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的时间越长，遇到的困难就越多。我
写了四十多年，现在举步维艰，比上世纪80
年代初刚开始写的时候困难多得多，那时候
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几乎不用考虑任何读
者，更不用考虑读者看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
反应，会觉得好还是不好，只要我自己觉得应
该这样写，那我就这样写。现在年龄大了，肯
定是没有那么任性了。首先我自己了解的文
学越来越多，我已经知道很多人曾经怎么样
写过，我想我起码不应该重复别人用过的这
些办法。其次，我自己的作品积累越来越多，
我的一个最低要求，就是不愿意再重复自己
过去已经写过的东西，但是能不能完全做到
这一点也很难，就像一个人习惯一种生活方
式以后，你突然给他改变了，他不知不觉又回
去了。
我记得一位老书法家曾经说过，当你年

龄大的时候，你年轻时候的那些毛病会回来
找你的，你以为当时千方百计努力地克服了，
但是年龄大了它又回来了。所以写作的时间
越长，面临的写作难度越大。
我最近这两年在大量阅读地方志，譬如

我们老家周边的十几个县市的文史资料，这
都是很多人对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的回忆，
让我仿佛回到那个时代。我也跑了老家高密
周边的十几个县市，每到一个地方，先搜集这
里的地方志，然后再看博物馆和一些所谓的
名胜古迹。这样既有对文字的阅读，也有对
自然景观的阅读，会让你真正深入一个地方
的历史深邃之处。假如要写历史小说的话，

我想这些工作是
必须要做的。

我是一个没
有什么生活趣味
的人，平时不写
作就是读读书、
练练毛笔字、听
听戏，不然就散
散步，不像毕飞
宇会拳击、打乒
乓球，我也没什
么体育锻炼。我
也有微信、有朋
友圈，会看，但不
会浪费太多时
间。刚开始用时

确实很入迷，天天看，后来也就知道大概是怎
么一回事了。最近这十来年，中国作家里写
毛笔字、画画的人太多了，我觉得这是特别值
得欣慰的好现象，这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学习
和训练，而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
我曾经狂言过，不用毛笔写字是理解不了古
人的，是看不懂《红楼梦》的，是读不懂唐诗宋
词的，只有你拿起毛笔书写的时候，才能跟古
人站在同样的高度思想。当然这是文学的语
言，略带夸张。
一切历史都曾经是当下，所有的当下也

都会变成历史，所以我们不妨把历史当当下，
也不妨把当下当历史。当你意识到一切当下
都会变成历史的时候，也就说明你的所有作
为都是要留下印记的，你是要负责任的。一
切的历史同样是当下，我们温故知新，就可以
从当年那个当下里面来汲取教训，取得经验，
获得智慧。

■ 本报记者 张星

当地时间2020年 12月 28日，钢
琴艺术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
国去世，享年86岁。得到这个消息，
不由得十分感伤，想他一生漂泊，终
于音断他乡。想起2005年元旦傅聪
来天津演出，我到现场采访他，当时
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烟斗，他的叹息，
他的琴声……仿佛仍在眼前耳畔。

他的双手触动琴键
琴声变幻出一种诗意

采访傅聪的过程是一次奇妙的体
验。因为上海的大雪阻碍，傅先生一
行乘坐的飞机直到12月31日深夜才
到，几乎就是踩着2005年新年的钟声
踏上了天津的土地，当晚采访的计划
顿时落了空。而第二天，从中午一点
钟开始，傅聪便来到演出场地练琴，竟
然不停歇地一直练到下午５点钟。无
奈我只好悄悄地来到剧场后台，混在
工作人员中偷偷地看他练琴。

台上的傅聪留给我的是一个背
影，应该说，是一个老人的背影，毕竟
70岁的他早已不是很多人印象中《傅
雷家书》里的那个在父亲笔下被谆谆
教导的少年了。远远望去，空旷的剧
场里，不太明亮的灯光下，坐在有靠背
的琴椅上的他显得有些孤独和孱弱，
然而，当他的双手触动琴键的瞬间，当
那一串串音符在剧场上空飞扬的时
候，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轻叩着我的
心扉，像雨滴、像清泉、又像是阴郁的
苍穹下那一抹淡淡的晚霞……那背影
也随着琴声而变幻出一种诗意，一种

