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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时间
□姜东霞

■第一感受

段爱松的《金缕曲》的构建首先是一部交响乐，一

共五个乐章，各乐章之间交相辉映，每部之间现在、过

去以及未来相互呼应、交错、攀援，构筑形成一张缜密

的织体。小说的语言绚丽而充满诗性。小说的内部

是关于生死，关于寻找、重返、救赎、完成，天与地一体

万物和鸣，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分，没有边界，多

重空间并行交错。

《金缕曲》是一部有相当难度的小说，这不仅仅是

从阅读的层面上，就写作而言亦是如此。本书分为五

部，每部由10个小章节组成。第一部，由事物构成，

第二部，由人物构成，第三部，由时间构成，第四部，由

器官构成，第五部，由音乐构成。每一部每一章甚至

细到每一小节，都能独立成篇，抽出来都是一个完整

的故事。似交响乐的组曲，各小节之间相互铺陈，交

相辉映，层层推动，形成共鸣。

长篇小说的现代性里，复调首当其冲。在这部小

说里自然界中的合唱：天象、地象、物象、人象之间，每

一声部丝丝入扣对应形成天簌之音的天然之网，构成

了此部小说浑然天成的独特气质。

小说所描绘的时间，不是从时间而来，而是来自

物体。如此对时间的把握和描述，更能以一种极端的

方式和速度抵达某种真相，即时间世界的虚幻与荒

诞。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承担了音乐的对应感、命

运感，承担了角色自身的命运，以及小说要表达的另

一种命运。青铜是小说的陈色，这就使小说如同一个

器物一样，使之具有了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意义，以及

审美趣味。

作者构筑了一个纸上晋虚城，其实，就是作者故

乡一个古老的小镇。神秘浩大的古滇国深埋于地底

下，它的过去、现在、将来同时重现在铜镜之中，重重

叠叠的时间重重叠叠的人和事物，无论是镜子里的时

间，还是梦里的时间，抑或是此之外的时间，地底下的

人、地上的人，重叠交错百转千回的流动，一一都有对

应，都能相互照见。

“金缕曲”，也许没有比这个更能恰切这部小说的

名字了。“金缕曲”除却词牌名外，作者是否意取三字

拆散后各自蕴藏之意，不得而知。

如果一意孤行地将《红楼梦》看成一部佛书的

话，它是以宏大而细碎的人世为参照展开的，而《金

缕曲》是以时间以及时间之外的错乱事件为参照展

开的。我想说的是某种相似性，繁华喧闹中的悲凉，

千丝万缕的牵扯复沓，以及人事万物的因果联结和

流转。

这让我想起阿尔罕布拉宫，它的宏大辉煌奇崛雄

伟，不仅仅是靠时间完成的，建筑与建筑之间的每一

个小到细节的映照或者呼应，都是无与伦比精准匠

心独运的陈述。它的不朽源于它绵延的诗意，如同

一座流动的永远不会停止和阅之不尽听之不竭的乐

曲。它的建筑本身就是一部辉煌的曲目。它不属于

哪个时代，它只属于时间。我想《金缕曲》是否也意

在构筑这样一座只属于时间，多重空间多重意义的

宫殿。

小说切分了现实的时间和空间，重建了小说的时

间和空间。小说中的“我”被时间选中，成为罪犯、成

为青铜贮贝器上的骑士，成为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

人，被追杀、逃离、寻找、救赎、回归，长长链条中环环

相扣的每个环节，一个是另一个的节点。

冶炼术是世界的原点，它的存在是使固态与液态

相互流动，使时间世界从原点重回原点。它是欲望的

溶液流淌不息，是燃烧、熔铸、摧毁与重塑的永恒之

术。在当下千面一孔的小说叙述里 ，《金缕曲》也许

不属于现在，它可能只属于过去或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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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文化整体的发展，

