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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感

小说《长生天》反映了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的

历史事件，其中蒙夏关系的处理与描写，尤其引人

注意。西夏为蒙古帝国的西南邻，蒙古帝国力量外

延，必然影响到西夏。作为文学作品，如何处理蒙夏

之间的关系，不仅考验作者的文学能力，也考验专

业研究北方少数民族史的作者刘利华的史学功底。

从文学和历史角度说，《长生天》在这两个方面努力

的成绩，相信读者会得出自己的判断。

首先，这部小说的历史描写是可信的。《长生

天》描写的西夏内容，占了整本书的相当篇幅。刘利

华为了描写好有关西夏的章节，多次到宁夏、甘肃

等西夏故地考察。作为内蒙古人，内蒙西部的西夏

历史遗迹，更是他不会放过的去处。为了考察西夏

王陵，他半夜时分驱车进入贺兰山前乱石纵横的缓

坡地带，颠掉了车灯，几个人在冬天的瑟瑟寒风中

等到了天亮，才被同行来车拖回了内蒙，其狼狈程

度可以想见。由于历史的原因，蒙古西夏史研究中，

西夏的历史地理、成吉思汗的进军路线等，许多是

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有的是没有解决的。比如蒙

夏关系就处于历史的迷雾中。克夷门是西夏后期重

要的历史地名。确定了克夷门的历史地标，就能很

好地解决成吉思汗的进军路线和西夏的兵力部署。

而这个地方在哪里，一直众说纷纭。作者通过多方

面研究考察，确定克夷门在今石嘴山市和内蒙古阿

左旗经济开发区中间的地方，黄河和贺兰山中间地

带。这个研究成果发表在西夏研究的权威刊物《西

夏研究》上。文学是人学。现今党项人作为一个具有

重大影响的族群已经不见了，融入了其他民族中，

但是他们的后裔，仍以不同的族称生活在祖国的大

家庭中。作者的亲戚中，有的就有党项人的血统。他

也拜访过党项后裔，同他们进行过交流。有一次刘

利华正在创作西夏人老索的段落，家里恰好来了位

姓老的客人。他不禁感叹，冥冥中似乎真有某种力

量在推动他的创作。另一个问题是，成吉思汗五征

西夏，只有前后三次有相关记载，其他两次付之阙

如。他在大量考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形式，将

这两次征夏补充完整。正是有这样的劳动做基础，

他有关西夏的描写信手拈来，游刃有余。

小说的人物形象是鲜明的。《长生天》书中，描

写了西夏宫廷斗争和众多人物形象。无论是知书达

礼少年老成的察罕、美丽聪颖的察合公主、誓死为

国的高良德，还是牧羊人及里木，都体现出党项人

的民族性格，寄托了作者心中美好的理想。其中对

高逸、高良德父子的塑造，集中反映了民族危急关

头，党项男儿顾全大局、为国牺牲的优秀品质和刚

毅性格。史书中说，党项男儿忠国事、轻生死，是西

夏立国的根基和凭靠。《长生天》写道，成吉思汗亲

自率兵攻打西夏山后土城子斡罗孩，守城将领高良

德坚守城池待援。朝廷派来救援的正是他的父亲、

大督都高逸。高逸深知蒙古人的厉害，到了山前逗

留不进，令儿子高良德放弃斡罗孩城，退回山前。而

高良德不愿意放弃西夏一寸土地，坚守城池，拒绝撤

退突围。成吉思汗将大部兵马埋伏在山后，利用被围

困的城池，引诱山前的高逸引兵来援，好来个一网打

尽。两国三方，斗智斗勇。在蒙古人猛烈的攻击下，斡

罗孩城岌岌可危。为国为家，高良德誓死不退。山那

面，高逸明知道儿子性命不保，却为了保存西夏国的

军事力量，免于被蒙古人聚而歼之，忍痛割爱，坚持

不去救援岌岌可危的儿子。在家和国中间，书中这样

描写：“李承桢欲提兵前来，说再不救援，太傅和令郎

性命休矣！高逸不为所动，说男儿不为国捐躯，与灰

