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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蒋胜男 《燕云台》还原辽金历史
■ 文 张艺桐

印象

《芈月传》小说作者
再讲萧太后的故事
虽然网络小说被诟病文学性
不 足 的 声 音 一 直 没 断 ，但 不 可 否
认，经过二十多年发展，网络小说
形成了强大的市场。故事的魅力，
沉浸感的阅读，让大量读者收获了
相应的情感共振。近年来网络小
说与影视联姻愈发密切，形成版权
价值，影响力波及到更广的受众。
网络文学自 1998 年前后开始
萌芽。1999 年，喜欢写作的温州女
子蒋胜男，在网络上找到了文学梦
生长的沃土，开启了她硕果累累的
网络文学创作生涯。她先后写出
了十余部小说，其中《权力巅峰的
女人》
《凤霸九天》
《铁血胭脂》，但
影响最大的还是《芈月传》。作为
网络文学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
蒋胜男对网络文学的特性、价
值和意义，有深入的理解，
也得到更多的社会承
蒋胜男
认，担任了浙江省网
络作家协会副主席，
“70 后”作家、编剧，生
并在 2018 年当选第
于浙江省温州市，现为浙江省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
表大会代表。
作《芈月传》
《凤霸九天》
《铁
蒋胜男的小
血胭脂》
《太太时代》
《燕
说，多以历史上的重
云台》等。
有独立思想的女性
要女性为主角。难能
期待在文学中找到共振
可贵的是，她没有陷入
不 少 网 络 小 说“ 宫 斗 ”
“争
记者：从《芈月传》到《燕云台》，可以看到共通
宠”的窠臼，而是着重对女性心灵
的地方——都跟一位女孩从柔弱到逐渐强大的成
成长史的表达，表现出宏大的历史
长史相关。用网友的话说，就是“大女主”。这种
视野。
《芈月传》之后，蒋胜男全力
“大女主”情结是怎么形成的？听说您下一部作品
以 赴 创 作 历 史 小 说“ 宋 辽 夏 三 部
的主角将不是
“大女主”
？接下来准备写什么？
曲 ”，其 中 关 于 辽 国 的 作 品《燕 云
蒋胜男：
“大女主”
并不是单凭我自己的爱好，脑
台》，以辽太后萧燕燕为主角。2020
袋一拍，想写就能写的，
而是有它的社会背景。从全
年 8 月，上海书展上推出《燕云台》
世界范围看，二战以后，大量女性走上工作岗位，在
完整四卷本，由窦骁、唐嫣、佘诗曼
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有了更多的实现自
主演的同名电视剧已经制作完毕，
我价值的机会和平台。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时代背
即将播出。
景，我再写“大女主”，也肯定没人感兴趣。
“大女主”
选择萧太后作为故事的主角，
作品能走红，是这个时代赋予的机会。有独立思想、
蒋胜男也是经过了一番周密的考
独立事业的女性，也期待能在文学中寻找到一种灵
虑，她解释说：
“ 并不是因为我特别
魂的共振。人们为什么喜欢芈月，喜欢萧燕燕？我
偏爱她，要为她著书立传，而是因
觉得，跟很多读者从中看到了一种文学形象的映射
为萧燕燕的角色更适合作为一艘
有关。当一个人经历挫折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文学
船，更能承载那个时代转折变迁的
形象，支撑他的内心继续坚持下去，是非常幸运的。
最大故事量，载着时代与故事向前
《芈月传》里有这样的台词：
“我现在怎么办？”
“你觉
走，能将浩瀚的历史长河呈现在读
得那是绝境，那就是绝境。你觉得这只是困境，你能
者的眼前。”
走出来，你就能够做出来。”这句对白，我写给读者，
蒋胜男对自己的作品有高远
也写给我自己的。因为我的人生也曾经面临过极其
的志向，她希望读者能跟她一起，
失落的一种状态，但是我相信我能走出来，我就真的
通过作品穿越回去，看看在过去的
走出来了。
某一段历史时刻，身处不同立场的
记者：读者对《芈月传》比较熟悉了，能否描述
人 ，是 怎 么 想 的 ，是 怎 么 选 择 的 ，
一下《燕云台》的故事？
“尤其是，当他们站在历史和命运
蒋胜男：
契丹立国初年政权动荡，
出身后族的三
的十字路口，是如何找到属于自己
姐妹分别嫁入皇族三支，为了各自爱人的江山和政
出路的，因为历史永远是现实的一
治理想，被迫挥戈相向。萧燕燕倾心于青梅竹马的
面镜子。”

