正式的街道团委干部。 不过， 就在这时， 在中央的号
召之下， 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潮，
广大上海青年更是积极响应。 陆天明已经有过去安徽
下乡的经历， 按说不用再响应国家号召离开上海了，

但19岁的激情奔涌、 热血沸腾的陆天明， 毅然决然放
弃了留在街道的正式工作， 毫不犹豫地跟组织提出申
请， 主动报名要求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并获得了批准。

大好青春支援边疆建设， 在农场工
作生活近12年

从1963年7月到1966年7月， 共有逾10万上海知青
支边新疆建设， 陆天明就是其中一员。 他和众多同行
的年轻人乘坐的那趟专列， 整整行驶了5天5夜才到达
乌鲁木齐。 陆天明记得， 旅途虽然很劳累， 但大家始
终激情荡漾， 一路上都在为祖国大地的辽阔和沿途风
景的壮美而慨叹不已。

随后， 陆天明又和同来的上海知青们从乌鲁木齐
转乘汽车数小时， 这才抵达离乌市逾200公里远的目的
地———北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奎屯市郊区。 他和另
外两名团校学员被分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的
一个下属单位———条件最差、 土地盐碱化最严重的共
青团农场———1958年全兵团的共青团员捐钱建的农场。
由此， 落户于此的陆天明就成为了连队里一名光荣的
农场职工。

广大知青都是真心实意来边疆安家， 来为祖国的
建设奉献青春的。 初来乍到之下， 也许有少数人在现
实面前于内心会感受到巨大的落差， 但包括陆天明在
内的绝大多数知青确实没有挑剔这里或那里生活条件
艰苦， 也没有谁抱怨这个农场或那个垦区的工作多么
辛劳。 既然是来支援边疆建设的， 就不必嫌弃这里偏
远荒凉、 生活单调， 也不必为所住的半地下的 “地窝
子” 空气不好、 光线不好而沮丧。 其实组织上也早有
考虑， 包括政治学习、 看露天电影之类的集体生活，
各个农场组织得也还算比较丰富， 住 “地窝子” 也只

是一个过渡。 通过大家的努力奋战， 相对比较正规的
宿舍不到几个月就都建好了， 于是广大知识青年们的
住宿条件得以改善。

陆天明先是在农场当农工、 农工班长， 他和大家
一起种地、 挖渠， 一起割麦子、 拾棉花， 和泥烧砖盖
房子……虽然工作强度大， 每天都在繁重的体力劳动
中度过 ， 但他和大家都干劲十足 ， 没觉得有什么
委屈 ， 心里只有一腔为祖国建设做奉献的青春激情在
燃烧。

尽管陆天明只是个高中肄业生， 不过在那个年代，
却也属有培养前途的知识青年之列。 再加上陆天明工
作表现好， 在地里干活一直都很踏实、 卖力， 所以不
到一年， 他就被上调农场二管处党委办公室， 当了党
委秘书。 因为文书等相关工作都干得不错， 陆天明被
有关领导注意到， 之后就又被调到师军务科当了参谋。
再往后， 几经历练， 最后他又从师机关被调回到131团
农场。 直到1975年底上调北京， 陆天明在新疆累计工
作生活了近12年。 这期间， 他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还
有了两个儿子。

回想当年， 陆天明坦承自己有整整7年没有提笔写
过文学方面的东西。 出于种种原因， 从1964年入疆到
1971年， 他都成功地 “压制” 住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愿
望。 陆天明就这样长年累月踏踏实实、 勤勤恳恳地劳
动和工作着， 始终怀抱和北疆劳动人民真正融为一体
的信念， 始终秉持和大家一起用双手改变当地面貌的
理想。

话剧作品出手不凡， 意外调入北京
成为专业编剧

1971年， 为纪念毛泽东1943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 发表30年， 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 号召
广大工人农民从事文艺创作。 28岁的陆天明深埋心底
的创作愿望终于被激发出来。 其时已是农场政治部宣
教处正营职干部的他向组织上提出申请并获准一周创
作假。 积淀丰厚的生活积累， 蛰伏日久的文学梦想 ，
终于汇集一处激情迸发！ 他心潮起伏， 他奋笔疾书，
终于在给定的一周时间里一气呵成地创作完成了这部
早就暗暗酝酿在心的作品， 这就是最终改变了陆天明
人生轨迹的文坛崛起之作： 大型四幕话剧剧本 《扬帆
万里》。