狼赤豹何异？坚不发兵。”最终，在城破之际，“高良德

抵抗良久，向南大呼数声，‘父亲，父亲！’自杀身亡”。

书中的西夏男儿，有血性，有担当，真个是一心为国，

不惧生死。其英雄之气，直扑纸面。正因西夏有千千

万万高良德这样的汉子，才使西夏在蒙古人强力打

击下，坚持多年屹立不倒。高逸、高良德父子形象的

塑造，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中增加了两个鲜活的西夏

人物，而且通过人物的命运，补充了蒙夏关系史的

重要历史细节和历史事件。

此外，这部小说的故事叙述是复杂精巧的。蒙

夏关系，初期是敌对的、相持的，中期是合作的、相

助的，后期又是你死我活的。这种敌对——合

作——敌对的关系，贯穿全书的中后期。初期蒙古

人攻西夏，带有试探性，因此，成吉思汗用兵西夏，

并没有全力以赴，并且其用兵，还有蒙古帝国内部

权力调整的意图在里面，同金国关系也是影响蒙古

同西夏关系的重要因素。从西夏角度来说，其主和

派和主战派，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表现也

不一样。因此，本书对此的描写也不是平铺直叙的，

而是复杂和精巧的。本来，成吉思汗水灌西夏都城

中兴府，迫使西夏皇帝李安全献女求和，并宠幸西

夏和亲公主察合，使两国关系达到空前的良好阶

段。他正是因为西夏的驯服，才举兵征金，并进入桑

干河谷，却偏偏这时候，西夏李遵顼废掉安全自立，

这令成吉思汗这位刚刚打败金国40万大军的强人

勃然大怒，就要提兵问罪，并下旨令察合公主从草

原前来陪驾，但察合公主拒绝前来，并非常理性地

劝说成吉思汗不要为自己父皇被废的事分心，一意

攻打金国。书中说，“察合公主遣人回话，感谢大汗

顾念，劝大汗一意征伐，千万莫为合申之事分心，更

莫挂念家人。至于陪驾，军前有也速干哈敦足够。待

大汗回军，妾再陪驾不迟。”这种叙述，将西夏察合

公主的胸襟气度一显无余，也从侧面透露出西夏宫

廷斗争皇统更替对蒙古帝国的影响。西征前夕，成

吉思汗宣见前来纳贡的西夏丞相阿沙敢不，是西夏

同蒙古帝国斗争的正面描写。西夏对蒙古帝国强大

的武力和索求敢怒不敢言，便通过削减所供之物成

色质量，进行相应的反抗。成吉思汗对西夏这些手

段当然心知肚明，通过冷落阿沙敢不来表达内心的

不满。阿沙敢不在威权下自然不敢当下发作，同成

吉思汗虚与委蛇，一旦机会出现，便同蒙古帝国相

对抗。他返回西夏，很快接到蒙古帝国征兵征讨花

剌子模的通知，他当下做主，冷冷拒绝了，并不忘嘲

弄一番，惹得成吉思汗勃然大怒，遣师问罪。西夏宫

廷演双簧，由阿沙敢不唱黑脸，出面抵抗，在力不能

支的情况下，再由西夏皇帝出面表示服从。这种对

待蒙古帝国的两手策略，一直同西夏帝国相始终。

当然，蒙古帝国是一个成熟的政权，成吉思汗是一

个成熟的帝王，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书中，那种城

破之后野无遗类的所谓灭国灭种并没有出现。有的

只是一代雄主成吉思汗，同他的老对头西夏，一起

走进了历史的烟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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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人造的灯光赋予城

市一种迷人的辉煌。高亮的广告和

暗淡的幽微角落，交织、渗透。夜

晚发出一种声音，缪斯隐去，沉睡

了一整天的意识在此刻才寻找到开

端。劳动节长假的最后一天，我站

在学院的西门，这是惯常的等待地

点。某种姿态，我想我就是这样，

不名一文，戴着耳机循环播放着鲍

勃·迪伦：“钱正在变薄，变得不

再耐用。”

