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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她的好伙伴

生活磨砺

她历经人生洗礼

在大学，映铮学的是建筑行业的金融专业，在当时，
她的目的很简单，找一份以后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 毕
业后，她就在一家建筑企业上班，干了几年，她辞职自己
开了一家布艺公司，而且还结婚成了家，也算是完成了
一个女人的既定目标。 在那几年，映铮的生活平静安定，
不过，喜欢看书写文章的习惯一直没变，特别是买书，她
会不遗余力买自己喜欢的书，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丈夫开始还支持，可到后来越来越不理解为什么花这么
多钱去买这些看似毫无用处的东西，于是，他们之间开
始有了矛盾，后来逐渐升级，在 1999 年的时候，映铮的
婚姻亮起了红灯，她遭受了生命中第一次重大挫折。 女
儿被送回了老家，而她，窘迫的只身前往深圳打工。
映铮初到异乡，举目无亲，为了生活， 她加入了应
聘求职的长龙，也遭受了在求职过程中的不公。 不过，凭
着多年娴熟的工作经验和创业经历， 她获得了职位，而
且凭着才能和机遇， 她很快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赏识，
在一年之内由人事经理荣升为行政经理。 也在那个阶
段，映铮有了更好的条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书写文章，
抒发人生。 她的文章常常见诸报端，其中一部名为《儿不
认母》反映留守儿童现状的小小说，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南方各大报刊争相报道，映铮的名气越来越大。
“打工的岁月，体会了太多酸甜苦辣，不过，也找到
了自信，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映铮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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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映铮，笔名映铮，四川开江县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现任开江县文艺创作办公室主任。 早在几年前，映铮
的作品就远发澳大利亚、西班牙、加拿大、新加坡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曾获中国散文家协会“中国散文精英”奖，
四川省散文学会“散文奖”，达州市“五个一工程”奖。 被
评为达州市“首届文艺创作政府奖”唯一女性获得者。 可
以说，多年的笔耕生涯，她硕果累累。
映铮对文学的爱好不是天生而来，从小的成长环境
对她影响至深。 她从记事起，家里就有古今中外各种类
别的书籍，这在当时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不多见的。 后来
才知道， 这些书是父亲曾经在当老师的时候保留下来
的，在那个特殊年代，因为成份问题，他从一位教书的文
人变成了归田务农的庄稼汉。 所以，书，成了父亲全部的
精神世界。
而这些书对当时的映铮来说，就如同美味的精神食
粮，让她为之着迷，虽然许多字还不认识，但在父亲的帮
助指导下，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她就读完了繁体版的中
国四大名著，和国外的一些世界名著。 在初中时期，映铮
的文学才华开始显现出来，她写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
当做范本在班上朗读，给她增添了许多的自信。 不过，也
正是因为太热爱文学， 而导致自己的学习偏科严重，所
以只能选择就读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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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文章从不
为满足别人的窥探
欲和好奇心而创作，
她的笔为心动，心为
情生。 所以，她的文
章总是透露出温暖，
显现出本真。 她始终
觉得文字是一种力
量也是一种责任，更
透着爱与希望。 朱映
铮，一位用笔描写生
命，润泽岁月的达州
本地女作家。

生命由此而精彩

映铮在写作上的名气早就传回了家乡，一位在家
乡的老作家向她抛出了橄榄枝，希望她能回来，为家
乡而创作。映铮纠结了很久，最终，她放弃了在公司优
厚的待遇，也谢绝了公司老总的再三挽留，选择了听
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召唤，回家。
经过一波三折， 映铮以一个特殊人才引进的身
份，成了开江县文艺创作办公室专职作家，从此，她有
了一个更宽阔的舞台。多年来，她如鱼得水，创作灵感
如泉涌。 一大批带有温度，带着感恩，饱含人情世故、
人文思想的优秀作品相继问世。
一位旅加华人因为看到了她的一篇颂写家乡的
文章《荷叶上的村庄》后，不远万里，专程来到了开江，
拜访了映铮， 还把文章和现实中的地方进行了对接，
拍摄了视频，做成了电视散文，在北美知名节目
“
名片
中国”进行播放。
2018 年 2 月 6 日，映铮呕心沥血创作的 45 集古
装反腐大戏《赈浙东》在杭州正式启动，这也是她第一
部影视剧本。 朱映铮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对剧本进
行了影视化的改编，用影视剧的方式，传播朱子文化。
因为崇高的使命感和新颖的创作手法，不仅受到学术
界的高度赞扬，并成为杭州市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文
化项目，这也是咱们达州本土女作家第一次
“
触”电。
映铮对诗歌、散文、小说、影视剧本等不同类型的
写作方式都怀着一种极高的创作热情，她没有特别偏
爱某种写作方式，因为每一种写作方式都激发起她不
同的情愫和热情去用心而写。 在去年，她创作的歌颂
家乡的两首歌曲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 《星光大道》节
目。如今，映铮正在筹划着自己的下一个写作目标，一
“湖广填四川”和
“巴人文化”的作品，这将是对
个关于
她的又一挑战。
“
我很感恩多年来在写作路上经常能遇见伯乐和
一直有良人相伴，我的生命也因写作而精彩。”映铮说
道。
（达州新报全媒体记者 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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