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写我书

曹志辉

有缘第一次见到女书， 是在2000年左
右。 去江永出差，偶然看到了造型奇特的女
书文字，纤细、隽永，富有灵性，一如女子的
舞蹈。 我揣想，是何等的智慧和隐忍，是何等
的坚韧和执着，成就了这世间独特的女性文
字？

之后，我多次前往江永，与女书传人交
流，听她们吟唱女歌。 夜阑人静的时候，一个
人在灯下，细细品读那些写在折扇、花带上
的女书， 我被这些女字背后的灵魂所感动。
长夜孤灯，她们是新寡的妇人，哀悼自己逝
去的夫君；是悲恸的母亲，伤心白发人送黑
发人的命运；是至交，思念自己隔山隔水的
老同；是油灯将尽的老妪，哀叹自己多舛的
命运。 我的内心一再被触动。 尽管与她们身
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她
们在心灵深处对命运的叩问，对人性的呼唤
与呐喊，是如此亲切而熟悉。 我想，或许自己
前世也是这样的女子，在漫漫长夜里，以这
样一种文字去诉说自己的命运，去祭奠自己
的青春。

如果说，初时的我，是被女书神秘的文
字、音乐、舞蹈所吸引，那么，此后的我，则不
知不觉中被女书营建出的独立的精神体系
折服。 这些有着女性意识、不甘心被命运枷
锁束缚的女子，让我深深着迷，欲罢不能。 女
书为我打通了一个隐秘的通道，让我抵达了
一座神奇而又独立自由的精神家园。

于我来说，每一次前往江永，不是远行，
而是归途。 小说中的人物，冥冥之中也与我
有了某种神秘的默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
近我，在我的脑海中鲜活起来，以至生根发
芽，枝繁叶茂。 小说中的三代女书传人，虽然
有着不同的生命轨迹，但有着女性共有的柔
软和坚忍，艰难与坚守，伤痛与期许。 小说主
角冬青的娘虽然没有正经上过学堂，却知书

达礼，擅长女书，研习女红，骨子里有一种天
然的大气，是瑶村当之无愧的君子女。 一系
列的家庭变故没能压垮她，反而让她越来越
强大，成为家庭的主心骨。 冬青从小跟着娘
学习女书，她质朴、纯净，骨子里延续着娘的
倔强与韧性。 成绩优异的她，因家境贫寒初
中便辍学，前往广州打工，遭受了许多不为
人知的苦难。 她以瑶家女子独有的质朴、韧
性、霸蛮地在广州闯出一片天地。 小说中的
第三代，冬青的女儿半夏是个90后，从小随
外婆长大，耳濡目染，也学会了女书，大学时
代研习女书，并以舞蹈的形式呈现女书。 虽
然她遭遇的时代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但她
的血脉里依然延续着叛逆和刚强。 聪明、上
进、好学的她，在种种困厄的处境中，执着于
对女歌女书的学习、研究、推广，女书也给予
她莫大的抚慰和激励，她以向世界传递女书
文化为己任。 我试图通过揭示这三代女人不
同的命运轨迹，通过她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

的奋斗、苦难、坚韧，来解开女性命运之密
码，探索挖掘女性命运的精神内涵与意义。

写《女歌》这部长篇小说，于我来说，是
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全新的挑战。 为了尽可
能地提炼出具有典型性、民族性和象征性的
元素， 我多次前去参加勾蓝瑶的洗泥节，参
加江华的盘王节庆典，见证她们用祭祀仪式
表达对神的敬仰，用原始的律动表达对自然
的敬畏、对丰收的喜悦、对生命的无限向往。
我开始了一种探索性的写作，将女书元素与
现代技法相结合，让民间文艺与现代文明碰
撞、融合，使原始文化在现代意境中展现出
新的光辉；以心理活动的展开，来描摹人心
和人性；尽可能地从深度与广度开掘，描摹
女书传承者的悲欢离合，展示女性独特的魅
力。 我欲把这一曲女性的生命之歌写得更厚
重更深邃些。 然而，这无异于是踏上了一场
充满艰辛的孤旅。 常常写着写着，四顾茫然，
觉得笔下所写，始终达不到自己内心所想要