汉人韩德让，却被皇子耶律贤看中。一场政变，耶律
贤继位，成为辽景宗，
同时迎萧燕燕入宫。耶律贤教
会了萧燕燕如何统治一个国家，贤臣韩德让则帮助
她成为一代明主英后。萧燕燕积极推行汉制，为宋
辽之间奠定了长达 120 年的和平。
《燕云台》讲述的
就是辽国萧太后萧燕燕，由纯真少女逐步成长为运
筹帷幄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传奇故事。
《燕云台》之
后，我还会为宋、夏各写一本书，这三部作品，分别以
辽的眼光看宋夏，以夏的眼光看宋辽，
以宋的眼光看
辽夏，目的是用多元的眼光、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历
史，而不是古代小说中表现的那种单纯的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记者：写这样一个古代辽国的故事，最大的难
度在哪？
蒋胜男：
我写过戏曲、武侠、玄幻、言情等题材的
小说，也为我写历史小说做了充分的练笔准备。动
笔之前，我实地到赤峰辽上京遗址考察、采风，搜集
辽国历史资料，感受草原民族的气息，
这些功课也都
是为了展现辽金文化的历史，以及草原文化和中原
文化相交融的过程。

能让大家更关注历史文化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褒奖
记者：从小说 IP 到影视产品，中间的转化过程
中涉及到产业链上很多环节，也经常出现纠纷，您
跟投资方、制作方经常打交道，总体感受如何？您
觉得文学、
资本、
影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蒋胜男：
出现纠纷，
我觉得跟整个行业还没有足
够规范化，比较容易发生越界、越线的情况有关。各
方合作者可能一开始出于比较良好的愿望，开始合
作，但是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想
法、利益切入点不一样，
就会出现很多一言难尽的状
况。大家也就需要承受更多的失败，在失败中成
长。参与其中，我也感受到很多困惑，总体来说，我
的体会和最大建议就是，大家要各自守住本位。大
家一起造一座楼，如果你动一点这个地方，他动一点
那个地方，将来楼塌了，却谁都不负这个责任，这就
很难合作好。
记者：您的《芈月传》被改编成电视剧大火，
《燕
云台》也已经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凤霸九天》和
《铁血胭脂》的相关影视化作品也正在筹备中，看到
自己的小说变为影视，有什么感受？这些改编符合
您写作时的设想吗？
蒋胜男：
作为作者，
我们都希望影视对小说能做
一些加法，比如影像美学上的加法，表演上的加法，
这一点可以说影视做到了，从传播角度来说，带来了
增量。影视不允许像写文字那样，过多铺陈历史文
化，而必须做一个戏剧化的人物，
然后让这个人物像
一条船一样，去承载想要传达出的历史信息。在《燕
云台》里，这个人物就是萧太后。因为萧太后这条
船，能承载的量最大。我希望人们看到这条船之后，
一定记得去找那条河。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影视改
编对于小说，会有一部分的信息折损，
做不到百分之
百的呈现。改编的电视剧火了，我的小说更多人看
了，这当然是好事，但我更希望的是，影视能带动更
多人去了解我书中表现的文化和历史。
记者：
《芈月传》出来以后，已经达到了这样的
效果了。
蒋胜男：是的，人们对芈月这个人物的兴趣，对
芈月故里的关注，关于先秦人是怎么生活的相关介
绍，慢慢热起来了，甚至还带动了楚文化园区，出现
了相关文化产业研究会，甚至有一些考古项目，现在
还出现了一些大桥、街巷以芈月命名。这是让我感
到自豪的，促使大家更多关注文化，而不是只关注带
动多少大的图书销量或者“涨粉”，是对我作为一个
作家最大的褒奖。

