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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20余年的运河情结

徐则臣197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 他毕业于北京大
学中文系， 获文学硕士学位。 他创作的 《如果大雪封
门》 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2014年他凭
借 《耶路撒冷》 获得老舍文学奖， 并且在2015年被提
名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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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徐则臣写作的第21年， 但是， 他写运河最
少有20年了。

小时候徐则臣家屋后就是一条河， 叫后河， 天天
在那儿捞鱼、 摸虾、 洗澡、 游泳。 再往北走一两百米
又是一条河， 再往北走又是一条河， 一直是河。 上初
中的时候， 徐则臣所在中学的校门口就是江苏最大的
人工运河 ， 叫石安运河 ， “冬天住校 ， 自来水管冻
住， 我们一大早爬起来， 抱着洗脸盆， 拿着刷牙缸，
搭着毛巾， 直接往校门口跑去刷牙洗脸。 一大早河面
上水汽氤氲， 河水暖人。”

后来徐则臣在淮安生活过几年， 每天在穿城而过
的大运河两岸穿梭，一天看一点，一天听一句，聚沙成
塔、集腋成裘，对运河知道得越来越多，绵延千里的大
运河也成了他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 正是基于多
年的专注， 在泛泛地以运河为故事背景的写作之后，
徐则臣决意这一次倾囊而出， 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
小说的前台来， 就有了耗时四年的 《北上》 的写作。

历史上的运河是中国的“高速公路”

大运河修建于隋朝， 元朝定都北京， 把之前的隋
唐大运河取直， 就有了历史上的 “京杭大运河”， 京
杭大运河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便是往北京输送粮食，
要保证首都的皇族、 大臣、 军队等的用粮需要。

徐则臣说， 除了运粮食， 运河还运送很多物品，
故宫、 天坛、 颐和园等皇家园林里的建筑材料大部分
都是从南方运送过来， 比如说运送砖， 苏州现在还有
个博物馆， 叫金砖博物馆， 徐则臣特意去过。

金砖， 又称御窑金砖， 是中国传统窑砖烧制业中
的珍品， 因其质地坚细， 敲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 故
名金砖。 金砖是一种两尺见方的大砖， 从故宫初建时
起， 这种由特殊工艺制成的金砖一直都是紫禁城的专
用品， 重要的宫殿都用金砖铺就。 这种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金砖出产在苏州郊外， 因为苏州土质细腻含胶状
体丰富、 可塑性强， 制成的金砖坚硬密实。 而且苏州
靠近大运河， 运输方便， 可以从水路直达北京通州。

徐则臣告诉记者， 除了金砖， 故宫院子里铺的那
种深色的普通大砖， 很多是从德州沿线运送来的， 当
年砖窑基本都在运河两岸， 就是为了方便运输。 无锡
有一条路， 叫 “大窑路”， 这条路上当年全是各种砖

窑， 有烧窑的、 制砖的。 还有当年的丝绸， 都是沿运
河分布， “运河就是当年的 ‘高速公路’， 很多特大
城市， 也是沿运河而建， 像扬州、 杭州、 无锡等当时
的大都市， 尤其是扬州， 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 为什
么会有扬州出美女的说法， 是因为全中国的美女都往
那里跑， 那里繁华。”

实地走访，运河变得生动起来

因为创作长篇小说 《北上》， 这几年徐则臣有意
识地把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断断续续走了一遍， 徐则
臣说 ， 运河经过的城市 ， 文化经济都是当时最发达
的。 在1797公里的大运河上， 淮安素有 “运河之都”
的美誉。 他在那里生活了四年， 写作 《北上》 的过程
中还多次走访淮安， 每次走访， 走在青石板路上， 看
着运河的一段一景， 立刻有了鲜活的视觉体验。

“不惟自隋以降， 一千多年里漕运的衙门陆续设
置此处， 即是南北、 东西水路交汇的枢纽， 也足以让
淮安成为京杭运河的咽喉要地。 而淮安的河下古镇，
是当年吴承恩生活过的地方， 再往前追溯， 韩信也曾
在淮安生活过， 再比如 《狄仁杰断案》 里频繁提到的
清江浦， 就在淮安， 在1700多公里的运河中， 淮安有
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于是在 《北上》 这本书里， 我特
别设置了运河淮安段的很多故事。” 徐则臣告诉记者。

徐则臣去运河沿线北京张家湾的时候， 古旧城门
还保留着， 城门边的桥很沧桑， 有四五百年的历史，
过去的木轮车在厚厚的大石板上走过， 天长日久， 大
石板上留下了深深的车辙沟壑， 他立刻感觉历史变得
具象化了。 徐则臣说， 作为运河上重要的一个港口，
张家湾有很多故事， 1987年电视剧 《红楼梦 》 里面，
林黛玉坐船沿着运河北上， 登岸的地方就是张家湾。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里的杜十娘从北京走， 下船的
时候就从张家湾下去的， 清朝乾隆时期外国大使登陆
的地方也是张家湾……