剧作完成后， 曾得到下放兵团文工团的多位资深
创作员的肯定和指导。 在那个特殊年代， 很多文艺届
专才、 名家， 包括著名诗人艾青、 实力作家王蒙等在
内， 都千里迢迢投奔并落户在新疆。 就是在那几年间，
陆天明在乌鲁木齐的有关会议上认识了在文联工作的
王蒙。 陆天明很佩服王蒙在逆境中的百折不挠和乐天
达观， 以及他在曲折艰难中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信
念的精神。 相识40多年了， 陆天明一直尊王蒙为自己
的老师，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王蒙与他们这些文学新
秀开会讨论并为他们修改作品的情景。

陆天明回上海短期探亲时也曾把剧作寄给上海人
民艺术剧院审阅， 不料全体演员都被感动哭了， 剧院
方面于是派来三位著名专家帮助陆天明分析和修改剧
本 。 还有黄宗英老师 ， 也曾帮助修改 。 几经打磨的
《扬帆万里》 日趋成熟和扎实， 经新疆话剧团排练成时
长两个多小时的话剧演出后， 各方反响热烈， 备受观
众追捧， 堪称一炮打响！ 于是一演再演， 并在新疆的
很多农场巡演。 1973年时， 新疆党委决定这部话剧进
京参加全国汇演， 结果同样赢得了热情赞赏和高度肯
定， 《扬帆万里》 获得了全国性的很大成功。

《扬帆万里》 在全国汇演中表现出色， 陆天明也由

此被中央广播文工团看中 。 团里领导几经努力 ， 到
1975年底， 终于把陆天明调入团里下属的电视剧团编
导组担任编剧， 而且是全家四口一起调入北京， 其中
包括其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长子， 1971年出生于新疆
的陆川。 以一部话剧作品获得重大人生机遇， 这对于
陆天明来说是个意外， 当然更是一个惊喜。 这样的情
况在当年不说是绝无仅有吧， 那也绝对是凤毛麟角，
就算是在今天也是如此。 陆天明当年决定响应号召去
新疆支边是欢欣的 ， 为了国家的文艺事业奉调进
京同样也是欢欣的， 毕竟这时候的他已发现自己真正
喜欢也更能发挥自己长处的岗位就是从事关于文学的
工作。

20世纪八十年代初， 陆天明又调入中央电视台中
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部， 一直担任专职编剧至退休。
如今他虽然已是七十有四， 但却老骥伏枥、 雄心依旧，
始终在孜孜不倦、 潜心凝神地从事小说和剧本的创作。

用生命创作剧本和小说， 孜孜不倦
赢得斐然成就

进京以后， 陆天明一发不可收拾， 陆续创作了众
多作品 ， 如长篇小说 《桑那高地的太阳 》 《泥日 》
《木凸》 《黑雀群》 《命运》 《省委书记》， 电视剧剧
本 《苍天在上》 《大雪无痕》 《高纬度战栗》 《上将
许世友》 《李克农》 《闻一多》， 以及多幕话剧 《第十
七棵黑杨》， 电影剧本 《走出地平线》 等等， 堪称著作
等身、 成就斐然。 作为一位公认的精力充沛的高产作
家、 编剧， 他的众多作品在取得很好市场效益的同时，
也为他带来了广泛的大众知名度和卓然不俗的美誉。

陆天明很可能是中国新时期以来第一个创作反腐
题材作品的内地作家， 也应该是迄今为止创作此类题

材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 也难怪他早在20世纪九十年
代就赢得了 “反腐作家” 的名号。 1995年， 他作为小
说家创作的反腐题材长篇小说 《苍天在上》， 和作为编
剧创作的同名电视剧同步推出， 小说热卖兼电视剧热
播， 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之后， 他又以类似的方
式向小说读者和电视观众先后推出了 《大雪无痕 》
《省委书记》 《高纬度战栗》 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进京40余年来， 陆天明始终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在
小说和剧本的写作上， 在他数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的
上下求索之下， 在这两个创作领域都硕果累累也就是
必然。 对于小说家和编剧这两个身份， 陆天明都同样
看重。 他坦言， “在小说和剧本方面创作我都很用心，
只是这两类作品社会反响不一样， 剧本完成后， 要拍
摄成影视作品， 得受到制片人、 导演、 投资人、 明星
等的约束， 是一个综合艺术， 不在你手里完成， 但电
视剧影响大。 我觉得小说和剧本这两者是同等的分量，
都应该用生命好好地去完成”。

