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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你会成为什么样的官员
———专访反腐题材小说《曲终人在》作者周大新

#

"方圆#杂志记者 毛亚楠

!

月
"#

日!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

家周大新最新长篇作品"曲终人在#

在北京三联书店首发! 该书是周大

新首次触及官场文学$

周大新是著名的军旅作家 !他

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第二十幕%

"安魂%等在文学界和读者中有良好

的口碑$在他的创作履历中!一直都

有一条清晰的主线! 就是关注现实

动态! 关注人在超越现实困境的过

程中所作的努力$ 但将目光投向官

场!周大新还是第一次$

"曲终人在%用了一种&拟纪实

文学'的方式!周大新在书中称自己

受清河省原省长欧阳万彤家属的委

托!为死去的欧阳省长写传记!通过

采访省长亲属(朋友(同僚及对手等

人!以
$%

篇采访笔记的形式!呈现

一个中国官员的面貌$

周大新告诉)方圆%记者!书中

主人公欧阳万彤这个角色! 是他根

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塑造的一个比较

真实的官员$&他和我们过去说的那

种所谓*高大全+的虚假官员形象不

同!他自己出过很多问题!不是一个

完美的人$但在如今体制下的官员!

能做到像欧阳万彤那样已经很不容

易$在他身上!我寄托了对政界的全

部理想! 我写他的经历! 写他的作

为!写他的命运!是为了呈现目前官

场的生态! 让读者了解当下官员队

伍的景况! 让人们看到在目前的社

会现实下! 要做一个好官是如何的

艰难$'周大新说$

看了那么多描写官场的小说 !

评论家李敬泽认为, 比起一些作家

仅凭想象而写出的高官形象! 周大

新笔下的人物值得信服! 是一个能

&站得住脚'的人物形象!这与周大

新和他所写的这个阶层的人物有着

广泛深入的接触有关$更重要的是!

本书直面反腐题材! 对迫切的时代

问题做出了有力的探索和回应$

谷俊山案件是写作由头

&'($

年出生的周大新是河南邓

州人! 上世纪
#)

年代进入文坛!到

目前为止! 他已经创作了
#

部长篇

小说(

**

部中篇小说 (

+)

余部短篇

小说!另外还有大量的散文(报告文

学作品等等$ 他最为人们熟知的作

品是
$))#

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

奖的描述农村生活变革的 )湖光山

色%$而就是在获奖那一年!周大新

的儿子罹患癌症离世!接下来!他花

了三年时间用他全部的精力完成了

另外一部长篇作品 )安魂%$周大新

说!&那本书之后!我好受多了!终于

有心情写下一本书'$

$)&!

年!)人民文学% 杂志主编

施战军在一次活动上遇到了周大

新!问起他最新的创作动向$周大新

告诉施战军! 自己现在努力写作的

题材有点敏感! 心里还不是特别有

底$施战军回他说!&你就放手写!写

完给我看看'$

后来施战军拿到了周大新的小

说! 看后着实把他 &吓了一跳'!从

)安魂%到)曲终人在%!周大新在创

作上实现了一次蜕变!&这个题材是

不太敢碰的题材!而且很难写!但他

却找到了一个文学家应有的写法'$

)曲终人在%在)人民文学%发表

后!反响很大!有的老批评家非常激

动! 认为有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理

性的现实题材的作品!&它和我们的

生活有关系! 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秩

序有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仅是社会

表面的关系 ! 更多的是内心的关

系'$

&这个题材我其实一直就想

写$' 周大新说!&我当兵几十年!接

触了很多官员! 也和很多官员成为

了朋友! 得以近距离观看政坛上的

风景$我觉得为官生活很精彩!值得

一写$我除了之前写过一个中篇外!