文学大家庭应该百花齐放
网络文学也能抚慰心灵
记者：您现在是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
浙江的网络小说创作队伍比较强大，出现了不少实
力不俗的网络作家，比如流潋紫、阿耐，在您看来，
这种氛围是如何形成的？
蒋胜男：我觉得跟自古以来这里的经济比较富
庶，历史文化积累储备比较深厚有关，
再加上改革开
放以后，东部也是发展较快的地区，
像我这一拨儿在
江浙长大的“70 后”，很早就接触了电脑和互联网，
我 1997 年开始用网络聊天工具，1999 年就开始在
网上写作了，所以出现了很多网络作家。
记者：网络作家在网上连载新作，要做到每天
更新多少字，您现在写新作品还会先放到网上吗？
蒋胜男：
我的新作品还会首先往网上放，但是因
为我现在主要是写历史题材，需要查很多资料，而且
我现在需要做不少社会活动，就不太可能保证每天
更新，只能攒够足够的数量，
再拿到网上发表。
记者：我发现有些写作者一开始在网上发表作
品，但受到关注，成名之后，再有新作就直接出书，
不会在网上首发。甚至有人成名后对“网络作家”
这个标签都不太愿意接受，但您不是这样。
蒋胜男：以前我生活在温州，作为文学爱好者，
找不到发表作品的途径，网络是我当时唯一的途
径。虽然现在网络不是我发表作品的唯一平台了，
但我对网络依旧充满感激和尊重之情。
记者：关于网络文学，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每
天更新一定字数会有损文学性，
您怎么看？
蒋胜男：
就算有损文学性，
但至少还能写得出来
东西。总比一个人写了几十年，也没写出一个作品，
呈现在读者面前好得多。只要有作品出来，写作者
就会在创作中得到磨炼，得到提升。我觉得，在文学
写作领域，攀文学高峰是一种方向，写通俗的网络小
说也是一种方向。文学的大家庭应该百花齐放才
好。一个花园里不能只允许芍药、牡丹存在，狗尾巴
草也得允许它生存。很多你看不上的“爽文爆款”，
可能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具有非常强的心灵抚慰作
用。尤其是现在生活节奏那么快，人们更需要心灵
的抚慰，如果文学能帮助人们转移一些负面情绪，也
就实现了它的一种社会功能。
记者：您是一位善于书写历史题材的作家，同
时也是高度关注社会现实的人大代表，这两种身
份，在您身上有怎样内在的联系？
蒋胜男：
作家关心的是如何写出好作品，现在成
为全国人大代表，会看得更长远一些，除了文化领
域、知识产权领域的问题，
还要看到与民生相关的领
域，为人民积极发声。作为作家，
大部分的时间要在
书房里一个人写作。当人大代表，就需要走到现实
生活中，去关切到更多人的需要。这两个身份表面
上可能有些冲突，但其实也可以互相给予营养。当
人大代表，有助于扩展我个人的眼界和思想素养，也
能有益于我的写作。而我作为作家，我的行文能力，
则有助于我在向大会提建议，思考和行文都更周全。
记者：您的作品主角多是女性，作为人大代表，
您也是格外关注容易成为弱势的女性群体。
蒋胜男：
身为人大代表，
我有责任关注到整个社
会群体、社会动态，根据调研思考，形成我的建议。
提一个建议，不是我自己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我首先
注意到社会上某个群体的呼声。作为作家，我倾向
于选择女性为主角，也是有原因的。比如在当下社
会，女性受教育的水平普遍提升了，
对社会作的贡献
也更大了，女性有了比以前更多的独立自主性。那
么，就产生了一种需要在文学上给予反映的要求。
这也给了我以女性为主角进行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总之，所有这一切，
都是社会跟我共振所产生的。

