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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村庄》构筑了一个人、畜共居的村

庄，到《虚土》《凿空》时，灵以恍惚的纯精神意象

开始加入，指代着作家不舍的前世今生；到了《捎

话》，灵终于有了实体形式，正式加诸刘亮程宏大

乡村叙事的宇宙观。村庄还是那个村庄，但这些

村庄联结在了一起，在广大沙漠绿洲间联结成村

庄的世界。村庄的联盟渐渐演变成两大敌对阵

营，黑勒要推倒毗沙高耸入云的城墙，因为它使

黑勒国总是生活在它的阴影下；毗沙派翻译家库

向黑勒的买生昆门捎一头毛驴谢，改宗了的买生

天门最终活剥了谢，得一部驴皮昆经；毗沙与黑

勒的无数次战争持续了一代又一代，一只人羊在

战争中被做成，并牺牲成为天门墓地的祭祀物；

收割人头的战争使一座座村庄成为无人的荒村，

死去的人以魂灵的形式与人共居；一个叫妥觉的

鬼倒骑在库的毛驴上，头和身体日夜争吵。因为

叫觉的毗沙将军的死尸上缝了叫妥的黑勒将士

的头；在这片无边无垠的广大沙漠绿洲间，50种

语言在通行，一种语言就是另一种语言的黑暗；

人不能做到好好捎话，战争是捎话的最极端形

式。沙漠绿洲上的村庄世界，动荡百年的精神之

变被刘亮程窥看。《捎话》是一部人、畜、灵共居的

乡村史，是一部另类的人类战争史。

作为一个中国乡村文化的固守者，一个多少

有些保守的怀旧派，刘亮程将凝视赋予每一件事

物：除了人的一辈子，狗、驴、鸡、尘土、树叶的一

辈子，甚至灵，也被刘亮程观察和冥想，他的意识

总是深入到别人难以企及的深处，那些意识最模

糊、神经最末梢的区域被思想和文字唤醒。在刘

亮程看来，人和世间万物一起，加入到宇宙循环

往复的洪流中。《捎话》是一部宏大的乡村史，构

成乡村的物件一样都不能少。两国交战，驴、狗、

鸡都要跟在后面参战，甚至死了的人也以灵的方

式与人共居，这就是刘亮程不舍的凝视。他本质

上是一个诗人，30年的创作更是将他的语言修

炼得炉火纯青，不但在语言的艺术实践上，在对

语言的思考上，刘亮程也表现出真正的的理解。

这在《捎话》中有专门章节甚至以《语言》命名为

证。他在物象的能指间任意跳跃、转换的本领早

已非同一般，一个中国农耕文明熏陶出来的汉族

作家，莫名地具有了哈萨克谎言歌一般的言说方

式。这种言说方式，就是要让你看到语言的威力

和玄妙，语言才是众妙之门。实指是虚指，虚指

比实指还真实，他像语言的巫师一样，力图与世

界发生交感反应。他在语言中通达宇宙，由此将

中国古典诗学的美感发挥得淋漓尽致，诗歌才有

的穿透力助我们到达通明。只有很少的作家具

有这样的大视野：文学是宇宙原理的显现。中国

人的哲学，主要是道家，本是物我两忘、物我不分

的，万物都有粘连，万物都有说不清的象外之意，

象外之意的无穷粘连就是宇宙。多少种理论在

分析刘亮程时，显出了某种简单，因为刘亮程所

倚靠的乡村文化的精髓，是一种具有几千年文明

的强大支撑。那些借用来的、根还没扎稳的、不

适用的、没有血脉关系的理论，是无法涵盖和真

正懂得刘亮程的文字的。

“庄子、屈原、《山海经》、唐诗宋词、明清笔

记，还有翻译过来的一些西方经典，都影响了

我。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庄子，那是我年轻时读