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在慢慢

地聚集、形成，时辰一到，下课铃

声具有了宗教仪式般的力量，人群

就开始流动起来。完全流畅的气氛

生发，西门精彩自如的吞吐。在这

条象征之路上，银杏树的影子不停

闪动，硕大的树叶斑斑点点，是通

向学院深处也是远游世界的肇始之

处。男男女女，来来去去，保安不

停地招手阻拦，挥手放行。借着这

个地段，学院内外不断发生着能量

交换。这景象撩人，单纯的风格已

经模糊，校园里的路灯与外面世界

霓虹的交接过渡浑然一体，近乎完

美。而在内外无别之中身份已被取

消。

空洞的时间与城市居民共生已久。大多数时日里，梵

高的画作可能出现在任何大小的手机屏幕中，但真实星空

的缺席毫不影响人间烟火的妖娆弥漫。

只言片语，我们决定去不远处一家烧烤摊子。所经之

处，所有人都坐着低矮的板凳，像侏儒，隐隐绰绰，没有

具体的面容，但可以察觉出正在仰望我们。就在短暂路过

的一个瞬间，我感到在这空旷无边却又密集无比的森林中

被关注的荣耀。夜宵食物是种必要，羊肉串、粉丝汤或者

烤冷面。奶茶嗅着烧烤，香烟嗅着酒精。廉价而苦涩的啤

酒当之无愧作为度过无聊危机的核心，在这一方面，城市

森林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貌。

我们聊得最多的是诗歌。诗歌一度成为我们最伟大的

精神支柱。那完全是抽象的谈论，某个诗人或者某种流

派，热爱或者嗤之以鼻。他们在这个情景里被谈论，远远

胜过新闻和娱乐明星，胜过经济和补助。我们情不自禁，

感到荣耀和崇高。一些名字几乎作为时髦的代表出现在我

们口中，里尔克、曼德尔施塔姆、史蒂文森……在这样的

谈论里，搜寻形容词成为最重要的工作，神秘的、精确

地、热烈的、形而上的、痛苦的……更多的时刻，每一个

人都像一个 19世纪的浪漫主义青年，感到只有无限的激

情和想法，滔滔不绝地表达着自己，因为面前有一个聆听

者的存在而信心满满。可是那样一种架空的讨论，就像文

学院的研究生抽空了文本却浑然不觉，在此之上理论来去

飞行，不绝如缕。枯燥谈论总会缺点东西，比如大声朗诵

几句诗出来，再痛饮一杯长吁抒怀。但环绕而坐的每个人

都难为于此，听见旁边圆桌有人厉声判断出明日势头最盛

的互联网股票。

我听见夜晚的声音，流动的声音，时间就在这种流动

中凝固，孤立了个人的神经。每个人都可能变成一个空谈

者，沉迷于韵律和节奏，沉迷于放空了意义的语言自我复

制。但我不无悲哀地发现，即使是迷人的空谈，那都是在

“最初的日子里”。一些兴趣正在消失，新的情绪开始流

行，“诗无济于事”，叶芝如是说。有人将写诗比作一门手

艺，他们似乎有所体悟，而滚滚的时间之流把耐心堡垒冲

得四散。一位乞丐走到我们身边，颤颤巍巍并念念有词，

我想那是在考验诗歌的道德吧。

“如果，我说如果，19世纪末的中国发生的不是辛亥

革命，那会怎样？”失望的人无非是在从历史的假想中汲

取诗情。可是这样的话题会让在座之人兴奋一个晚上，为

之提出的假设拍手叫好，然后扼腕叹息。几天之后，有人

还会重新提出这个假设，重复这一行动本身成为一个人无

法逃避的宿命。他的假设，他发现的新书，他的构思，他

对某事失去公正的愤慨，都面临着变得陈旧失效的危机。

他会感到趣味乏陈。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我抬起头看到对面二楼

网吧的走马灯，那走马灯久久未曾更换。“忘掉的事情是

不可能原原本本重新记起的。”就在五六年前，走马灯下

那个来自乡下寡言的少年，自知迷惘，正在恐惧地注视着

我，质问着我，照映着我。出神的时刻，我感到这种时间

的惊奇并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哦，那些丢失的和此刻杯盏星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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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俄耳甫斯目光的书写始于俄耳甫斯目光的书写
□□孟孟 冬冬（（彝族彝族））