表达的样子，而抵达的路又是那般漫长而遥
远，且毫无捷径可走。 几年下来，我唯有虔诚
地阅读大量材料，对着电脑，一步一步地朝
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努力。 哪怕双目刺疼，我
也力图用领悟、微笑、挚爱、敬畏、悲悯的五
彩石，构筑一条通往梦想的道路。

完稿时，窗外正是金秋，天蓝得格外明
媚而高远。 有人说，梦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
感的。 然而，一路行来，现实并没有阻挡我的
梦想之旅，相反，给予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
感恩文学， 在我的人生之路上散发着清香。
文字，无疑给我平淡无奇的日子插上了一双
瑰丽的翅膀， 让我的灵魂可以自由地翱翔。
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文字也给予了我莫大
的温暖。 感恩师长们对我一直以来的肯定与
帮助。 感恩在《女歌》写作过程中缘遇的善与
美。

是的，在时间的长河里，绚烂和繁华只
不过是过眼烟云，值得我们怀想的，永远是
那些相知相携的真情。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真
心善待？ 不虔诚感恩？

（《女歌》 曹志辉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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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芳华》
严歌苓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
男女从大江南北挑选出来， 进入某部队文工
团，担负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郝淑雯、林
丁丁、何小曼、萧穗子在这个团队里朝夕相处，
她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碰撞出不乏黑色幽
默的情境。 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
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小说用四十余年的跨
度，展开她们命运的流转变迁，是为了讲述男
兵刘峰的谦卑、平凡及背后值得永远探究的意
义。

二、《人民的名义》
周梅森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家周梅森先生潜心创作八年于2017年
再次推出的大型反腐题材长篇小说。这部揭示
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态的现实主义
力作，讲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
处长侯亮平临危受命，调任地方检察院审查某
贪腐案件， 与腐败分子进行殊死较量的故事。
小说艺术再现了新时代、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反
腐征程的惊心动魄，深情讴歌了反腐斗士的坚
定信仰和无畏勇气，揭示出党的领导干部应如
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一宏大的政治主题。

三、《青鸟故事集》
李敬泽 著 译林出版社

李敬泽的新作， 写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
时间跨度由唐代到现代。 李敬泽钩沉索隐，将
细密的历史考据与想象和幻想、理论和批评熔
于一炉，展示了他作为兴趣广博的读者、批评
家、文体家、考古者乃至侦探的复杂面相。他关
注细节， 关注那些近乎不存在的边缘人物，以
考据和想象去建构种种神奇而又有知识依据
的故事。它是一本“误解小史”，在中西之间、在
陌生人之间，误解是命定的，充满创造性，也充
满谬误和悲剧。

四、《重庆之眼》
范稳 著 重庆出版社

本书以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为历史背景，
展现了蔺佩瑶、刘云翔、邓子儒的旷世爱情和
婚姻家庭生活， 通过他们表现了坚强不屈、愈
战愈勇的民族精神。本书结合21世纪中国民间
方兴未艾的对日战争损害索赔活动，描绘了重
庆大轰炸期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反映
了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中国人对战争的反
思、对和平的坚守，以及维权意识的觉醒。

五、《平原客》
李佩甫 著 花城出版社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的全新巨
作。故事发生在豫中平原上，留美博士、国家首
席小麦专家李德林生于梅陵，长于梅陵，根植
并仰仗于这块楚汉交汇处的冲积平原，血脉与
其镶接，成为梅陵最出色的研究者、播种者与
收获者。本书饱含着作者对土地与乡亲的深切
情感， 同时追问人性的明灭与良知的归处，具
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六、《梁光正的光》
梁鸿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谁是梁光正？ 一个除了瘫痪的妻、四个幼
子、 还不清的风流债及用不完的热情外无足
称道的梁庄农民。他要做什么？ 寻亲。 报滴水
恩。 念故人情。 为啥？ 因为他对自己说，要有
光。故事以他老年执意寻亲报恩为起点，子女
们得以回顾父亲如西西弗般屡战屡败、 永不
言弃的奋斗史和爱情史。随着记忆的深入，一
件尘封多年的可怕往事浮出水面， 子女们不
得不重新面对自己的良心和对父亲爱恨难明
的情感纠葛。