“距离张家湾很近的燃灯塔是整个漕运与京杭大
运河的终点， 燃灯塔如今看起来不高， 但在当年是一
个地标性建筑， 只要漕运的船进入通州， 远远看到燃
灯塔， 就知道这趟运输终于结束了。 我在运河沿线走
访的时候， 觉得历史不再是抽象的， 而是变得生动、
形象起来。 凡是走访的重要地点， 都在我 《北上》 的
小说里设置了故事。”

在实地走访时， 徐则臣发现运河整体来说， 是北
高南低， 但是在局部地区， 地势是起伏的， 随着地势
起伏， 水流方向也是不同的， 一会儿是从北往南流，
一会儿是从南往北流， 一会儿从东往西流， 一会儿从
西往东流， 只有去运河现场实际走过之后， 才能得出
更直观、 清晰的感性认知， “所以在运河上行船是很
有难度的， 你可能现在是顺水， 但是拐个弯， 就变成
了逆水， 船上帆的方向也需要不断变换， 当年能在运
河上掌帆的人是相当了不起的。 在写 《北上》 的过程
中 ， 写到了运河哪个地方时 ， 我就要到现场去看一
看， 看看地形的实际走向， 再对当年进行文学上的可
能性还原。”

前一段时间徐则臣刚去了山东汶上， 汶上有个南
旺水坝， 是整个运河上最重要的水利枢纽之一。 资料
上说， 漕船北上， 一会儿顺水， 一会儿逆流， 又要引
流， 又要分水， 怎么回事？ 到南旺实地看过后， 徐则
臣豁然开朗： 京杭大运河最高点跟最低点落差40米，
而最高的地方就在南旺。 黄河经常决口， 夺水入运，
造成大量的泥沙堆积， 这一段河床和水位逐年升高，
船怎么上去？ 因为有了南旺水利枢纽。 “之前看了很
多关于南旺水坝的描述都没看懂， 到现场， 瞬间明白
了。 那一瞬间， 整个运河也突然活了， 在我心里真正
流动了起来。” 徐则臣感慨地说。

通过活的故事，来讲述运河的历史

运河边上的杭州、 苏州、 无锡、 镇江、 扬州、 高
邮、 淮安、 徐州、 济宁、 沧州、 天津、 北京， 沿线重
要的城市， 徐则臣都曾走过， 实地走访， 让他在写运
河故事 《北上》 时多了历史沧桑感和真实感， 那么徐
则臣是怎样构建运河的书写的呢？ “运河自己不会说
话， 要想让运河活起来， 必须有人， 写这些人在运河
沿线重要城市发生的故事， 最终给人以启发”。

《北上》 小说起于漕运废止的1901年， 1901年，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北京， 中国社会被迫走
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如果以1901年作为故事
的起点， 徐则臣特别希望引入外来的视角、 外来的眼
光来看当时的中国，所以以意大利人“小波罗”找弟弟
为主线———公元1901年， 岁次辛丑。 这一年， 时局动
荡， 整个中国大地风雨飘摇。 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
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 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
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 这位意大
利人崇敬他的前辈马可·波罗， 并对中国及运河有着
特殊的情感， 故自名 “小波罗”。 本书的主人公之一
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小波罗走访， 并先后召集起挑夫
邵常来、 船老大夏氏师徒、 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中国
社会的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 他们从杭州、 无锡出
发， 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 这一路， 既是他们的
学术考察之旅， 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
反思之旅， 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 当他们最终抵
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 小波罗因意外离世。
同时， 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 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
开始……一百年后的2014年左右， 中国各界重新展开
了对于大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 当谢平遥的后
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
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 最终拼接成了
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 这一年， 大运河申遗成功。

“我写运河 ， 也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讲述运河历
史、 中国文化史， 当然一个外国人来中国， 肯定需要
翻译、 厨师、 挑夫等多个中国群体， 这样他们一路沿
着运河北上， 在看待当时的社会是中西对照的目光，
能折射出更接近当时中国社会真相的历史来。 运河本
身不会说话， 讲述运河， 是讲述跟运河相关的人的故
事， 并给人以启迪———如何深挖运河在 ‘文化’ 上的
意义， 并进行更好的传承！” 徐则臣深有感触地说。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徐则臣：发现“文化大运河”

作为中国地理南北贯通的大动脉， 大运河千百年来滋养着一个古老的国度，
培育了一代代中国人， 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 经济、 地理、 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
迁都有着重要影响。 2014年， 运河申遗成功， “大运河” 在现代有怎样的发掘意
义？ 著名作家徐则臣在为时4年最新力作 《北上》 里，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作家
是如何实地走访， 讲述运河故事的？ 徐则臣是如何思考运河的文化意义的？ 为
此， 本报记者采访了徐则臣， 听他讲述中国人与大运河的深厚情缘……