卡夫卡曾希望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献给写作。然而，

通过他的日记、书信，我们却看到，他的书写充满了焦虑和

苦恼。即便把“一切”时间都用来写作对他而言仍然不够，不

是他不能写，而是不能在某种状态中写才是他焦虑的关键。

他的问题并不在于夜以继日地写作，而在于他希望通过写

过渡到不再有时间的诱惑中去，或者是濒临时光消失的那

个点，在这点逼近时，人只会感到时间的不在场。我们知道，

他的《判决》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一个晚上写成的。

写，在此刻变成了一种等待。它不满足于词语的排练，

像常见的写作那样，仅仅是语词在白纸上铺陈开的练习与

流淌，这样的写只是令语言变得完美，句子通顺合理，所要

写的目的更加清晰。这类书写的语言体系以被理解为最终

目的，无论它建立起来的是小说、散文抑或是诗。我们几乎

不用特别去领会就能理解语言所要告诉我们的目的。

但在卡夫卡这样的写作者这里，写变得晦涩且暧昧不

明，虽然与前一类写作使用着同样的词库、同样的句法、同

样的形式、同样的声音，但这些元素组合协调时受到的不同

刺激造成了两类写作的区别。前者的语言更为实用，写作者

用词语表达他的意图、愿望或是命令，作品即宣告完成，被

读者理解后作品与作者同时退场，发出者的信号在接收者

那里早已转化为别的东西。而卡夫卡这样的写作者却不是，

他们的书写不仅不能完成，且一直处于一种等待循环中。写

只能始于时间濒临消失的点，同时，写也是惟一接近这个点

的方式，在这个点上，混沌的精神被赋形到物质的作品中才

得以呈现，但它不会完成。

要理解这类写作者，需要理解希腊神话里俄耳甫斯的

遭遇。我们知道，在那个古老的神话中，俄耳甫斯向黑暗中

的欧律狄刻走去，他的目的是为了将黑暗中的欧律狄刻重

新带回白昼，他想让无形的她变为有形，变得实在。欧律狄

刻身处在那个被面纱遮盖的极黑暗处：艺术、欲望、破碎、死

亡、存在也都趋向那里。可俄耳甫斯在回头的刹那，欧律狄

刻却消失了，他只看到了欧律狄刻的阴影和不在场。卡夫卡

式的书写就是如此，它始于俄耳甫斯的目光，企图将不在场

的精神带到物质可观的世界。

解读卡夫卡的布朗肖也属于此类作者。他的小说几乎

丢掉了对事件的讲述，而呈现为一种晦暗不明的虚构。他的

虚构也不是统治小说世界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对行

动的人的模仿”，因此你不会在布朗肖的作品里发现亚式虚

构中才有的人物性格，也不会发现因性格而组合起来的行

动事件。且亚里士多德的虚构在传统小说的体系中早已生

殖出许多具肉体，你能想到的典型人物：于连、包法利夫人

等等都来自亚式的虚构宇宙。而布朗肖却带着俄耳甫斯的

焦虑——为了能将欧律狄刻的转瞬即逝赋形，他才借助虚

构，让作品看起来像是真的，令它真实化，使读者能在他的

小说外形里认出意识的流动和主体对意识的追逐。

于是，在俄耳甫斯式的写作中，虚构的范畴不再是传统

小说营造的“我认出了那个人，我与他相似，他的生活遭遇

我曾经历过，因此我为这个故事而哭泣”，虚构不再是对普

遍的人类经验的建立，而转变为转瞬即逝的假设，变为对精

神活动本身的辨认。但无论哪一种“虚构”，都意在把一部作

品从它即时的语境中抽离出来，并使它在更广泛的读者身

上发挥作用。无论是诗还是小说，一旦作品被认出被理解，

它们就开始在读者之间普遍流通。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虚构

是普遍流通的，俄耳甫斯式的却不是。经常有读者抱怨此类

作品的难解与深奥，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理解这类虚构，让

它们也变得流通呢？换句话说，始于俄耳甫斯的目光的写作

能被怎样的读者所感知呢？

在另一位近似的作者马拉美那里，这种虚构达到了极

致，甚至更为艰涩难懂。马拉美的诗歌经常表意出可见物的

瞬间即逝的破碎感，如诗句“在高空爆发一派狂奋之浪，又

蓦然化作沉寂的汪洋”。就在一瞬间，意识高速涌动的却立

刻归于寂灭，一切重新落入空无，存在的纯净发出光芒，如浮