激情，一种至纯至雅的音乐精灵，就这
样渐渐地充满了剧场的每一寸空间。

下午５点之后，傅聪停止了练
琴。调琴师开始精心地调音，这台超
大型的雅马哈三角钢琴是经过了二十
多个小时的颠簸专程从上海运来的，
调了一会儿，傅聪试弹一下，再调，再
试。晚餐时傅聪与工作人员一样，就
在剧场里匆匆吃了几个狗不理包子，
然后再一次试琴，直到离演出还剩半
个小时、一些观众都已经入场了，他才
回到休息室，就用几个垫子铺在地上，
然后躺下，对身边的人说他要睡10分
钟。果然，10分钟后他起来用热水泡
手。长年不间断刻苦练琴，双手的腱
鞘炎一直困扰着他，他不得不戴着黑
色的半截毛线手套上台演出。

在后台，我见到了专程从北京赶
来的傅聪的弟弟傅敏和妻子。他说他
还没有见到哥哥，他深知傅聪在演出
前是不能打扰的。演出开始，我和傅
敏一起坐在舞台的侧幕观看演出。投
入到音乐中的傅聪完全沉醉，他的嘴
一直在下意识地微启，仿佛在歌唱。
那神情有如天使般圣洁，又如孩童般
率真，坐在我旁边的傅敏也是一副沉
醉的模样。这时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
第一次捧读《傅雷家书》时所受到的震
撼，而今竟然能与这书中的两兄弟坐
在一起，台前台后，人生与命运就是这
样奇妙地由音乐相衔接，不由得百感
交集，有泪盈眶。

一曲终了，傅聪走到侧幕，傅敏递
过茶杯，他喝了一口，然后接过傅敏递
过来的梳子，向后梳了几下头发，再次
走上台去。傅敏对我说：“傅聪这样做
是对音乐大师的作品负责，对观众负

责，因为音乐就是他的上帝。”的确如
此，看他的演出，从舞台、灯光到服装，
一切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去掉了
所有与音乐无关的包装，奉献给大家
的唯有音乐。

他的手不太像钢琴大师
更像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手

傅聪曾说，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
从容就义，他这样解释：“演出是一件
很危险的事情，随时可能出错，我们要
对作曲家负责嘛，对我来说，每一个细
节，都要经过千百次的琢磨，我对自己
的要求就是要做到很准确才行，假如
说在台上有时一紧张、或者出了什么
差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情。没有一场演出是没有遗憾的，但
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演出结束后，在为傅聪举行的祝
贺晚宴上，我终于得以与他面对面地
交谈。当我问道，在那段最艰难的岁
月里，父母双亡，国家又处在那样的动
荡之中，你一个人漂泊在异国他乡，是
怎样熬过来的时，他沉默片刻，轻轻叹
了口气说：“就是这三句话吧，威武不
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就是
要执著一个理想嘛，有一个理想，执著
就行了。那个时候是很痛苦，但那个
时候的中国人，无论在国内国外都痛
苦。”说完他又轻轻叹了口气。

后来在整理采访录音时我发现，
从始至终都能听到傅聪在轻轻地叹
气，是那种不经意的、习惯性的叹气，
这使我想起了傅聪曾说过：“我想熟读
李煜的词，就基本上是肖邦精神，肖邦
音乐最主要的就是‘故国之情’……那