在新形势下适应人民群众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的

精神文化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

推进文化创作发挥更好的传播、影响与引导功能的

根本途径。这首先需要我们对新时代的新形势有

着明晰的观察、分析和判断。我们身处一个全球

化、信息化和技术化的“新时代”，文艺创作的语境

与“新中国”初期以及“新时期”都有所不同，其突出

的一点就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

形成，人民出现了更为细化的需求。文化产业与文

化工业生产出自己的受众——“大众”。“大众”属于

人民中的组成部分，但更多带有消极被动性质，需

要在普及的基础上加以提升，有针对性地对不同

“人民”群体进行分众式传播，既要有满足娱乐诉求

的文化产品，也要有注重雅正传统和教育意义的文

化产品。

聚焦新时代新风貌，针对创作中有“高原”缺

“高峰”的问题，增强文艺原创力，提高质量的前提

条件在于认识上的提升，即从整体、宏观的层面把

握现实，并在认识现实的基础上提炼萃取。从逻辑

层次和类型上来说，现实分为三种：一是经验的现

实，即包含着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感知到客

观、自然、社会、历史等客观现实，以及由之产生

的心理与情感的主观现实；二是话语的现实，即

由既往的文艺作品、学术著作、科学成果所形成

的对于现实的构型；三是想象的现实，即在虚拟现

实已经日益进入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的

情况下，通过对于多重现实的综合性认识之后，创

造出讴歌新时代、塑造英雄模范人物、勾勒美好未

来的理想文本。

在面对新时代的新现实、新语境和新征程中，

对于“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的把握、个别的具体社

会环境的刻绘、具有示范与先锋意味的人物塑造，

仍然是书写我们时代新史诗的基本要求。“社会现

实关系总情势”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现实关系的

真实情况，二是时代的脉搏和动向。一方面作家要

忠实于现实真实地描绘现实的情境，另一方面又要

洞察生活表面下的暗流汹涌。这就要求创作者敏

锐地捕捉到时代的脉搏，揭示出社会生活发展的方

向。同时，由于人物是环境的中心，人物行为方式

的改变特别是思想境界的提升，都对环境产生较大

的影响，从而促使环境变化发展。

我们时代中坚的写作者们在语言、修辞、结构、

隐喻、象征等技术层面上已臻于娴熟，这其中既有

来自于古典文学的滋养，也有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

文学的浸润，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其他国家民

族文学交流互动的结果。但如果要想使得作品形

成美学意义上的跃进，语言技术和形式艺术上的创

造只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和底线，它显然还需要

在对于世界的认知上有所突破，也就是说它必须要

体现出一种精神维度上的“思想”。这种思想凝聚

在“中国精神”之中，但“中国精神”并非是图解观念

的抽象显现，而是通过情节组成或结构本身表述出

来，在技法和形式中蕴含作家个人的观察、体悟与

见识，它体现在表述语言、叙事节奏、抒情方式、情

节编撰的诸多方面，是创作者对于经验到的世界的

赋形自觉。

以电影为例，弘扬主旋律的电影一贯的定调是

寓教于乐、雅俗共赏。电影作为大众艺术，重要的

功能体现在娱乐上，保证了这一点，才有可能进行

进一步的宣教或探索型思考。在这一点上，《湄公

河行动》这样的影片就很好地融合了视听奇观与阳

刚气质，主人公属于“高概念”人物，性格鲜明而又

没有流于“高大全”的空洞，在保证娱乐性的同时，

也让主流价值观有机而不生硬地融入进来，是一种

国产类型片的有益尝试。《出山记》聚焦贵州省遵义

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扶贫搬迁，通过不同家

庭、人物展示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情感心理转化过

程，较好地反映了惠民政策与时代的大转型。在穿

透日常的迷雾、接榫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新人

与新环境的典型形象，在形象中透视出时代的内涵

与精神、未来的走向与趋势。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艺之所以被称之为

“新”，正是在于它强调主体性的理想性质。它与

“旧文学”、“旧文艺”不同的地方在于，因为有着对

于理想图景的想象和追求，才能从既有的文艺样态

中革故鼎新。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建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实

践，文艺总是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共振，“发时代之

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

和社会变革的先导”。这种理想性质立足于当下，

指向于未来，而现在就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存在，

它不仅要如实描摹当下的多重现实，更要在现实的

幽微之处，显现出理想的光芒。所以，新的历史主

体形象需要有着整全的人生观、历史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作为依托：它可能产生于日常生活的鸡零狗