往事
一卷珍藏的档案，
铭记天津医疗队抗美援朝感人故事

医疗队员与伤病员血脉相连
■ 撰文 王丹丹
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的天津抗美
援 朝 志 愿 医 疗 队 档 案 ，再 现 了 那 段
“白衣做战袍，丹心图报国”的峥嵘岁
月。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当我们打
开档案，每一页案卷里面，都承载着
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记忆，每一段
文字背后，都展现了值得我们永续传
承、
世代发扬的精神。

三天时间组成志愿医疗队
12 位顶尖医学专家出任顾问
70 年 前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雄 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保家卫国，与朝鲜人民军并肩
作战，英勇无畏，不断取得胜利，但伤
员数量也在增加，前线迫切需要补充
医务人员。1950 年 11 月 6 日，中华全
国总工会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发出号
召：
组织抗美援朝志愿救护队，
去为正
在战斗的中朝军民服务。
天津的医务工作者积极响应。
11 月 8 日，医务界开始酝酿组织医疗
队上前线。19 日，天津召开了医疗界
知名人士座谈会，时任市委书记黄敬，
市政府秘书长吴砚农出席，天津医疗
界知名人士朱宪彝、俞霭峰、万福恩、
张纪正、方先之、赵以成等 45 人参加
了座谈会。著名脑外科专家万福恩当
即表示报名参加医疗队，并被任命为

医疗队队长。黄敬在座谈会上肯定了
组织医疗队上前线是天津市医务界的
伟大义举，是医务界的光荣，
也是全天
津市人民的光荣。
座谈会在全市医务界掀起了报名
参加志愿医疗队的热潮。仅三天时
间，报名人数超过 600 余人，报名的场
面震撼人心，有不少人写下决心书，
以
第三医院为例：外科总住院医师高志
勋与爱人双双请战；外科主治医师张
化新的爱人正值产期，得知丈夫报名
参加医疗队，她表示希望丈夫在前线
安心工作，不要惦记家里；
护士李惠远
怀孕八个月，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请
组织上答应她生下孩子之后就去参加
战地服务。
由于报名积极踊跃，仅仅过了三
天，11 月 22 日，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
医疗队第一大队就正式成立，由万福
恩担任队长，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李
盛礼任副队长，成员共 77 人（后有补
充）。第一大队分为普外、胸外、骨外
三个组，外科技术高超的雷爱德、张天
惠、陈林堂三位医生分别任三个组组
长。聘请了朱宪彝、张纪正、杨济时、
方先之、虞颂庭等 12 位医学专家出任
顾问，为了便于战地临时需要，
还设了
两个预备组。
11 月 24 日下午 2 时，天津市各界
代表、公私立医院代表、医疗队员家属
共 2500 多人，在中国大戏院举行隆重
的欢送大会。市委书记黄敬讲话，姜

上图：
天津市志愿医疗队合影
下图：
救护委员会成立纪念章
齐贤代表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全体指战员讲话。11 月 26 日，由天
津派出的第一支医疗队——天津市抗
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第一大队出征，全
市各界千余人到车站欢送，30 多家药
厂 捐 献 了 大 量 药 品 ，由 他 们 携 往 前
线。12 月 4 日到达工作地点黑龙江
省洮南县（今属吉林省），12 月 5 日投
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设立手术室，
收治
伤员。