还没有用长篇小说来表现过官场$

一是我自己没想好怎么写- 二是外

部环境也不是很适宜$ 直到十八大

以后!看到中央反腐这么认真!决心

很大!我觉得应该开始写了$'

周大新所说的 &之前写过的一

个中篇'! 指的是
&''#

年出版的小

说)向上的台阶%!小说以主人公廖

怀玉的政治人生为主体! 讲述了在

那个动荡(混乱的年代里!他是如何

从一个以卖字为生计的社会底层人

物戏剧性成为官场的&道台'人物的

过程$

而在创作)曲终人在%时!回眸

政坛的演变! 周大新对官场中人的

选择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年我注意

到官场上的精神氛围! 官员看上去

非常光鲜! 但他们背后其实有很多

可以同情(悲悯的地方$'但他同时

又指出,&人生都有悲剧! 但腐败是

无法被同情的!你只有靠自觉!给自

己设定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

促使周大新动笔写)曲终人在%

的! 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

俊山的案子$ 这件事带给周大新很

大的刺激!&平时跟他在一个院里生

活!没想到他会拿走!国家"这么多

东西..整天琢磨着怎么将国家和

军队的钱财物据为己有! 或只为自

己服务! 靠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和

军队!可怎么得了/他们是怎样变成

精英人物登上高位的/ 他们的生成

机制是怎样的/ 我想写写这些$'周

大新说$

欧阳万彤的官场生活

周大新介绍!小说的题目之所以

叫)曲终人在%!是因为主人公欧阳万

彤一开始就是一个死去的人$他的家

属委托作家为其写传记!作家才从探

访和欧阳万彤有关的各种各样人的

说法中!&拼凑'出这样一个&既复杂

其实又非常单纯'的人物$

将欧阳万彤作为一个被讲述 (

被塑造的人物! 这正是周大新的高

明之处$这样一来!通过人们对他的

回忆及看法! 一个中国官员身在官

场的复杂性便得到了最大的展现$

表面上看似乎所有的方向都是在讲

述欧阳万彤! 但实际上每个人在讲

述过程中都是在讲自己$ 这样不仅

让读者看到了欧阳万彤这样一个官

员形象!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心!

也就是整个社会的众生相$

&一个人的世界是由他的行动

和实践所展开的那样一个疆域以及

所牵扯到的人类关系来界定的 '!

)曲终人在%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省

长!也看到了一个省长的世界$

书中! 通过对欧阳万彤的好友

教授任一鸣的采访!作家知道!欧阳

万彤起初之所以要当官! 是为了让

他的家人不受别人欺负! 也为了改

变自己生活的境遇$当了官之后!他

慢慢发现! 当官不仅可以使自己不

被欺负! 还有谋取利益的好处$后

来!随着职务的提升!尤其是在他当

了县长和地市级官员之后! 他意识

到!做官只为个人和家庭考虑!不为

治理的这片土地负责的话! 会留下

骂名$ 对历史的敬畏让他变得小心

起来! 直到他坐上了省级官员的位

子! 他发现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大到

让他害怕!&权力既有建设性也有破

坏性'!想洁身自好太不容易$

一个处于那样权力地位的人 !

在感受到自己世界变化的同时!身

处的世界也在不断地界定着他$权

力越大!&世界' 向他提出的要求就

越多$ 这就是周大新要传达的官员

的心态$

周大新借欧阳万彤的妻子常小

韫之口道出为官的不易, 当官首先

得面对的就是亲戚(朋友(同学的索

取压力$&他们都想从你身上得到一

点东西!不是权力就是利益!把你当

作一个权力的批发者和摇钱树!你

不给或给得少不合他们心意! 他们

就会不满甚至在背后骂你'$其次得

满足一些上级的索取$&他们有些人

认为! 我当初举手同意把你放在这

个位子上 ! 你就应该给我办点私

事'$再次!还得面临同级别官员想

交换利益的压力$除此之外!更要小

心一些老板与你的&亲密'接触!小

心那些跑官要官的下属! 小心班子

里意见不合者的算计和挤兑$

这些事情!欧阳万彤都碰上了$

周大新写道! 如果欧阳万彤稍稍尝

试着&顺势而为'!他也许&活得不会

这样糟'!难就难在他还是一个有着

凌云之志的官员! 希望能为自己的

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情$ 欧阳万彤

曾有这样的表述,&我们这些走上仕

途的人!在任乡(县级官员的时候!