得最多的一本书，虽一知半解，那种气息我能感

觉到，能心领神会。”声称受庄子影响最大的刘

亮程，也许正是受了庄子那种天地混沌一体的

行文风格的启发。就连黑勒和毗沙的战争，不

也正如《庄子·则阳》中的蜗角之争，左角上的触

氏和右角上的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

万”。人类的战争到底有多大进步呢。战争是

庄子嘲讽的对象，一场死数万人的战争在庄子

的宇宙观里，只是两只蜗角之争。庄子化解了

大小、有无，从而达到虚静甚至玄虚的境界。正

是在这种意义上，刘亮程也形成了自己的齐物

论。狗呀鸡呀驴呀都具有与人同等的地位，《捎

话》中，驴是仅次于人的重要角色。还在写《库

车行》的时候，作者就发现了一个南疆的秘密。

当时库车人口40万，有4万头毛驴。每当巴扎

日，有上万头驴车聚集在大河滩上，景象非常壮

观。这种陪伴了人几千年的家畜，使刘亮程产

生了类似于家园乡情的深厚感情。他试图像理

解人一样理解动物。在写《通驴性的人》时就透

出端倪，他的野心似乎是要通到自然、天地之

灵。这就使他的文字常常笼罩在空灵的氛围

里，灵无处不在，灵是一个有机体。他的文学也

便如仿生学般在模仿生物体的智慧和心理。“灵

在世界不占地方。人的心给灵一个地方，灵会

进来居住。不给灵就在风里。人得自己有灵，

才能跟万物的灵往来。”“当你坐在芦苇丛中，和

一棵芦苇面对面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芦苇是一

个生命，是可以与己在心灵深处交流，作家就是

要通过这样一种交流达到神性，他不仅呈现了

一个植物，而且要在这个植物上发现神性，发现

他的生命”。这种“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可以

说在他的文本中随处可见。

如果强行要在一位西方理论家那里找到刘

亮程的知音，那么凡蒂莫算是一位。他的关于文

学是记忆和痕迹的承载者的表述，非常切近地传

达出刘亮程这一类文学的特质：他们是发自过去

的语言信息的承载者，他们力图跨越时间，从充

满死人声音的过去、从属于那个过去的传统向观

众诉说，就像纪念碑或墓碑，不是为了击败时间，

而只是为了在时间中忍受。这种向将来的人传

递痕迹和记忆的文学，无疑具有诗性特征。而诗

意词汇那种脆弱、非中心的真理，也由此永远无

法从一种稳定的、客观的、可证实的知识角度来

加以思考，诗人正是通过诗意语言的纪念碑性使

真理产生作用的那一类人。

《捎话》始终在语言上贯穿着刘亮程执意追

求的玄学趣味，或曰哲学意味。从而呈现出艺术

与哲学与情感紧密溶为一体的深邃动人的特

质。在这个印刷复制品时代，刘亮程以自己的文

本标杆出独一无二，从雷同、复制、同质的海洋中

孤独弋出。如果说艺术品早已失去光晕的笼罩，

本雅明所谓的“气味”正在消失，那么，刘亮程也

许就是一个文学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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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类重要的精神活动，是