医疗队员与伤病员结下深厚友谊
周总理赞扬他们是
“三好医疗队”
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先后共
有五个大队，都在黑龙江省洮南县驻
扎。第一大队到达洮南时正值冬季，气
温在零下 30 摄氏度，滴水成冰。参加过
第一大队的医疗队员回忆：
“ 病房的玻
璃上结满冰霜，就像磨砂玻璃一样，从
窗户根本看不到外面，病房门窗外的上
方还挂着一条条冰凌。”为了不让伤员
受冻，医疗队员们烧炉子，糊窗户，为伤
员们做棉衣，还就地取材，修旧利废，制
作医疗器械。伤员急需输血，队员们几
乎都献过血，仅第二大队的队员就为伤
员献血 12620 毫升。医疗队员与伤病员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医疗队员们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医学技术难题，做过
开颅、开胸手术，取出弹头弹片，也做过
接骨、接神经、整形、植皮、接下颚的手
术。第一大队胸外科医生张天惠成功
为一名生命垂危的伤员做了开胸手术，
取出弹片，轰动了全体伤员及后方医
院。骨科专家方先之作为顾问亲临一
线，为伤员检查治伤，解决了不少医学
难题。
由天津医疗人员组成的中国红十字
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第三大队、第十五
队、第十六队、第二十六队，分别于 1951
年、1953 年、1953 年、1954 年赴朝。到
达祖国边境线时，隔江而望，
朝鲜战火纷
飞，残垣断壁，满目疮痍，这一幕让他们
深感唇亡齿寒，深刻认识到抗美援朝的
重要意义，更坚定了努力工作的决心。
前线的医疗队员们从不计较个人得
失，克服困难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在
各种严重战伤病人的抢救治疗中，细心
检查、诊断，慎重考虑手术决定，力求减
轻伤员痛苦，精心治疗护理；
许多医护队

员废寝忘食，工作繁忙时一天只吃一顿
饭，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整夜不睡；
不仅
为志愿军战士医伤治病，还要做伤病员
的思想工作。
国际医防服务队第十五队的工作地
点离敌军军团较近，常遇到敌机袭击，
医
疗队员们毫不惧怕。有一次，爆炸地点
离他们仅有 100 米，当时十五队队长张
化新、护士长张同舒和队员们正在手术
室为伤员做手术，张化新对伤员说：
“同
志你放心，我绝不离开你！”直至手术顺
利完成才撤离。十五队的刘振芳参加医
疗队时身体就很虚弱，发烧 39 摄氏度仍
冒雨爬山为伤员查伤，终因病情恶化，
在
1953 年 10 月 13 日病逝，年仅 22 岁。
周恩来总理在去黑龙江前线视察归
来途经天津时，高度赞扬了天津市志愿
医疗队是一支“医疗技术好、服务态度
好、医患关系和医德风尚好”的“三好医
疗队”
。

当时全市几乎所有医务人员
都积极报名奔赴前线
医疗队奔赴前线的同时，1950 年
12 月 23 日，天津市公共卫生局、医务工
作者工会、医务公会、新药商业公会和制
药工业公会联合发起成立了天津市医务
工作者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为朱宪彝、李允恪，万福恩为副主任委
员，张纪正、刘璞、蔡公琪、潘其壎等 16
人为常务委员，方先之、赵以成、杜持礼
等 14 人为委员会顾问。1951 年 11 月
26 日又增补李宝梁、赵孝博、施锡恩等
14 人为委员。
救护委员会积极组织天津市医务工
作者，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制定了《天
津市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救护委员会组
织简章草案》，明确了救护委员会负责动
员、组织、团结与领导全市医务工作者参
加战时医学技术学习及前后方医疗救护