种深情深入在他的音乐里，到处都是一
个‘情’字啊！”
我问他，我能看看您的手吗？他说，

没有什么好看的。但还是伸出了双手。
他的手上仍戴着毛线半截手套，10个手
指从露出的第二关节开始全是细细的纹
路，指尖上还有凝结黑色的硬点，说实
话，这双手并不太像是一位钢琴大师的
手，而更像是一个体力劳动者的双手。
我曾经看过刘师昆的手，那是一双修长
挺直的手。也曾看过郎朗的手，那是一
双厚实有力的手。可是呈现在我们面前
的傅聪的这双手，却显得那么普通，不能
算修长，也不能说有力，真的是很普通，
却不知道为什么，从这双手上所传递出
的信息竟然像音符一样具有一种说不出
的穿透力……这使我想起了他曾经说
过，他手的条件甚至还不如弟弟傅敏。
就是这样一个先天条件并不能算优越的
人，却用他心中的爱给音乐赋予了不朽
的灵魂。

与傅聪同岁的老朋友，原中央乐团
的首席大提琴手马育弟，当晚也专程从
北京赶来看傅聪演出，很自然地介入到
我们的交谈中，他对我说：“你们看到的
傅聪是一个‘装模作样’的人，我认为傅
聪是一个很可怜的人。”我问他为什么这
么说，他说，“他没有时间呀。他和我聊
天不是坐在饭桌上，而是坐在马桶上。
等他上完厕所就聊不成了，他要练琴
了。一点时间都没有了。他就是一个普
通人。你们不了解，傅聪是很食人间烟
火的，他是非常重感情的！我们曾经合
作过演出，他常到我家吃饭，为什么？他
住在北京饭店，去得晚了一会饭就是凉
的。我们俩一块吃花生米，他爱吃花生
米，掉到地上了他还会捡起来吃。”

接着马育弟又讲了一个傅聪的故
事。上世纪80年代，有一年夏天，在北
京，他对傅聪说，你虽然入了英国籍，但
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是烧成灰也还是
一个中国人。我说公共汽车那么挤，许
多人都光着膀子，你也要挤一下公共汽
车，让光膀子的人也蹭一蹭、挤一挤。随
后他们就坐车去和平里，谁知才开了两
站地，汽车抛锚了，售票员说，下车，下

车，推车！推车！他们两个人也下了车，
跟着一起推车。

马育弟插话的时候，傅聪一直拿着
他的大烟斗宽厚地笑着，不知是宽容他
话语中的夸张成分，还是宽容他在这样
的场合说他的私事。

他对中国文化的渴望
超过其他任何东西

傅聪说，他小时候很顽皮，他爱音
乐，但钢琴底子差，真正弹琴只有很短的
一个时期。有一段时间，他开始跟父亲
反抗，闹得不可开交，琴简直就没法弹
了。他真正花工夫弹琴是17岁，不到两
年就登台公演，然后又在布加勒斯特的
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得了奖。

我问他，您可以谈谈《傅雷家书》对
您的影响吗？傅聪的回答出乎意料：“凭
良心说，《傅雷家书》我很少看。为什
么？我不忍卒读啊！翻翻家书，我就会
泪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就整天若有
所思，很难再工作下去。可是家书里说
的话，我从小也听爸爸经常说，我自己说

出来的话，就像爸爸在家书里说的话，我
写给他的信，就好像是他自己写的似
的。所以家书里的话已经刻在我心里很
深很深。特别是父亲的遗书，我现在一
想起，眼泪就忍不住了！那里边真是一
个大写的‘人’字！父亲那么纯真，简朴，
平凡，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严。”

傅聪对我讲了他的日常生活状态。
每天早晨练10分钟气功，吃点东西就上
楼弹琴，中午不吃饭，因为吃了容易打瞌
睡，一直到晚上10点才下楼。他觉得应
该弹得更好，总是对自己不满意。他说：
“我不是天才，我没有童子功，不像刘诗
昆他们有那么好的童子功，他们练一个
钟头，我要练两到三个钟头才行。我就
这么练，如果我演出时出一点错，第二天
人家就会骂我，没有人会因为你是大音
乐家、你是傅聪就原谅你。”