七、《遥远的向日葵地》
李娟 著 花城出版社

“向日葵地”在阿勒泰戈壁草原的乌伦古
河南岸，是李娟母亲多年前承包耕种的一片贫
瘠土地。李娟一如既往用她细腻、明亮的笔调，
记录了劳作在这里的人和他们朴素而迥异的
生活细节。本书刻画的不只是母亲和边地人民
的坚韧辛劳， 更是他们内心的期冀与执着，也
表达了对环境的担忧和对生存的疑虑，呈现出
一种完全暴露在大自然中脆弱微渺的，同时又
富于乐趣和尊严的生存体验。

八、《金谷银山》
关仁山 著 作家出版社

燕山白羊峪青年农民范少山，从小喜欢梁
生宝，以梁生宝为榜样，他在北京昌平卖菜致
富，却赶上在天津打工致残的父亲回乡，雪灾
和贫困困扰着村里还没有搬迁的17户农民、空
巢老人、残疾人和儿童……小说以京津冀协同
发展为大背景，展现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北方
农村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是一部当代中
国农民新《创业史》。

九、《回望》
金宇澄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45年，程维德与姚云相识。 姚云是上海
银楼老板的女儿， 而程维德则是身份隐秘的、
上海“沦陷”期的中共情报人员，背景差异极
大的他们后来相恋并共同走过一生。 这本书
仿佛是一点点地在恢复那段曾经失落的往
事：血与牺牲、理想、青春、爱与守候，以及历史
的宿命……这正是金宇澄父母的故事，也是他
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

十、《对阵》
徐贵祥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抗战期间发生在驻守渤海湾
的八路军清河支队与国民党琅琊独立旅之
间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故事。 作品大气磅礴，
透过一段特殊的战争历史，塑造了一系列栩
栩如生的革命将士形象，展现了令人拍案叫
绝的兵法智慧。 同时，该作品以国民党琅琊
独立旅和八路军清河支队为代表，生动再现
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场上的种种表现，字里
行间可见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精准的党
史知识素养。

十一、《寻找张展》
孙惠芬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本书上下两部共20万字。 上部“寻找”讲述
“我”受儿子的委托寻找儿子的同学张展。“我”通
过对张展的“交换妈妈”、在校时的老师、现所在
单位的领导等人的采访了解，对张展有了一个粗
浅而矛盾的认识。 下部“张展”，以张展写给我的
信为主体，揭示了张展及他的家族成长史。

十二、《早上九点叫醒我》
阿乙 著 译林出版社

《早上九点叫醒我》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中国中坚派作家阿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与大
多中国小说不同，阿乙的作品并非立足于反映
社会问题，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人的小说，挖
掘人心，展现人性，凝结着对小人物的体察与
同情。 这部长篇小说中文版面世时，意大利文
版也已出版，同时，英文版已经翻译完成。

十三、《朗读者》
董卿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收录濮存昕、刘震云、杨利伟、冯小
刚、郎平等七十位朗读者的访谈，补充了因节
目时长限制而被剪掉的精彩片段； 收录朱自
清、老舍、巴金、贾平凹、莎士比亚等中外名家
的九十四篇经典之作，对节目朗读文本进行了
内容扩充、版本甄别和名家译本替换。 本书创
新地使用AR技术，将图书变为一部移动的“活
电视”， 观看视频、 聆听朗读和阅读文本相结
合，为读者带来全新阅读体验。

