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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好学懂事“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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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 为理想蹦跶折腾
廖晓伟从大专中文系毕业后，成了一名教师，教书育
人的工作让他有了更多动笔的机会， 从小对文学的喜爱
从那开始，慢慢变成了他生活中最离不开的习惯。 他开始
试着创作一些散文诗歌，因为天性率真，敢说敢言，他的
作品常常会博得喝彩，引人关注，他独有的文章风格也慢
慢形成。
廖晓伟心里一直有个记者梦， 他觉得记者是一个使
命感和责任感极强的职业， 再加上记者可以每天奔跑和
放眼大千世界，更关键的是自己这种不拘小节，不修边幅
的性格和形象很适合天马行空似的忙碌。 于是，他跳槽成
了一名电视台记者。 多年风里来雨里去，扎根一线的基层
记者生活，也让他逐渐成熟成长。 后来，他凭着多年新闻
工作者的经验，又应聘到成都市电视台，成了一名省城的
记者， 一个从小乡村出来的山里娃完成了自己跳出农门
的理想。 刚踏入大城市，才发现自己不仅仅缺少的是融入
感，更重要的是连动笔写字的机会都很少，电脑办公成了
基本常态，从未碰过键盘的他当时真有一种“壮士断腕”
的决心，一定要学会。 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既能安心学打
字，又能完成自己多年愿望的方法，写一部长篇小说。 虽
然以前也发表过小小说，但作为一个资深文学爱好者，长
篇小说才是他的目标。 于是，《成都虾子》这部长达 18 万
字定位于长篇市井小说诞生了， 而他用电脑打字也就自
然而然学会了。
“
自己就像
‘
虾子’一样渺小而又不断蹦跶折腾的小人
物，所以，写这本书就像倾吐心声一样爽。 ”廖晓伟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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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晓伟从小就是一个“多动型”的孩子，他的多动体
现在行为上和思想上，按现在的流行词来总结，“熊孩子”
这个词很适合他。
从小生长在万源农村的廖晓伟还在几岁的时候，就
开始做家务和农活，他既是一个砍柴郎又是一个放牛娃，
因为上山砍柴和放牛是他每天除了学习以外的主要事
情。 闲暇之余，他也会找一些自己喜爱的事情做，比如摸
鱼抓虾，爬树摘果之类的活动。 有一次，他和一群小伙伴
对一棵长在一个山坡上的马桑泡树垂涎欲滴， 廖晓伟不
加思考爬了上去，虽然危险加惊险，但他还是成功摘得马
桑泡。 获得胜利果实后大吃特吃，结果，因为吃得太多而
食物中毒，幸亏被大人及时发现，抱起一路狂奔到医院，
才捡回一条小命。
如果说调皮捣蛋是每个男孩子的天性， 那么廖晓伟
的另外一面就足以让人刮目相看了。看书，是他最大的爱
好，不论什么书，不管看不看得懂，他都感兴趣。小时候因
为家境贫困，没有电灯，只能靠煤油灯供亮，为了节约煤
油，在晚上的时候，他就捧着书靠在土灶前的柴垛旁，借
着微弱的火光阅读，很有一种“
凿壁借光”的意境。 所以，
正因为对学习的孜孜不倦， 廖晓伟一直是个成绩优秀的
学生。
“
我的童年是彩色的，深刻难忘的。 ”廖晓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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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抱怨，埋头努力，是
草根小人物们唯一的救赎之
路。 你若真发愤了，努力了，谁
敢说今天的虾子不能成为明
天的大鳄”？ 这段话是出自《成
都虾子》这本书的作者廖晓伟
之口。 其实，他也是在说自己，
一个从小山村“混到”大都市
的草根作家。 一个自称为“傻
家”的市井小民。 一个不追风
献媚，坦荡真实却又不太纯粹
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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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内媒体的宣传和朋友的帮
助下，《成都虾子》出版了，虽然之前
经过了一波三折， 但是取得了意想
不到的效果， 光是在网上点击量就
超过了两百万， 他的读者粉丝从国
内一直延伸到国外。 这次小试牛刀
给廖晓伟带来了知名度， 也给了他
提笔从文的勇气， 他干脆辞去了工
作，专职于写作，也正式开始了他的
“
格子生涯”。
《嘻嘻复嘻嘻》是廖晓伟继《成
都虾子》之后又一部力作，也是他探
索的一种新的小说模式——
—贺岁小
说。 这是一本表面“轻浮”，实则严
肃；寓庄于谐的书，全书充满了搞怪
搞笑而又饱含深意的情节， 该书在
成都上市后， 有读者评价：“
初读似
韩寒，再读似周星驰。 ”
“
折腾”，他
几年前，廖晓伟再次
回到了离开多年的家乡， 他给自己
定了一个三年期的“生死契约”，三
年之内没有好作品问世， 写作没有
成就，从此搁笔，聊度余生。事实上，
与文学早已融入一体的廖晓伟回到
家乡后如鱼得水， 不论天时地利还
是人和，创作灵感更如泉涌。不到两
年时间， 由他创作的戏剧小品和中
篇小说在省内多次获奖和选入文集
头条。同时，《达州新报》为他开辟专
栏刊登作品， 特别是他的 《伟哥乱
弹》在《达州新报》连续刊登一年时
间，深受读者喜爱。
如今， 身兼多职的廖晓伟虽然
琐事缠身， 但他其他的爱好一样都
没落下， 除了平时的文字工作，唱
歌、摄影、微电影、画画他样样喜欢，
按他的话说，老百姓就要自寻开心，
活得多姿多彩。
“
文学艺术是我的第二生命，我
要做一件浪漫的事， 就是和她一起
慢慢变老。 ”廖晓伟说道。
（达州新报全媒体记者 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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