参与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优秀的

文艺作品，总是能够反映出进步的思

想，是时代精神的标高。所以，文学

不能甘于平庸，不能匍匐在物质利益

的脚下，不能自我矮化，而应该抒发

崇高的情感，讲出精彩的故事，传达

正义的力量，作家艺术家必须投身新

时代，感受和书写新的风貌。

今天，我们看到，向着梦想奔跑

的现实，无可争辩地显示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曙光，提供了人类历史未

曾有过的成功经验，向世界贡献着自

己的智慧。今天的现实，为文学提供

了新鲜而又深刻的内容，所以，只有

聚焦新时代，关注现实，投入人民群

众的伟大实践，才能奏出时代的洪钟

大吕。

近年来，江苏省作家协会在省委

宣传部的领导和指导下，大力支持作

家聚焦新时代，推出讴歌党、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

作。去年，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作

协组织写作出版了报告文学《最美江

苏人》，由作家们采写了十多位江苏

时代楷模。其中有习近平总书记作

出重要批示的守岛卫国的王继才，有

全国闻名的华西村等等。

这是向党的十九大献礼之作，是

江苏作家聚集和书写新时代新风貌

的一次践行，也是作家们长期坚持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交出的一份答卷。

《最美江苏人》的写作，是一次带着任务去采

访，确定主题才构思的写作，这一次写作，让作家

们感觉风生水起，欲罢不能、尽情挥洒。因为大

家笔下的人物，有太多的精彩故事，有太感人的

一个又一个瞬间。

我采访张家港长江村郁霞秋书记的时间是

8月16日，也是去年最热的日子，我因为肩周炎

颈椎病发作，十分疼痛，大热天围了一条厚厚的

围巾。结果和郁书记一见面，她居然也围着一条

厚围巾，我顿时知道，我们是同病相怜。后来聊

起来，果然如此。但是，即便身体不适，即便有种

种困顿，郁书记从来没有休息，也从来不给自己

放假。采访中，长江润发集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了我这样一个细节，在北京做长江润发上市工

作的那些日子，郁书记劳累过度生病了，她本来

是医生，就自己给自己打点滴，到了

下午该出发谈判的时候，她一手举

着药瓶，一手拉开出租车的车门，就

上车出发了。这样的细节虽然我不

能亲眼目睹，但它一直在我的眼前

浮现，而且我相信，它会永远地深深

地刻印在我的心里。

在这一群“最美江苏人”的人生

轨迹中，遍布着的这样的细节，充满

着这样的瞬间，可以说，他们的人生

就是由无数的拼搏的瞬间组成的。

我同样相信，我们每一位作家，在与

他们的交往、了解、写作的过程中，

必定是深受教育、深深感动着的，我

们看到，英雄就在人民中间，楷模就

在我们身边。

确实，今天的“最美江苏人”，他

们的功劳薄上，记载着许许多多的

光辉业绩，他们的头上，也环绕着很

多的光环，他们无不是功成名就

的。但是，这些功劳、这许多成就，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运气”

两个字可以容纳的。梅花香自苦寒

来，这次采访写作活动，让作家们更

进一步、更深切地了解到，在“最美

江苏人”这个光环的背后是什么。

所以，每一次的采写，就是一次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活动，是一次

向人民群众学习，向“最美江苏人”