他弹的是肖邦，是傅聪的肖邦，更是
肖邦的肖邦！他喜欢西洋音乐，也喜欢
中国古典诗词，他说：“肖邦的音乐跟诗
歌那么接近，他的音乐好像在跟你说
话。有一首《E大调夜曲》，我第一次接
触时，就觉得最后那一段是‘泪眼望花花
不语，乱红飞过千秋处’！‘乱红’颜色的
感觉真实极了！肖邦真的是跟诗最接
近！”他觉得好像每一个作曲家都跟中国
诗词有关，“比如陶渊明就好像舒伯特，
贝多芬和巴赫就少一些，但是贝多芬在
‘苦’这个程度上跟杜甫有点像。肖邦音
乐真是跟我们中国文化很接近……肖邦
那种诗一般的语言和深情，在这个世界
上已经越来越少了，那种置生死于度外
的执著真是很少很少！”

离乡背井这么多年，对他来讲，他的
根是在中国文化里头，他对我说：“我对
中国文化的渴望超过任何其他东西，而
这个文化在其他国家是找不到的。肖邦
离开了波兰，去了法国，基本上还是欧洲
的文化，可是对我来讲，我对故国的思
念，比那个还要深，还要刻骨铭心。”

对于傅聪来说，一生的时光在琴键
上悄然滑过，岁月在漂泊中无情流逝。
正是“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
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
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对自己的要求
肯定比别人对我的要求高

记者：大家都很期待您获诺奖之后的新书，
为什么会是这本《晚熟的人》？

莫言：让作家产生创作欲望的，推动他写作最
大动力的还是人物形象。你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案
件的报道，这个案件里的人物或者这个故事之所
以能够触动你，让你产生创作的愿望，把这个故事
扩展成小说，是因为它激活了你头脑中的很多记
忆、激活了你生活中的很多经验，激活了那些存在
于你记忆中的朋友。我简单回顾一下我的创作历
史，我曾经有很多幻想，一会儿想写天文，一会儿
想写科技，有时候也想写童话，之所以会写《晚熟
的人》书里这样一系列故事，是因为这些人物，有
的就是我的朋友，有的甚至跟我像孪生兄弟一样，
是彼此的知己。这七八年来确实有很多很多感
受，仿佛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角度，才能把自己的
这些丰富感受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

记者：您的上一部长篇是10年前，新书为什
么是中短篇小说集而不是长篇？

莫言：这也是我一直感到困惑的问题，大部分
读者，包括很多评论家，也都说一个作家只有拿出
一部长篇来，仿佛才能够证明他的才华、证明他的
力量。但是我们都知道，鲁迅也没写过长篇，沈从
文也没写过长篇，国外没写过长篇的伟大作家更
多，像莫泊桑、契诃夫。我们应该承认长篇小说无
论在体量、广度和深度上，还是反映生活的丰富性
上，确实超过了中篇和短篇。我也有一个长篇梦
想，希望能在最近几年拿出一部好长篇来。假如
要写一部长篇也不是特别困难，半年时间一定能

写完，但是我想如果写，肯定要写的跟以前不一样，
跟以前的艺术水平相比较是不是高？这个很难说，
但是故事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使用的语言也有变
化，这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追求。所以我还在努
力，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拿出一部让大家看了以后有
一点点耳目一新的长篇小说。我对我的要求，肯定
比你们对我的要求高。
记者：都说诺奖有魔咒，很多得了诺奖的作家

都会陷入创作停滞，无法超越自己的困境，您觉得
这本书可以打破诺奖魔咒吗？
莫言：所谓的诺奖魔咒，应该是一个客观存在，

因为大部分获奖作者在获奖后都很难再有力作出
现。客观原因，获得诺奖的作家一般都七老八十了，
创作巅峰期已经过去了，有的人甚至获奖后没几年
就告别人世了。但也有作家在获奖后依然写出了伟
大的作品，像马尔克斯在获奖后还创作了《霍乱时期
的爱情》。所以我想我能否超越自己、能否打破诺奖
这个魔咒，现在不好判断，但是我一直在努力，一直
在做准备，也就是说我花费在案头上的准备工作远
比我写这本新书的时间要多。

因为人变了、时代变了
还乡的视角又有了新含义

记者：为什么是“晚熟的人”？
莫言：晚熟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首先，“晚熟”