陆天明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 《幸存者》 系其构思
的 “中国三部曲·骄阳” 系列的第一部， 也是其写作生
涯中第十部重要长篇， 试图以此 “记录一个时代中国
人的心灵史”。 据介绍， 这部36万字的长篇小说， 他为
之酝酿准备了5年 ， 写作则耗时33个月 。 陆天明说 ，
《幸存者》 当中也包含有反腐的内容， 这部作品写的是
上海知青在西北地区的故事， 其中还写到了20世纪八
十年代初期西北修铁路的事情， 虽然小说中没有直接
点明， 但其实也是以新疆为叙事背景。 他确认此后他
还将继续创作完成该系列的后两部， 以 “描绘改革开
放近40年的辉煌历程， 展现几代人在翻天覆地的岁月
里所经历的不凡人生”。 同时也是实践一位智者对他的
劝诫： “写作只有一个标准， 那就是必须对得起历史，
对得起人民。”

陆天明的长子、 著名导演陆川在读了 《幸存者 》
这部小说之后， 情不自禁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出衷心慨
叹 ： “用文学去记录一个时代中国人的心灵史这
份责任， 只有他们还在坚守。 这份坚守尚存， 或许就
还能给中国带来又一次 《绿化树》 《黑骏马》 《红高
粱》 《古船》 《心灵史》 《泥日》 这样振聋发聩般的
声音。”

据悉， “中国三部曲·骄阳” 第一部 《幸存者》，
已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选题名单 （这批选题共计97种， 其中图书77种， 音像
电子出版物20种）， 也是当中唯一的文学作品。

反思知青经历， 新疆生活奠定人民
意识和家国情怀

在新疆工作生活近12年， 故乡是上海的陆天明视
新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他坦承， 因为新疆在生命中
留下的印记至为深切， 所以他写了不少新疆题材的作
品， 包括以新疆为背景的作品， 比如充满革命理想情
怀的长篇小说 《黑雀群》 就是其中之一， 还有以知青
为小说主人公的 《桑那高地的太阳》 亦然， 再如写知
青在生活中发生异化， 在苦难困顿中发生异化的 《第
十七棵黑杨》 等。

陆天明很高兴自己有机会多次回返新疆作故地重
游， 比如乌鲁木齐、 石河子、 奎屯等地， 他的感觉是
变化很大， 而且是变化越来越大， 让人几乎认不出来
了， 新疆的建设与发展之快让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陆
天明也曾在1995年应兵团文联之邀到南疆的喀什去采
风， 虽然当年并没来过喀什， 但他对喀什却有一种似
曾相识的熟识感， 维吾尔族同胞的那种热情、 豪爽与
友好一如当年在北疆所感受到的。 近年来， 中央非常
重视新疆工作， 并拨付了大量资金用于建设， 各个省
的援疆工作也开展得红红火火、 卓有成效。 尽管陆天
明往往是从媒体的各种报道得知的这一切， 但他每每
都为新疆感到由衷的欣慰和振奋。

回顾新疆12年的支边生活， 陆天明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这批知青因此得以接近工人农民， 和他们同吃同
住， 让我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的， 底层人民的生活是怎
样的， 当年的新疆生活给了我一种人民的意识、 国家
的情怀， 增进了历史责任感、 使命感。 我们这代人写
作， 不只是为自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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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农场场职职工工生生活活奠奠定定了了我我的的家家国国情情怀怀””
著著名名作作家家陆陆天天明明：：

□□高高山山雪雪

陆天明在青岛做文学讲座 陆天明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卿、 李咏陆天明（左一）在颁奖仪式上给青年获奖者颁奖 陆天明年轻时在新疆留影

近期， 著名编剧、 作
家陆天明的长篇小说新作
《幸存者 》 出版上市 。 据
作者介绍， 《幸存者》 是
其仍在创作中的长篇小说
“中国三部曲·骄阳” 系列
的第一部， 讲述了20世纪
六七十年代一群大城市知
青接受时代感召， 投身于
新中国的边疆建设， 奋不
顾身， 满怀激情和理想的
故事。 陆天明说： 当年的
新疆农场职工生活， 给了
我一种人民的意识与国家
的情怀， 增进了历史责任
感与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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