蒋胜男口述

找到古人的“DNA”
让他们在书里活起来

最早开始写作全凭热情，写好打印出
来，没想过发到网络上。我当时学诗词的
老师在网络论坛发表作品，他建议我把小
说贴上去试试。1999 年，我在“清韵书院”
贴小说，那时我已经创作第二部小说了。
2004 年之前，创作网络小说没有任何收
入，但一台电脑差不多是大半年工资，我
1996 年买第一台电脑，为了方便写作，到
2004 年，已经换了两台。
《燕云台》的故事设想，在写《芈月传》
之前就确定了，关于历史十字路口这个命
题也早就设定了。当时我选择的是宋辽
夏，但完成宋的初稿、构思西夏故事时陷入
瓶颈无法突破，所以才转向去写《芈月传》。
秦宣太后在《史记》中只有百十个字。
2008 年央视播了一个专题片，叫《兵马俑
的神秘主人》，提出一个论点，说兵马俑很
可能是秦宣太后的。这引起我对这个人物
的兴趣，刚好我要写历史评述，
准备了大量
春秋战国时代的资料，我感觉，
那些意气飞
扬的人物更应该以小说为载体，刚好遇上
这个题材，就开始构思《芈月传》。因为秦
宣太后的信息太少，我就去大量研究他周
边的人，从侧面推敲芈月的性格，
让这个人
物丰满起来。
《燕云台》中萧燕燕的形象塑造倚重历
史，但史料能提供的都是碎片。如果只为
一个主角去寻找资料，很容易把所有的事
情、所有的好处都归在主角身上，
主角会显
得单薄，其他角色容易变形。创作者可能
要像法医一样，把能拿到的资料拿到，
尽量
全都用上，拼凑出“骨架”，等着慢慢长出
“肌肉”，用“DNA”还原这个人物。这需要
很强的想象力，但想象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要参观很多博物馆，走很多的地方，
去了解
那个时代的人怎么吃、怎么喝、怎么想。
现在的影视剧、网络文学，
和古代戏剧
都是有衔接的，都是为了讲好一个中国故
事。传统老戏的类型化内容，与当下网络
文学中的故事与伦理，爱情与审美是一致
的，只是时代变化后，
网络文学加入了新的
认知和包装。比如古代有《包公案》，现在
有《法医秦明》，
《西游记》实际上可归类为
玄幻小说。我希望通过作品打开一扇窗
户，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延续和传播，
对人类
命运的思考和探寻，与读者产生共鸣。
每一部作品的磨炼，最终会变成我自
己思想的养分，从这一点来说，
我能够成为
今天的我，要感激每一部作品对自己的打
磨。如果读者因为看了我的作品，能够喜
欢上历史，喜欢上文学，喜欢上读书，甚至
喜欢上写作的话，我会觉得非常开心。我
是典型的“宅女”，大部分时间在家码字。
写作是很私密的事，内心的创作冲动和对
文学的热爱让我坚持下来。如果不爱创
作，不能从中找到快乐的话，
不要投身这个
行业。做什么都比这个来钱，做什么都比
这个轻松。我觉得真正能够创作出好作品
的作者，就是不给钱，
也能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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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负责医药卫生器材募集、购买、保
管、包装、检定与供应等事项，领导督促
协助各医药卫生单位对志愿医疗队队员
的家属进行照顾，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救护委员会公开发表了《致各大城
市医务工作者书》
《致各界同胞书》，保证
“战士们到哪里去，我们的医疗队就到哪
里去，以期共同完成抗美援朝、卫国保家
的光荣任务”
。全市医务界行动起来，据
档案资料记载，到 1951 年 5 月，报名奔
赴前线的医务人员达 4002 人，其中国家
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报名达 98%，私立
医院达 90%，
私立诊所达 70%。
为响应抗美援朝总会捐献“白求恩
号救护飞机”
的号召，救护委员会组织全
市医务工作者捐款，共捐出 262000 多
元（旧币），超过计划一倍以上。工人医
院王华玲医师捐献了结婚戒指，第二结
核病院一位炊事员捐献了自己保存多年
的七块银元。
档案资料记载，在抗美援朝期间，天
津市共组织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五个大
队，救护队三个队，医疗工作队四个队，
医疗服务队三个队，一个抗美援朝志愿
医疗组，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
四个队。医疗队的总人数为 907 人，其
中医师 533 人，护理 276 人，技术 30 人，
政工 26 人，勤杂 42 人。他们或奔赴朝
鲜战场，或支援东北、华北各地后方医
院，或留在天津参与救治伤员，帮助各地
建立健全卫生制度，开展临床教学，培养
医护人员，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央卫生
部、红十字会、人民志愿军后勤部多次通
报奖励天津医疗队，中国人民志愿军卫
生部和驻地地方领导给天津医疗队送来
锦旗和慰问品。以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
防服务队第十五队为例，他们在前线工
作的 1953 年 4 月至 8 月期间，共收治伤
病员 28101 人，转送伤病员 21853 人，治
愈出院 133 人，
荣立集体三等功。
（图片由天津市档案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