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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茶座

郑润良

来自高原深处的吟唱
——读刘萱诗集《西藏三章》

我的阅读在刘萱的《西藏三章》上驻留了很长时
间。书中的诗有的是很熟悉的，在刘萱主办的诗歌微
信平台《雪域萱歌》上都有陆续发出。对我来说，纸质
文本的阅读和手机屏幕上有明显的不同，手机阅读随
着指间流动着的时间一闪而过，手指的快速拨动、翻
阅，经常让思考无隙可入。而书本上的精心编排则很
容易把我带入到去过或没有去过的雪域高原的每一个
角落、拉萨、阿里、那曲、林芝、珠峰，这些足以使人魂牵
梦绕的地方，变成一个个雪白纸面上跃动的黑色文字，
使身在高原的我无法忽视它们的每一次闪现。阅读也
因此更加有趣。
我更愿意把刘萱的诗歌形式称做“三章体”，无独
有偶，我自己写诗时也特别喜欢以三节为限，不知是否
“三”这样一个数字从诗歌的角度，既可以让人很快进
入，又能让人迅速抽离，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又似
乎是一种符合当下阅读习惯的创作方式，这就不得而
知了。倒是刘萱的诗歌，无论是她对诗句的驾驭还是
诗中情感的恣意飞腾，都让我想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诗
歌话题，那就是，现代性的诗歌怎么才能被读者喜欢？
新诗从上世纪“五四”时期发轫，历经了各种流派
各种思潮，近年来又有了现实主义的回归。这些风潮
在祖国大地风起云涌之时，偏处于高原之上的西藏也
感受到了诗风阵阵。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为无数诗人
创造了诗歌创作的激情与素材，也留下了无数美好的
篇章。总的来说，我愿意把它们分成“在西藏”的诗和
“观西藏”的诗两类。
所谓“在西藏”，就是立足于对西藏文化的深入了
解，把个体融入西藏文化的根脉，由此而生发出来的诗
作；所谓“观西藏”，就是出于对西藏文化的探奇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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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以外来者的身份和视角创作的诗歌。无疑，纵观当
下，刘萱的诗是当前“在西藏”的汉语诗歌作品中最火
热、最被关注的一部分。而我所想到的诗歌现代性的
话题，就源于刘萱诗歌在写作方法上与西藏磅礴宽厚
的题材之间、与阅读这些作品的读者之间，到底有一种
什么样的内在关系。
人们常常会说现代诗难懂。我以为现代诗的难
懂，除却它的跳跃性，它的对象征性元素的大量运用之
外，还来源于当代诗人生活的动荡与激烈、眼界的辽远
与开放、诗心的张扬与不羁、内心的复杂与深邃，横生
交错，灵性更胜。刘萱的诗同样有这样的特点。她的
《西藏三章》里蕴含着庞杂的高原信息，从亘古久远的
历史沉淀，到神山圣湖被赋予的神性传说，再到存于现
实之中的农牧民生活细节，都被杂糅在她的诗里，和她
充沛丰盛的情感融合在一起，就如同她血管中流淌的
血液一般，如常而奔放。
“ 你是否听见母亲手持灯盏点
燃邻近星河的人声/你是否听见草甸上的一株草正悄
悄游出月色/我的爱恋丢失于湖底”
（《藏东三章·然乌
湖》），
“ 不愿摔落的泪光和亘古冰川的神韵，悄悄照亮
正在死去的长夜”
（《珠峰三章·之二》），
“ 左牵一只黄
羊/右挽一个冬季”
（《藏北歌声》）。这样的诗句，你能
清晰地感受到，它们就是植根于诗人内心的喃喃自语，
是诗人把自己置身于这片土地之中，与这片土地深刻
交融之后，从情感深处涌出的涓涓诗流。
和所有现代诗歌的特点一样，刘萱的诗同样是思
绪跳跃着的，从不拘泥于形式和逻辑上的完美。她自
己就像一个发光体，所牵住的每一根光线，都是一句绽
露锋芒的诗。通读《西藏三章》，我所惊讶的倒不是诗
句的华美与绚丽，而是在西藏这么多相互交织又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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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寒而温暖的记录