把为官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遇事

为个人(为家庭考虑得多一点!还勉

强可以理解-在任地(厅(司(局(市

一级的官员时! 把为官作为一种光

宗耀祖(个人成功的标志!还多少可

以容忍- 如果在任省( 部一级官员

时!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

仍然在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

利!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

罪人$'

欧阳万彤甚至还和秘书讨论过

一套解决官员腐败的设想! 准备在

清河省进行试验$ 然而心中的乌托

邦始终敌不过现实各类因素的阻

挠!欧阳万彤最终决定辞职$小说不

止一次提到其他人对欧阳万彤退休

前提出辞职的猜想$ 周大新最终未

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但他却表现

出了欧阳万彤的一种无力感$&我想

要改变的东西很多!可我发现只能改

变很少的一点东西!我对社会风气的

变化和权力本身有一种无力感..'

这是书中十分少见的展现欧阳万彤

心声的一句话$

欧阳万彤就是在这样的环境

中!不断地进行自我界定(自我坚持

和自我确认! 他的人生意义就是在

这样复杂的关系斗争和自我矛盾中

完成$

除了用书中所营造出的众声嘈

杂的判断来塑造欧阳万彤这样一个

人!周大新还直观地给出了另一种方

法来评判$这也是小说)曲终人在%最

具象征意义的部分,在欧阳省长的私

人保险箱内! 有三样奇怪的物品,一

幅画着一只大雁的旧画(一张唢呐独

奏)百鸟朝凤%的简谱以及一封告诫

他&别自不量力'的匿名信$

周大新将欧阳省长的人生意义

包含在了这三样物品之中$)百鸟朝

凤%只是他表面的风光!路远雁孤!同

伴难寻才是他真正的现实景况$那个

保险箱!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缩影$

为反腐新闻补充深层细节

与津津乐道于做官技巧和官场

规则( 宣扬厚黑学和斗争哲学的传

统官场小说不同!)曲终人在% 对现

实题材的把握分寸( 对官场题材所

秉持的价值立场! 都体现了难得的

理性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可以说!

)曲终人在% 是一本官场文学作品$

它深入官场生态内部! 讲做官和做

人的关系! 讲官场中的复杂人性和

命运! 为人们平时看到的反腐新闻

补充深层细节! 为官场生态提供一

些深入的反思$

&

((

岁以上(地市任职(副处以

上!一准是贪官!*老虎+*苍蝇+之别

罢了$' 这是很多人一谈起贪官话

题! 经常能听到的偏颇谬论$ 这种

&把一个群体一棍子打死'的情况与

日常媒体( 新闻提供给大众脸谱化

了的官员形象有关$ 而在 )曲终人

在%中!周大新笔下的官员形象!却

有血有肉$

书中! 周大新在因贪污而锒铛

入狱的魏昌山身上着墨很多$ 周大

新说! 这个人物身上有着谷俊山的

影子$ 通过作家对监狱中魏昌山的

采访! 这个典型的贪官形象变得饱

满起来$

魏昌山对权力( 金钱以及名声

的看法让人印象深刻! 通过对魏昌

山的&诠释'!周大新在书写中找到

了一条&贪官生成机制'$与此同时!

通过魏昌山和欧阳万彤二人之间鲜

明的对比! 打消了一些人因腐败问

题而衍生出的&不查都是孔繁森!一

查都是王宝森' 的误解$&我相信在

我们的高官队伍中! 既有像魏昌山

这样的腐败分子! 也还有一些非常

优秀的人$'周大新说$

李敬泽也认为! 像欧阳万彤这

样的官员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他们

如今就是在这样内在艰难( 外在诱

惑的种种压力情况下! 坚守着自己

做人的底线!这也是*曲终人在+中

*在+的意义000无论我们是大人物

还是小人物! 都觉得在这个社会做

一个好人是有意义的!是值得的$'

你会成为什么样的官员

)曲终人在%除了写官员!亦写

了很多普通人$在周大新的笔下!普

通人对官场的态度亦得到了淋漓尽

致的展现!其中!有一人得道鸡犬升

天的丑态! 也有群众对官场的种种

议论和争议$

周大新说,&写其他人的目的 !