十四、《家书》
裘山山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作家裘山山的非虚构作品。 作者从
父母留下的几百封家书入手，在记忆回放中勾
连起了一个四口之家镌刻在书信中的时代印
记。 在没有现代通讯和网络的年代，一封封书
信将一个家分散在四面八方的格局连成了一
个整体，并在若干年后的重新检视中，发现了
许多一度被忽视，却很重要的细节。 作品图文
并茂，立体地展现了一段记录在书信中的家庭
历史，也以点带面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特色。

十五、《守夜人》
余光中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余光中首次在大陆出版的自选自译
诗集， 收录了诗人从1958年至2014年半个多世
纪以来创作的八十余首诗歌，包括《乡愁》《翠玉
白菜》《乡愁四韵》《与永恒拔河》《江湖上》等经典
名篇及从未在内地出版过的不同风格作品，兼
有中国古典文学韵味与西方现代文学精神，并
由作者亲自译成英文，中英俱佳，体现了诗歌创
作与翻译的良性互动。

十六、《中关村笔记》
宁肯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中关村笔记》是著名作家宁肯的最新非

虚构力作。 全书十九个段落，十九篇手记，以人
为经，以事为纬，选取中关村不同时代成就卓
著的代表人物，通过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有如
编织不同的乐章， 展现了每个人物怀抱理想、
搏击奋斗的艰辛历程。 这些跃然纸上的先进人
物群像，既反映了中关村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
发展历史，也表现了中关村面向未来的蓬勃朝
气和国家层面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力度与决心。

十七、《驱魔》
韩松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驱魔》是华语科幻代表作家韩松的最
新作品。 21世纪中期， 病人杨伟在赤色汪
洋中的医院船上醒来， 发现世界被人工智
能统治，病人成了算法的一部分，药战争代
替核战争，生命成为游娱 、艺术 、痛苦和魔
障的综合体。为了寻找失去的记忆，他和病
友们在船上探险，游历了诸多末日胜景，最
终发现自己之前的就医住院经历， 是一次
虚拟治疗过程 ，目的是“驱魔 ”———他的痛
苦， 乃是新的世界大战中，敌人植入的“病
魔”……

十八、《撒旦探戈》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著 译林出版社

布克国际奖得主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
洛代表作，本书奇妙的结构与独特的语言风格
使其成为文学史上最神秘的作品之一，也成为
了翻译史上的奇迹。 电影大师塔尔·贝拉以本
书改编的同名电影《撒旦探戈》用无数令人目
眩的长镜头还原了原著中挑战人阅读能力极
限的长句，营造出一个令人窒息的琐碎而恐怖
的人间地狱，载入史册，成为电影史上永恒的
经典。

十九、《总有一种柔软，让人生坚定
从容》
梁晓声 著 现代出版社

在本书中， 梁晓声怀着一贯的良知与责
任感， 用最朴素真挚的笔触记录人世间的最
柔软动人的片段。 文字依然率性真诚， 字里
行间饱含理想主义的光芒和对人生命运的深
刻思考。 从芸芸众生的酸甜苦辣中体悟人生
哲理， 守护好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情感和回忆，
我们终将学会如何在漫漫人生路上走得更加
坚定从容。

二十、《鲍勃·迪伦诗歌集 (1961-
2012)》
[美]鲍勃·迪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收录鲍勃·迪伦逾半世纪创作生涯中31张
经典专辑共369首作品，中英对照，精注详注，
兼顾英文歌词的原汁原味与中文翻译诗性之
美。 外包装箱为上世纪六十年代风格复古旅行
箱，整箱含八册诗集；每分册为“薯片袋”式外
包装+口袋本诗集，以“薯片袋”这一有着强烈
美式风格的创意包装，打破快消品与经典读物
的疆域，在消费主义的时代里横冲直撞，让人
与诗歌重新相遇。

我与《女歌》之缘

2017年出版的文学好书
有哪些？ 近日，由中国出版协会
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下属

40余家专业文学出版机构联合
推荐，经各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投票， 精选出了20本年度文学

好书。一起看看，这份2017年度
文学好书榜上， 有没有您心仪
的好书。

特别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