我和丽君是同辈，在鲁院期间，知道她除了评论写作之外，
主要以散文创作为主。虽然因为学习时间短，接触不多，但她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说集《疼痛的书桌》开篇《退学记》让我感受到了西海固作
家共有的、面对贫瘠生存环境而生的文字背后的荒寒与坚硬。因
为我无法轻易将印象中脸上浮现温暖笑意的高丽君，与这些荒
寒、坚硬的文字联系起来。当然，后续的阅读还是让我体会到了
这些文字背后的暖意。
写作的同质化问题在各个领域都比较严重。
我们所看到的大
□ 多数文章都面目相似，题材差不多。如果遮住作者的名字，很难猜
出来是谁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
自然也激发不起读者内心的波澜。
而《疼痛的书桌》是一部能够让人记住的作品。这是一部关
于当下教育复杂现状的小说。作者既是一位从事中学教学多年
的基层教师，也是一位写作经验丰富、获得过多种文学奖项的作
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事业关系重大，影响到一个民族的
未来。关于当下的教育问题，关于青年一代学生的综合素养问
题，社会上上下下有许多担忧的声音。这些年的教育改革究竟成
效如何，存在哪些问题，都引起很多人讨论和关心。因此，这时
候，特别需要一部接地气、有深度的题材的作品让我们缓解心中
的疑惑。高丽君无疑是写这本书的最佳人选。这些年，教育的脚
步太快太急，变化太频繁，如同时尚，一朝翠绿忽而鲜红，令人眼
花缭乱应接不暇；也像女人的裙子，长长短短变幻多端；以至于
充耳不闻窗外事的教师们每隔一段时间便被刷新一次三观。正如她自己所说：
“教了半辈子书，似乎越来越不知所措茫然若失。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们
似乎只能眼巴巴看着学生们在被教育过程中越来越偏离轨道，在大断裂的传统
文化前越来越迷失方向。我们痛心地看着一颗颗正被金钱污染的心灵，丧失了积
极努力阳光向上的动力；还看到单纯善良、坦诚诚信、仁义孝敬、感恩热爱等传统
美德，日渐丧失而人们浑然不觉。随之而来的，是学生综合素质道德水平的普遍
下降，普通教师越来越强的消极懈怠，社会对教育越来越多的失望。大多数教师
随波逐流，安于做个教书匠养家糊口……所以，我有了记录平常教学教育过程的
冲动，有了记载亲身经历一些事的职责。我想通过自己的眼自己的笔，以故事形
式，把底层的、一线的教育教学活动记录下来，把正在成长成熟、蜕变锐变的个体
行为做一整理，把迷失在被动困惑中的师生状态做一还原。我还想把教书当做一
项事业去经营，以热爱者的身份，正视工作中的困惑矛盾，自省和反思教育现状
的复杂性、残酷性和紧迫性。”
如今，文学界越来越呼唤一种清新、质朴的文风，抵御各种虚幻的形式主义
实验与文字游戏，小说呼唤“底层写作”，散文呼唤“在场主义”，包括“非虚构写
作”等提法，都在强化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疼痛的书桌》是一种真正在场的写
作，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是当下中小学校园师生状况的真实呈现。这样
的作品，青年学生可以从中受益，反思自己的处境，学会更理性地面对学业和人
生；教师可以从中受益，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手段，更好地应对学生出现的各
种新情况；家长可以从中受益，更为正确地引导和关心自己的子女。尽管作者并
不能对所有的问题开出药方，但揭示病苦，才有“疗救的可能”。
如此说来，这样的记录是有价值的。
（
《疼痛的书桌》，高丽君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 年 1 月出版）