致敬的行动。正是他们的努力、他

们的付出、他们的追求，丰富了我们

的写作，推动着我们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这

种动力是始终存在的，所以，写作状态始终是顺

畅的、跃动的，是激情燃烧的。平时在写作中可

能出现的无病呻吟、思想的枯竭、灵魂的迷失等

等，都不复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

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聚焦新时代，讴歌人

民，让文艺成为时代精神的标高，这是文艺工作

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必由之路。只有投身于人

民群众之中，沉下身、沉下心，才能摒弃浮躁，才

能提高思想境界，从更高的视点去观照、去反映、

去描写，也才能将新时代的新风貌、将人民群众

的精气神真实而透彻地写出来，让这些作品具有

震撼人心的力量，与时代脉搏共同跃动，展示人

类共同的理想情怀。

创作离不开生活，这不言而喻。但要熟悉

一块具体的生活，有直接方式，也有间接方式。

直接的方式自然是下到生活深处，去触摸生活

的腠理，感受生活的温度。间接的方式则是通

过各种资料或借助一些手段去了解。我觉得这

两种方式都可以。但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是一

个问题。显然，前者来的更直接，在体验的过程

中得到的生活经验也更鲜活。所以，这样的方

式可以叫深入生活。后者则由于这种“间接”所

决定，只能叫了解。当然，对于有的生活，由于

它的性质或条件所限，就决定我们无法去直接

深入，比如历史或一些特殊领域，这不在讨论之

例；应该说，当我们面对一块具体的生活，虽然

间接的方式可能会省力，也来的更快，但毕竟隔

着资料这一层。所以只要有条件，有可能，还是

要去直接深入。

这就又涉及一个问题，如何深入生活。我

个人体会，这又有两层，一是外在的，一是内在

的。前者是，接触到的生活是生活，我是我。后

者则是自己的内心与生活完全契合，融为一

体。生活是活水，我们的内心也可以是活水。

说生活是活水，是因为它本身是流动的，甚至是

奔腾的，也是瞬息万变的。而我们内心深处的

活水，则包含着一个人的记忆、经验以及支撑这

些记忆和经验的知识结构。但人的内心深处这

潭活水，要想让它活起来也是有条件的。失去

这个条件，它就会失去活性，变成一潭死水。这

个条件，就是与生活的活水接驳起来。这种接

驳有些类似于连通器的原理，一通皆通，一活皆

活。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当我们内

心深处的这潭水接驳了生活的活水，它也就恢

复了活性，继而随着流动，让所有沉睡的记忆和

经验都随之苏醒过来。

由此可见，当我们走向生活，走向生活的深

处，一般会遇到三种情况，一是“以一当十”，二

是“以一当一”，还有一种则是“以十当一”。人的

记忆不是录相机，哪怕是一个记忆力再超强的

人，也不可能把他看到和听到的都记录下来，即

使记在笔记本上，录到录音机里，也总会有流失

和衰减。最后，留在我们脑子里的十之有一或许

就已经不错了；也有这样的情况，或许接触的这

块生活正好是我们熟悉的，也正是我们需要的，

刚好吻合，这也就可以“有一得一”了。但还有一

种情况，在我们深入生活时，接触的这块生活可

能是陌生的，这时深入的过程就不再是熟悉的

过程，而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了。可是在学习的过

程中，这块原本陌生的生活却开启了我们记忆

的闸门，将我们曾经的一些生活经历和经验唤

醒了。而被唤醒的这些以往的生活经历和经验

又与眼前正在接触的生活相融，浑然一体。如此

一来，我们所获得的也就不仅只是这一次的体

验和经验了。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以一当十”。显

然，这种“以一当十”的深入生活方式是增值的，

同时也使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获得了一种

全新的张力。应该说，这样的深入生活，可以使

内心与生活真正的连通起来。

我曾经有过一段深入生活的经历。2012

至2013年，在中国作协和公安部的安排下，我

到公安系统的一线去深入生活。在此之前，我

从没接触过刑侦工作，刚到刑侦一线不仅处处

陌生，也有些紧张，在与刑侦一线的侦察员接触

时，他们说的一些对案件研判的专业术语，我都

听不懂。后来一个警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

不久前，他们刚为在一线牺牲的同事的孩子搞

过一次夏令营。这些孩子还都很小，在夏令营

里和爸爸当初的同事叔叔们朝夕相处，这些叔

叔把对牺牲战友的感情和怀念，都尽力倾注在

这些孩子的身上。最后在临分别时，一个孩子

对一个叔叔说，您长的特别像我爸爸，我能叫您

爸爸吗？这个叔叔含着泪点点头。孩子叫了一

声“爸爸”。叔叔就把这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了。就是这件事，让我一下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当年曾见到的遇到的和听到的很多事，甚至几

十年前的人和事一下都被唤醒了。就从这一

刻，我觉得眼前的生活不再陌生，与内心连通，

也与内心契合了。我还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曾

有一次，我为了解一件杀人案的侦破过程，深入

到一个海岛。在和当事的一个船老大接触时，

无意中听他说了一次出海的经历。他那次是出

远海，风浪把渔船上的仪器打坏了。当时全船

的人都已绝望，但他凭借着一种古老的观天象

方法，竟然把渔船开回来了。这在我后来的一

部作品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细节。我当时很好

奇，让他具体说一说这种方法。他在地上大致

画了一下。我感到很意外。我是学理科出身，

能大致明白他这个方法的原理。但这个船老大

并不懂数学，在这个方法里，却使用了几何学的

几个定理。

深入生活是要付出成本的，这里既有时间

成本，也有体力成本，还有情感成本，甚至可能

还会付出更大代价的成本。深入生活沉的越

深，也就越具体，而越是具体地深入生活，也就

可能越艰苦。但这时艰苦本身已经不重要，重

要的是我们付出这样的艰苦，能不能有预期的

收获。这里所说的收获不一定是一时的，也不

一定是就某一部作品而言。对于一个作家，也

是一种修炼和磨砺。只有这样，在创作时才会

有底气，写出的作品才会不仅对得起读者，更对

得起这个时代。对自己也才不亏心。

人人、、畜畜、、灵共居的村庄及人类的战争灵共居的村庄及人类的战争
□□何何 英英

心与生活的互动心与生活的互动
□王 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