是故乡的朋友们挂在嘴边的一句戏谑之词，大概有
两层意思：第一种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人看起
来智力没有开化，干一些被大家嘲笑的傻事，但后来
事实证明这样的人一点都不傻；还有一种人，很长一
段时间内是故意装傻，揣着明白装糊涂，以此回避掉
很多矛盾。我在小说里写的“晚熟的人”属于第二种
类型。这本小说集里很多人物都是我的小学同学，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书里的人
物跟我一起慢慢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变化、在成长、在
晚熟。其次，“晚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代表了求新
求变、不愿意过早故步自封的精神。从文学艺术的
角度来讲，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要是过早成熟
了、定型了、不变化了，我想他的艺术创作之路也就
走到了终点。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断变化，希
望能不断超越自己，但是超越自我难度很大。我不
希望自己过早定型，希望自己能够晚熟。
记者：您几乎每部作品都有创新，和以往的作

品相比，您觉得新书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莫言：这次我既是作为写作者，也是作为作品里

的一个人物，深度介入到这本书里。知识分子还乡
这个角度的小说延续了上百年，当年鲁迅的故乡，欧
洲、美洲很多作家也写过类似的作品，其中不乏经
典。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就
使用过这个视角，现在依然延续了这个视角，不同的
是，这个视角本身在发生变化。第一，作为作家和讲
故事的人，我这个人发生了变化，我看问题的角度跟
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年龄变大了，视野可能变广阔
了，我的思想是不是变深刻了，很难说，但变复杂了，
是肯定的。其次，因为2012年获得诺奖，让我的作
家身份又添加了一层更复杂的色彩，这样一个人回
到故乡，他所遇到的人和事也比过去要丰富得多。
还乡的视角是旧的，但因为人变了、时代变了、故事
变了，所以这个视角又有了新的含义。

记者：会不会担心大家分不清作品里的莫言和
真实的莫言？
莫言：这没关系，起码是我的一个部分，我之所

以敢把自己的真实名字放到小说里，就做好了接受
一切的准备，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解读都是可以
的。其实我跟小说里的这个莫言是在对视，我在看
他，他也在看我。而他在小说里不想做的事，我在生
活中也许做了很多，这就是他跟我的区别。就像孙
悟空拔下一根毫毛变成一个猴子，只不过有时候猴
子自己跑了，孙悟空想让这个毫毛回来却找不着了。

用最普通的语言把故事讲好
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作家

记者：很多读者都关注您的新作，同时也有人
会担心，您是诺奖作家，作品肯定对读者的文学素
养要求比较高，要是看不懂怎么办？
莫言：我向你保证，都可以看懂。如果我年轻三

十岁，我的小说你可能读不懂，因为上世纪80年代
的中国文坛，大家都在追求现代派等各种各样西方
流行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手法。但是随着人的慢慢
成熟，我才意识到用最普通的、最平常的语言把故事
讲好，才能够显示出一个作家真正的成熟来。我现
在写的小说，你们肯定可以看懂，老少咸宜，都可以
看。少年儿童的话，读一读《晚熟的人》书里的那篇
《火把与口哨》也是完全可以的。

记者：您希望读者从书中读到什么？
莫言：如果读者能够从书里面读到自己的身边

人或者读到自己，这对一个作家是最大的安慰。我
们作为一个读者能够被某些书打动，甚至为书中的
人物命运而担忧痛苦，那就说明这本书里写出了我
和我的感受，它具有高度的典型的概括力。确实是
作家塑造的这个人物代表了很多人，写出了很多人
共同的感受，读者才会有共鸣、被感动。
记者：您在小说里写，在您的老家，把您旧居旁