是想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境况做个概

略展现! 想打开一扇窥见人们当下

精神世界的窗户$官员服务于百姓!

官员的精神素质最终会影响到百姓

的生活和追求-官员又来自民间!群

众的精神世界其实也会影响官员的

追求$治理官场!要先从官场动手!

在体制和制度上下功夫- 但提高全

民的精神素质也应是一个重要的任

务! 应该把当官即能发财的错误认

知彻底扭转过来!要不然!即使是一

个很好的人! 当他做了官拥有了大

量权力!也有可能再成为贪官$'

&我们应该想想!假若有一天人

们把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了你!你

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官员/'

评论家梁鸿鹰说,&周大新把自

己对社会的认识都放在了这部书

中!而且这种手法是艺术化的!通过

自己的口来讲述对整个社会的担

忧!对我们道德状况的忧思!对做一

个好人的这种无望(无力!这样的一

个现状的一种困惑和突围! 他探索

的是这样一些话题$'

书的最后! 周大新最终给出了

一个开放性极强的结尾$在)清河晚

报% 关于欧阳万彤遗体告别仪式的

报道中! 有上万名群众自发在殡仪

馆前排队送别逝者! 但殡仪馆大门

外!也有一群戴墨镜口罩的男女!拉

起了 &热烈欢送酷吏欧阳万彤去地

狱报到'的横幅$欧阳万彤到底是一

个什么样的人/ 相信读者自有其评

判的标准$

在头晕目眩中观纳斯卡地画
$)&$

年
'

月! 在以色列第
*$

届

世界诗人大会上! 秘鲁诗人代表曾提

出申请举办第
*!

届世界诗人大会$

$)&*

年
&)

月! 在马来西亚举行第
**

届大会期间! 大会执行委员会表决同

意了秘鲁的申办$我也投了赞成票!我

一直迷恋印第安文化! 而秘鲁曾经是

南美印第安文化的中心$

秘鲁是个小国! 人口只有
*)))

万左右!但却是世界文化遗产最密集

的国家之一$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

们短短不到
&)

天的秘鲁之行! 一口

气看了
%

处古迹!即马丘比丘古城废

墟(印加帝国古都库斯科(昌昌古城

遗迹(纳斯卡地画(印加古道以及利

马老城区等$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最

具审美震撼力的!是纳斯卡地画$

纳斯卡地区处于秘鲁东南部!离

首都利马有大约
%

小时车程!中间要

穿越大片大片的沙漠(沙地(荒地!翻

越安第斯山脉!好在沿着太平洋岸边

的泛美公路基本上还算平坦!没有太

多的颠簸$但这一路确实很累!旅行

社帮我们聘请的导游是某杂志社的

记者!但他对这一颇具神秘色彩的景

观并不感兴趣!一直说我们这趟奔波

不值当$ 但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值当

的!现在回想起来!更觉得那是一生

难以一遇的奇观$

纳斯卡地区位于安第斯山麓!是

崇山峻岭之间的一处河谷地带-这里

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草木繁盛(

庄稼遍布的人烟之地! 另一部分则是

荒芜之地$有人说后一部分是沙漠!但

那里的沙子不是沙漠中的样子! 而是

河流冲积起来的沙地的样子!或者说!

是跟淤泥混在一起的那种沙地$而这

种地质! 经过不知多少年的变化!已

经石化$童年时期的人类喜欢在淤泥

地或沙地上涂画$ 四五千年之前!苏

美尔人在泥板上压刻楔形文字!而且

那些文字具有很强的图画性$ 不过!