碎、蝇营狗苟之中，却必然要超越于此；它也许身处

幽暗人性的勾心斗角的环境之中，但一定要有对黑

暗的批判立场和对光明的理想追求。就此而言，有

待加强的是作家的思想穿透力、精神涵盖力和想象

未来的信念，具体表现为找到我们时代赋形现实的

方式，在总体性意义上讲述生活与情感，塑造出我

们时代立得住的人的形象。

在技巧素养、美学传承之外，只有拥有自觉的认

知、真诚的情感、高尚的旨趣、雅正的趣味、宽阔的胸

襟和强健的精神，才有可能探明社会的真谛，洞察复

杂的心灵，描摹时代的精神，回首过往的功过，展望

更好的前景，进而创造出无愧于己、有益于人的伟大

作品。新时代的文艺只有完整全面地在多维度上齐

头并进，才会在参差多样的生态里获得真正的自信

和生机，繁荣茁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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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时我们抱怨没什么东西可写，找

不到素材，这时不妨思考一下，是真的没有

东西可写了，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积

累了一定阅历、经验，写作技巧也相对变得

娴熟，与此同时，我们似乎也失却了一些最

初的激情，少了那份对生活的敏感，见怪不

怪，使得我们的笑点、泪点、痛点都提高了，

反而会无所适从。比如，我生活在上海，上

海是怎样的，恐怕每个上海人都会觉得很

了解，仿佛是再熟悉不过的。但换个思路，

焉知这种了解不是一种误解和惯性认知？

抑或是一种先入为主、似是而非的印象？如

果上海是座不夜城，是颗夜明珠，那我们身

在其中的人，其实是灯下黑，就像蜡烛，最

靠近烛心的区域看似吓人，反而温度最低。

做不到距离产生美，也谈不上雾里看花，而

恰恰就是灯下黑。明知道她是多么丰饶、多

么有故事，有时候往往就是找不准切入点，

不知该如何下手。这恐怕是我们每个上海

作者都有过的烦恼。所以铁凝主席讲的另

一句话，让我很受启发——“作家不光要模

仿生活，还要创造生活。”我认为这讲到了

一个与现实贴近和抽离的关系。其实，今时

今日我们再提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已

经不仅仅是一句疑问句，而更是一句选择

疑问句：“深入什么生活，挖掘什么素材？当

选择好了素材以后，你会用什么方式去呈

现，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读者有这样的

抱怨：“看你的小说，不如去看一篇通讯稿，

还来得爽快点。”这话一方面说明现在社

会节奏加快，读者的审美也随之变得更加

明快务实，另一层面也给了我们这样一种

思考，那就是，纷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在我

们笔下该怎样去呈现。当小说内容本身比

较贴近现实，这种情况下，在技术层面上，

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如何抽离，从而获得

更深层的人性探求和艺术美感。

前两年有一部韩剧叫《请回答1988》，

好评如潮，没有俊男靓女，靠的就是一点一

滴细致入微，打动人心。堪称一部刻画现实

生活百态的佳作。感慨之余，我也生出个念

头，如果拍的不是1988年，而是2018年，背

景就是当下的都市，没有时间红利，没有情

怀红利，不要说邻里之间，就是自家人的相

处方式也越来越格式化，一个手机就可以

搞定一切，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能拍出那种

味道。时间有锦上添花的功效，许多我们至

今念念不忘的书或是影视作品，除了本身

确实经典，可能有一部分原因，也来自于我

们对过往时光的一种怀念、一种虔诚，一种

对逝去事物求而不得的微妙情愫。好比一

张照片，刚拍好没什么感觉，把它放久了，

泛黄变旧，自有一种影影绰绰的意韵。然而

写当下，时间空间上都是零距离，人人都是

考官，太贴近没有美感，流于琐碎，太抽离

了又太假，分寸很难把握。当下城市题材的