边那两片原来的洼地全都填平盖成房子卖您的盗
版书，有戏台子演《红高粱》，这是真实发生的吗？
莫言：这些事情如果真去找的话，可以找到一个

大概的原型，当然小说创作里都是夸张了的。作家
会把一个小小的舞台夸张成一个广场，当然也有办
法把一棵树木夸张成一片森林，有时候一点鸡毛蒜
皮的小事完全可以夸张成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我想
最重要的也不在于是不是真的存在我小说里描写的
这些场景，因为这个场景毕竟只是人物活动的舞台，
我完全可以把这个场景变掉，不叫高密东北乡，叫别
的地名都是可以的，但我没有这样做，还是有一种惯
性，感觉这样比较熟悉，小说里的人物可以找到原
型，但肯定不是他。鲁迅说过，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可
能嘴巴在陕西、耳朵在河北、身体在湖南。
记者：新书中《红唇绿嘴》塑造了一个靠操纵

“水军”、贩卖谣言发家致富的网络“大咖”，这是您
在创作中第一次引入社会新鲜元素。
莫言：过去我认为只有城里的年轻人在玩手机、

在利用网络，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农村人在网络
时代也突然成长起来，过去农村的信息比较闭塞，交
通也比较落后，也许一个人一辈子没到过县城、没坐
过火车，现在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如果按照过去的习
惯来衡量的话，都是很老很老的人了，但恰好是这些
在过去被认为很老很老的人，现在对网络的熟悉、对
外部世界的了解，是跟城里的年轻人同步的。所以
我在《红唇绿嘴》里写的覃桂英这个人物年龄跟我差
不多，她也有非常曲折不幸的人生经历，这样一个人
在当下没有变成一个科技盲，甚至比很多年轻人更
知道网络能给她带来什么。这样的人物在过去我的
小说里从没出现过，这也是时代造就的一个人物。

2005年元旦傅聪来津演出，本报记者与钢琴家面对面

他对祖国的思念刻骨铭心

印 象

莫言 我现在的小说大家都能看懂
■ 文仇宇浩

往事

9 人物
2021年1月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何玉新 美术编辑：卞锐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
言及其作品备受关注。鉴于他上
一部小说的出版时间还是10年前，
大家就愈发期待他在诺奖后的新
书，毕竟谁都好奇，传说中的“诺奖
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再有力
作超越自我——会否困住莫言，要
知道，获奖之初的2013年一整年，
莫言可是忙到连一本书都没看过。
2020年下半年，莫言终于推出

了自己获诺奖后的首部全新小说
集《晚熟的人》。他穿着那件30
年前的竖条衬衣亮相新书直播
分享会，首次在云端与150万读
者分享创作心得和心路历程，
新书上市两个半月加印五次，销
量达50万册。
1984 年第一次读《百年孤

独》时，莫言的心情就像当年马尔
克斯读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是马
尔克斯的小说激活了莫言对过去
生活的记忆，让他明白了作家必须
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乡土
气息和农民本位是莫言的创作主
线，但他从未停止探索创新。从
《红高粱》时期明显受福克纳和马
尔克斯影响，到有意识“逃离这两
座高炉”走自己的路，莫言对艺术
民族化的自觉和探索力度愈发强
烈，几乎他后来的每一部重要作品
都有鲜明的创新性：《檀香刑》的语
言结构融入了地方戏曲的“十字
句”唱词结构，采用凤头、猪肚、豹
尾三段式；《生死疲劳》采用古典小
说章回体，语言文白杂糅；《蛙》采
用多文体并置的结构方式，拓展艺
术表现力。
获诺奖后，想要投身创作的

莫言也有很多困惑。首先是对当
下生活的隔膜，他熟悉北京的街
道和建筑，却无法准确把握当下
人的生活和内心；其次因为社会
地位的变化，他多次想一头扎进
原来生活的村庄，却发现会被周
围人当怪物一样看，很难再找到
当初的心态。最终，在新作《晚熟
的人》中，他找到了创作的突破
口，那就是把自己既当成一个写
作者，同时也变成作品里的一个
人物，深度介入这本书，故事亦真
亦假、虚虚实实，满溢的却是当下
社会的新鲜元素。

挣脱“诺奖魔咒”
找到创作突破口

傅聪在天津，魏孝明摄于2005年

写的时间越长
遇到的困难越多

莫言口述

莫言
著名作家，山东高密

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代表作《红高粱家族》《檀
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
小说及《透明的红萝卜》《白
狗秋千架》等中短篇小

说百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