纳斯卡地画没这么简单$

地画尺度非常大!又被称为&巨

画'!以至于我们必须乘坐小飞机!在

空中俯瞰!才能看到每一幅的全貌$

驾驶员水平超一流!据说有的是

空军飞行员转业之后过来的$从简易

机场起飞后不到十分钟!就来到了地

画上空$驾驶员非常娴熟地找到了地

画!引导员指点着让飞机上下左右翻

飞!以便让我们看得真切全面$驾驶

员训练有素!若无其事$我可受不了

了!只觉得!五脏六腑都开始翻江倒

海!浑身像灌满了铅似的$我竭尽全

力!深呼吸!长呼吸!才算没有把肠胃

里的早餐呕吐出来$我坚持扭头看舷

窗外!还拿着相机乱拍$拍了照片!也

等于白忙乎! 几乎一张都用不了$因

为舷窗的透明度比较差!而且飞机基

本上一直在摆动!在每一幅画上空停

留的时间很短!我很难找到合适的角

度和稳定的姿势$

尽管这样!纳斯卡地画也带给我

很大的惊奇$据说!现在发现并展现

给游客看的!只是纳斯卡地画中的一

部分-而我们看的!也只是已发现地

画的一部分$这些图形中有,鲸鱼(猴

子(狗(蜂鸟(蜘蛛(山鹰(鹈鹕(鹦鹉(

树和航天员等$让人疑惑的是!画中

的猴子是一种长尾猴!是纳斯卡本地

从古至今没有出现过的物种!只在亚

马逊森林中才有$虽然两地相距不是

太远!但在公元
&

世纪左右!也就是这

些地画产生的年代!印第安人的交通

工具以羊驼为主!要到达亚马逊流域

的原始森林!是极难的$纳斯卡虽然

离太平洋也不是太远! 但凭借羊驼抵

达海边!还要下海!还要碰到鲸鱼!并

把它描画下来!也是有点不可思议$最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航天员形象$ 我们

可以说!那是形貌上的巧合$但有人的

解释是, 这些画本身就不是人类的手

笔!而是外星人创作的!那航天员形象

的原型可能就是他们自己1

不得不承认!在头晕目眩状态下

看这些地画! 有一个奇妙的效果!就

是神秘的感受会加剧!而事后你享受

的就是这种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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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版权局将推互联网正版付费

在
!

月
$%

日第
&(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

由北京市版权局主办的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

活动暨第五届北京音乐版权保护与产业发展

论坛召开! 会上表示今年将重点打击互联网

音乐领域的侵权盗版!并将推动互联网领域

知识产权的正版付费$ 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

司副司长李承武介绍!国家版权局今年将采

取&剑网行动'扩大监管范围!其中音乐版权

保护是行动的重要内容!国家版权局将把大

型网站网盘云服务等新型网络服务平台及传

播音乐的主要
,--

纳入监管范围!切实加强

包括音乐作品在内的重点作品版权预警保护

工作!强化约谈(预警(公开通报等监管手段!

充实作品授权信息库! 推动权利人与网站建

立版权保护合作机制$

'正版(盗版)纠结的是价格)凸显的是文

明*+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金猴奖-揭晓

第十一届中国动漫&金猴奖'获奖名单于

!

月
$#

日揭晓$包括&综合奖'&潜力奖'在内

的
*'

个奖项的最终归属揭晓$)熊出没之雪

岭熊风%)粉墨宝贝%)烦恼都是自找的%分别

获得&综合奖'动画电影类(动画系列类(漫画

类金奖-)摩登恐龙总动员%)海湾%)天生我

刺%等作品摘得&最具潜力奖'-&评委会特别

奖'颁给了)哈哈镜,贺友直(沈寂画说百年上

海滩%$据悉!本届&金猴奖'大赛组委会共收

到来自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部作品!境

外的动画短片参赛数量也明显超过往届!总

量甚至略高于本届参赛的国内动画短片数

量!由法国
./0/12345

公司出品(北京天生之

道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引进发行的
*6

动画电

影)昆虫总动员%斩获了&金猴奖'之&综合动

画电影奖'$

'不反对,金猴奖-*但)当下评奖确实太

多太滥.+

!

月
"

日)辽宁省抚顺县检察院的,青年检察

文化沙龙-正在进行/几位检察官刚刚出庭回来就

赶来参加沙龙活动了/

0本报通讯员 王影
#

图文1

第
$%

届,长城润滑油杯-全国专业报新闻摄

影学会年赛获奖作品名单于
"

月
$&

日揭晓 /由

&检察日报#选送的江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

院高刚拍摄的图片,一场特殊的公诉-获得法制环

境类金奖/ 0本报通讯员 杨阳
#

文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