士德的名句“还没采摘就腐烂的果实”。在其诗中有多组意象

不断地同时出现，“闪电与寒冬的波涛”，“囚禁的回声”，“徒

劳的深渊”。它们不约而同地指代着诗歌这一有限的精神活

动所展开的时间和空间。马拉美不像别的诗人那样忧郁且热

衷于表现情绪中最细腻的色调，在他看来，“诗歌是回归根本

节奏的人类语言对存在诸显像的神秘意义的表达”。

这一句表达简直不能再模糊了，什么是“存在诸显像的

神秘意义”？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也就理解了马拉美诗歌

所致力展示的。在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精神被认为是超越

自然的，而“自然常被等同于树叶，这种认识令自然的观念

变得可以触摸，在这一认识背后，自然可以被归结为一句绝

对格言——存在的东西才存在”。（朗西埃《马拉美》）马拉美

所谓的显像，即为精神在自然已经“存在”的基础上，在时间

中抓住那易逝事件的瞬间，让易逝的东西变为种种显像，即

趁果实没有腐烂就赶快采摘。他用转瞬即逝的显像游戏取

代了昔日的故事：冒险、航行、孤独、哭泣。在名篇《伊纪杜

尔》里，他营造了一种纯意识流动的思想氛围，伊纪杜尔不

再是故事或事件，而是用显现与消失的节奏来象征诗人言

说或书写的动作本身。

在朗西埃对马拉美的解读中，提到了荷马史诗中的又

一个形象——塞壬，她是虚构出来的生物，她们的歌声具有

欺骗迷惑的力量，如果水手不想办法避免听到她的歌声，就

会被这歌声拖入深渊。马拉美把她们变成了诗歌本身的象

征。这歌声在同一时间既能被听到，又能沉默。也就是说，诗

歌在可见事物与不可见事物之间的感应就像受到塞壬的诱

惑一样，此时，塞壬不再是虚构出来的骗人生物，而是穿行在

马拉美作品中的幽灵。这一幽灵同样也出现在布朗肖的小说

里，从俄耳甫斯的目光，到欧律狄刻的瞬间消失，再到受塞壬

的迷惑往前，这类写作者就这样困在循环往复的追逐中。

“塞壬不是女人与鱼的组合，它是女人的某个手势，是

舞女的击脚跳，也可以是展开的头发和扇子——与某种世

界形势之间偶然而瞬间的组合。在生物个体与物理世界之

间，隐喻展开并折合了两个事物之间的和谐：一方是转瞬即

逝的轨迹，另一方是某种金子般的尘埃，已经消逝的太阳的

替身。塞壬是将两个舞台结合成惟一一场演出的姿势。”

塞壬诱惑着这些作者在精神舞台与世界舞台间穿行，

书写是他们在这两个舞台间的空间里划出的脚步，然而这

脚步甫一落地就被抹去，这就是他们作品的神秘。聆听塞壬

的歌声，既神圣又恐怖，它既是这类作者写作的教益，也是

他们写作的毒品。写作者像猎人一样投入到对猎物的追捕

中，在词语的密林里，带着俄耳甫斯的目光和欲望的不慎，

兴奋地追寻着猎物的脚步，为了得到它，写作者们不惜付出

一切，精神、时间、执著——生命。

“如果说灵感意味着俄耳甫斯的失败和两次失去的欧

律狄刻，意味着无价值的夜和空无。那么，灵感却通过一种

不可抗拒的运动使俄耳甫斯转向这种失败和无价值。”（布

朗肖《文学的空间》）灵感不会作为补偿而预示作品的成功，

同样，它不会在作品中肯定俄耳甫斯的胜利和欧律狄刻的

幸存。正因为它，作品才受到了连累，正如俄耳甫斯受到威

胁。因次，灵感极度不可靠。这便是卡夫卡们焦虑的原因，他

们的作品不像亚里士多德体系里的实用语言，作者的书写

不可能在找到真相后抽身而退，他们的书写永远困在焦虑

中而没有终结的时候，这类书写就像是汇入了尼采所说的

永恒的生成与流动，永远在等待着“来”的过程中书写着。

这类书写也要求一个守时的观众与其瞬时性共振。这

个观众既辨认出这类虚构的读者，他们也会受到幽灵的诱

惑，像狩猎女神一样密切注视着偶然的动静，一旦在作品中

发现相似性就如同听到塞壬的歌声，是歌声将他们引向树林

深处。那一瞬间，占据读者的不再是文字，而是写作者已将读

者引入另一空间——精神舞台与世界舞台之间，作者将在他

身上发展起来的力量和搜寻到的猎物信息传递给了读者。

正是受这一歌声的诱惑，从此也将混乱带入了读者的

人生，每一次与幽灵的擦身而过，都能让他们沉入与作者的

共同性中从而获得瞬息即逝的抚慰，可这种共同性是无法

交流的。于是，这类读者的阅读也陷入了焦虑和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