作品，既要真实贴切，又要在水泥森林里延

展出一番诗意，确实比较难写。

我前不久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城中

之城》是以陆家嘴金融开放区为背景，写了

一家国有银行里发生的故事。我本人不是

学金融，对这块相对比较陌生，所以在动笔

之前，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去一家银行

蹲点，待了许多部门，包括前台、信贷、审

计、财务、国际结算等。我给自己定了一个

目标，那就是，小

说不要有硬伤，

即便是专业人士

看了，也不要让

他们觉得是个外

行在写金融。小

说发表后，我给

一些银行里的朋

友看，都说挺好，

甚至有读者在网

上给我留言，“你

是 不 是 学 金 融

的？”这让我不禁

窃喜。从蹲点到

前期构思，写人

物小传和梗概，

再到正式动笔、

修改，定稿，前后

加 起 来 有 两 年

半，是入行以来

写的最艰难的作

品。因此很开心，

觉得努力没有白

费。然而有一天，

某位读者在微博

上给我发私信，

他说他也是银行

里的，并且很直

接地指出，“你写

得太不放松了，

太亦步亦趋了，

正因为你不是专

业的，害怕被人

说不专业，所以

你才会写得这么

紧张。”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某某创投公司

的经理人也写了一篇金融小说，好坏不论，

至少写得要放松洒脱得多，从金融这块衍

生出去，不是单纯为了写金融而写金融。这

话让我一下子呆住了。再一想，确实有道

理。以前我写那些相对熟悉的日常生活题

材时真是很放松的，写法形式上也很跳脱，

不拘一格。好比放风筝，线头在我手里，所

以有恃无恐，大可以把它放得很高很远。这

件事让我印象深刻，而且也有收获，它让我

思考今后在写现实题材（尤其是相对不熟

悉的题材）时该怎么拿捏分寸，怎样腾挪空

灵，怎么样处理会更合适。因为作者肯定不

会只写熟悉的东西，他永远会面临虚构和

写实的处理关系问题。

后来有记者采访我，问对这篇小说有

什么遗憾的地方。我回答，可能写得过于实

了一点，如果让我再重新写一遍的话，我就

会像《倚天屠龙记》里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

剑法那样，先演示一遍，问他记住了吗，张无

忌说，忘了一小半。再练，再问他，张无忌说，

忘了一大半。最后一次，再问他，他说，这下

全忘得干干净净了。于是张三丰说，好了，现

在你可以上场比武了。可能写小说也是这

样，当我们深入生活，选定了题材以后，我

们要做的，也许就是先静下心，让那些素材

慢慢消化，变成血肉，与自身相融，直至完

全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再动笔。那这样写

出的东西，真实的生活，笔下的世界，即有

联系，既是贴合的，又是自成一体的。既沉

得下去，也飞得起来。

■评 论 我是我自己的
——读张运涛小说《私奔》 □魏华莹

写儿时情、闺蜜意的故事在张运涛的

小说中并非首例。在小说《私奔》中，慧慧

从小就是特立独行的女孩子，因行为落落

大方备受四邻称赞，被誉为人尖子，也被

同村长大的丽亚无比羡慕。17岁那年，

慧慧偷偷跑到自己喜爱的中学老师家里，

独自把自己嫁过去了，不顾父母的呼天抢

地、捶胸顿足，小小年纪就实现了我的婚

姻我做主。和刘老师结婚后又抛夫弃子，

找到了更为年轻的小苏，并和小苏从县城

迁居省城。后来因小王的出轨，慧慧又决

然抛弃了他，来到大上海重新结婚，并过

上安逸的生活。

可以说，私奔自古都带有女性的自我

解放命题。从古代的卓文君，再到民国时

期的新女性，几分飒爽英姿、自由奔放，更

多显现出城市、现代的、摩登的况味。近

百年前，鲁迅在《伤逝》中让子君喊出“我

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利”，

毅然奔出家门，和涓生开始美好生活。最

终，因爱没有附丽，无法生存，子君被父亲

领回家，默默死去。即便如此，鲁迅仍预

言，“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

的。”