劳动午报： 几百年来， 运河在北京承担首都功能
的过程中， 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徐则臣： 一直有人说 “北京是一座在水上漂来的
城市”， 北京从元朝到明朝水系都非常发达， 像北京
的很多地名里都带有水， 比如莲花池、 积水潭、 万泉
河等， 原来的船能绕着北京走一圈， 这都离不开运河
的补益。 此外， 当年游牧民族蒙古定都北京， 北京开
始承担京都的功能， 他们吃的粮食从哪里来？ 从南方
来， 当时一直有一种说法： 苏湖熟， 天下足。 所以明
朝的时候， 政府下决心把整个京杭大运河疏通了， 为
什么呢？ 因为要靠着运河运送各种物资呢， 尤其是先
吃饱饭再说， 没有运河， 就没有粮食， 没有粮食， 北
京城就没有存在的物质基础。

劳动午报： 运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怎样的？
徐则臣： 常有人说， 中国地大物博， 这从侧面也

说明了不同地区的风俗文化差异特别大， 长城以北是
大漠， 黄河和长江之间是最繁华的中原， 长江以南又
是蛮荒之地， 这三块之间， 无论是民风、 物产、 习
俗， 还是文化， 差异都很大。 差异大了， 怎么交流，
就需要一个贯通的桥梁， 而京杭大运河就彻底把南北
方打通了， 还贯通了中国的几大水系， 贯通了， 才能
更好进行文化上的交流。

文化上的另一个明证是，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红
楼梦》、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加上
《金瓶梅》， 都跟运河有关系。 为什么有关系呢？ 运河
是当年的大动脉， 运河附近是信息、 文化、 交流最发

达、 最集中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才能不断的融汇提
升。 《红楼梦》 的作者曹雪芹的祖先当年在扬州刻过
《全唐诗》， 林黛玉进贾府走的就是运河， 《西游记》
的作者吴承恩就生活在淮安 ， 施耐庵是如今的泰州
人， 罗贯中据说是施耐庵的弟子， 他们都在运河沿线
生活过。 此外， 明清很多大人物都产生在运河沿线的
城市， 比如绍兴、 无锡、 苏州、 常州、 扬州等地， 像
苏州、 无锡、 常州这些地方， 随便一个街巷， 都有进
士甚至状元， 运河边上信息发达、 交通便利， 有运河
在， 上京赶考也方便了不少， 这些都会促进文化的繁
荣， 近现代更不用说了， 比如周恩来、 蔡元培、 鲁
迅、 周作人、 秋瑾等都是运河边上的人。 所以， 运河
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劳动午报： 运河对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与性格有怎
样的影响？

徐则臣： 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 但是中国没有形
成向外扩张的侵略心态， 这跟运河沟通南北有关系。
通过运河，连接南北，中国在内部就实现了自给自足，
所以没有形成扩张的文化， 而且运河加强了南北方的
沟通和交流 、 不同地区巨大的差异又让中国人具
有了兼容并包的宽容心态。 中国东西向有长城 ， 是
刚的存在 ，南北向有运河 ，是柔的存在 ，所以中国
人性格里有刚柔并济的特点 。 而且中国地区差异
这么大 ， 运河贯通南北 ，也为各地区的交流 、民族
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让中国成为一个融合
的大一统国家。

劳动午报： 2014年申遗成功， 运河作为 “文化”
意义上的存在， 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国人关注， 您觉
得，运河的“文化”意义可以进行怎样的深挖和发展？

徐则臣： 这些年走过的运河沿线， 发现当地政府
的力气多半花在硬件建设上， 重建和装修运河古镇，
打造游乐场和商铺。 那些复古的建筑于当地和运河而
言， 仅有一个经不起推敲的 “古” 字， 经过这些地
方， 我常感到遗憾， 在他们的文化带建设中， 看不见
此地运河史上曾出现的具有符号价值和代入感的人文
景观。 而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史迹， 理当作为细节
融入到文化带的建设中， 运河文化带应该是一段高度
浓缩的、 与运河相关的本地史志与生活志。 当然， 这
样一个 “运河与人” 的局地史志中， 也有必要草蛇灰
线地暗含一条京杭大运河之于整个中国的影响和意
义。

我写作 《北上》 最大的想法是， 如果我们不能像
过去那样把运河各项功能唤醒， 要完全恢复当年的样
子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 我们是否可以从文化意义上
去重新反思运河曾经起到的作用， 然后结合我们的时
代， 重新发掘运河承载的文化功能。 运河是一条河
流， 也凝结了一个民族的一段历史。 一条河活起来，
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 铭记运河， 某种意
义上是铭记中国的历史文化。 于是， 思考、 探索大运
河在新时代下的意义， 变得尤为重要， 我在 《北上》
里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但更重要的是， 如何把这一个
大问号打进读者脑海。 大众思考的起步， 意味着大运
河文化意义探索的重启……

听专家讲解通州运河

运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
起到了助推作用

对话徐则臣：

船过运河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