在张运涛笔下，我们发现，现在的中

国，来自最深处的乡村女性，也在自我解

放的路上一路奔跑。有率性而为的慧慧，

有紧跟其后的丽亚。最终，丽亚完成对慧

慧的讲述，慧慧完成对丽亚的人生指导。

同时，丽亚和慧慧都抛却过去，为自己改

了名字，丽亚试图改为王慧琴，慧慧早已

变成了王明媛。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女

性的自我解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私奔早

已成为落后的话语系统，自由奔放已成为

新的命题。

不得不说的是，这样的乡村女性故事

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既有认知。关于乡土

小说、进城故事，也许路遥的《人生》影响

太大，我们的认知都没有办法绕过去，高

加林的进城故事，刘巧珍的爱情故事，打

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同样是追求爱情，乡

村女性刘巧珍和城镇女性黄亚萍显示了

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刘巧珍温婉、含蓄，

黄亚萍热情、奔放，她主动出击，抢走了尚

属于巧珍的加林哥，巧珍在被爱情抛弃的

伤痛面前只好默默流泪、忍受，另嫁他人。

可以说，刘巧珍的美丽、善良、爱的含蓄深

沉打动了无数人。时代在滚滚前进，女性

在自我解放的路上越走越远。所谓的旧

伦理、道德早已被粉碎，甚至该有的牵绊

也无从谈起，女性完全可以畅通无阻地开

启新生活。

然而，严格说来，这并非是完整的私

奔故事，从古至今，关于私奔的主题，都应

是男女同步的，慧慧的私奔，却总是单向

度的，是自我的奔跑和对男性的遗弃。在

她的世界里，男性只是工具，因而，她的私

奔也是一个人的私奔。婚姻对她来说，是

自我解放，更是人身依附，她在不同男人

之间游走，依靠刘老师从乡村迁入县城，

依靠小苏老板从县城来到省城，依靠老吴

从省城来到大上海立足，她并没有独立人

格和自我身份认同。用丽亚的话来说，

“她又没文化，不靠男人怎么在上海那样

的大城市立脚？”然而，她的出场，那褪尽

的乡村底色，那展露的贵气仍是虚无和自

我粉饰的，她的炫耀和得意仍来自女性的

身体力量。

自古以来，女性的弱势和悲剧在中国

文学史上比比皆是。自民国以来，随着现

代思维的引入，打开视界面向西方，女性

解放、新女性的定义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普

遍认可。从民国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

悲剧，再到一代代新女性发出宣言，抑或

身体力行奔出家门、抗婚求学，到城市去、

到延安去，到活泼自由的空气中去；再到

李双双、林道静的自救之路，进而到新中

国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似乎觉得女

性的解放早已经完成。

然而，小说《私奔》却不经然揭开了一

个大问题：如果女性的自我解放伴随的仍

是再次依附，自立从何谈起？如果说女性

精神解放转了那么多圈，还是要回到嫁人

改变命运的旧圈套去，这不免令人沮丧。

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设立一个高高在上

的慧慧，一个不断进城的“成功者”形象，

虽然他的心理认同更多倾向丽亚，一个较

为普通的女性，她对“成功者”的仰视，她

的艳羡不可及，却使我们看到生活可以落

到实处，而不是一直端立在别人的目光

中。她的小步走相对于慧慧的大踏步虽

然落后许多，但却使我们看到步步跟进和

被带动的力量。毕竟，丽亚这样的相对平

凡女子才是生活中的大多数。小说好就

好在作者没有以简单的泛道德化来考量，

只是讲述他周边的女性生活，也许是他的

同学，也许是他的同代人，也许是他目力

所及，这些乡村女性进城的挣扎和她们属

于自己的故事。这也使我们看到城市化

过程中更多人的命运，以及在我们这个时

代，不仅仅是男权话语的遮蔽，女性自身

的定位仍存在问题。

在技巧素养在技巧素养、、美学传承美学传承
之外之外，，只有拥有自觉的认只有拥有自觉的认
知知、、真诚的情感真诚的情感、、高尚的旨高尚的旨
趣趣、、雅正的趣味雅正的趣味、、宽阔的胸宽阔的胸
襟和强健的精神襟和强健的精神，，才有可能才有可能
探明社会的真谛探明社会的真谛，，洞察复杂洞察复杂
的心灵的心灵，，描摹时代的精神描摹时代的精神，，
回首过往的功过回首过往的功过，，展望更好展望更好
的前景的前景，，进而创造出无愧于进而创造出无愧于
己己、、有益于人的伟大作品有益于人的伟大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