说扉页写道：
“ 他这一生总是遇到纯良的人，不让他变
坏”，换一个理解的角度，他遇到的人又何尝不是在他
无私的援助下才得以在逆境中保全纯良的品性和平静
的生活，当然他也有卑微、懦弱、自私的另一面，在食物
匮乏的年代也会把亲朋好友抛之脑后，在夜间独自享
用冉太太从香港寄来的补给物资。其次体现在生命激
情的缺失。王琦瑶的生命激情凝聚在对日常生活中美
好事物的热爱，对时尚、对情爱的乐此不疲，而陈书玉
总体呈现的是一副貌似温文尔雅实则随遇而安、战战
兢兢、未老先衰的状态，对任何事物都缺乏基本的热
情，如果将他和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中的丁问
渔作比，这种生命激情的丧失就显得越发突出。丁问渔
是一个生活在南京的准“上海小开”，有着显赫家世，留
学欧美并精通多国语言，又颇具上海小开匮乏事业心
的特质。他对工作漫不经心，而对美丽女性的爱慕却异
常强烈和执著，时常因为当众失态的轻浮言行成为交
际圈里的笑柄。
《考工记》中也有对陈书玉爱情状况的
交代，在与朱朱妻子冉太太的接触中，陈书玉对冉太太
产生了有违常理的朦胧爱意。不过，他将这种暧昧的情
感封存在内心，秘而不宣，这和丁问渔不顾一切的情感
表露，为爱情“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偏执迷狂构成了强
烈的反差。陈书玉所欠缺的就是丁问渔的这种熊熊燃
烧的生命激情，而恰恰是这种反传奇性质的平庸化人
格塑造，使陈书玉成为在特殊历史时期一个真实可感
的人。如果说，王琦瑶、丁问渔还存在为传奇性经历所
赘而带来的虚飘感，那么，陈书玉则是真正生活在现实
中的人，是王安忆笔下一个鞋底粘附着现实泥土的人。
尽管王安忆做了刻意的掩饰，我们在《考工记》中
依然可以发现它脱胎于《长恨歌》的蛛丝马迹。为了防
止陈书玉简单重复王琦瑶的窠臼，王安忆选择另起炉
灶，从诸多层面有意和王琦瑶的故事严格区别开来，甚
至让陈书玉沿着与王琦瑶相悖的道路行进，比如，特意
把簇拥在王琦瑶身边的异性清空，这也就有了小说中
陈书玉形单影只、孤老一生的结局。实际上，两者越是
像表面上看起来大相径庭，内里越是暗藏着浓得化不
开的相似性。相近题材的创作对所有作家都是一个极
大的挑战，如何避免重复，写出新意继而实现对前者的
超越，是作家必须解决的难题，特别是当面对一个获得
巨大成功的先例，超越的难度不言而喻。这就自然衍生
出两个问题：上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怀旧热已然冷却，
没有民国历史经验的王安忆，为何在《长恨歌》发表相
隔 23 年之后，对这段历史再次萌生书写的执念和冲
动？
《考工记》是否最终实现了对《长恨歌》的超越？学者
张新颖在 2016 年对王安忆曾有过如下评价：
“ 如果让
我用最简单的形象来描述王安忆的创作历程，我首先
想到的，是一条斜行线，斜率在过程中会有变化，向上
却是不变。这条斜行线的起点并不太高，可是它一直往
上走，日月年岁推移，它所到达的点不觉间就越来越
高；而所有当时的高点，都只是它经过的点，它不迷恋
这短暂的高点，总在不停地变化着斜率往上走。”或许
这段精准的评价已经有效地回答了以上问题。
（
《考工记》，王安忆著，花城出版社 2018 年 9 月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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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于另一个时代空间之中寻求风花雪月，探讨前卫
时尚，专注于“营造精神之塔”
（陈思和语）。在《考工记》
中，王安忆对文学与历史、时代与生活的思考有所改
变，叙事策略也相应地发生了调整，体现在作品中就是
时代背景的存在感明显加强。尽管不能说她彻底放弃
了以往的决绝姿态转而拥抱时代政治，但显然，她开始
尝试接受在小说中展现时代政治对人的影响，将人从
单纯的日常生活还原到大的时代当中，并且时代政治
被具化为日常生活中不涉及生死离别等沉重主题的一
般性苦难叙事，像陈书玉等人遭遇到的一系列困境，正
是时代变化的直接结果，也因此，陈书玉比王琦瑶多
了些在“文革”中被抄家及后期寻找被抄物品的个人
经历。即使是王安忆，也无法始终无视和切断生活与
时代的联系，虽然小说中尝试的力度是有限的，点到
即止的，但时代和生活的对立态势显然不像过去那样
尖锐了。
《考工记》对时代的观照不是基于敞开式的社会环
境，而是仍旧选择在逼仄的个人生活中徐徐展开，较之
全景式的宏大叙事或者《长恨歌》中相对封闭自足的叙
述空间，呈现出观照幅度的折中状态，或许可以暂且称
其为“个人化的时代叙事”。但《考工记》的创作并不是
对王安忆文学立场的背离，相反，陈书玉比王琦瑶在日
常生活的贴近度上更近了一步，王安忆也距离她所追
求的“脚踏在现实的土地上”的目标更近了一些。
《考工
记》与《长恨歌》一个重要的分捩点就在于从传奇经验
向平淡现实的叙事转变。首先表现在生命历程的平淡
化。陈书玉没有王琦瑶传奇性的人生过往，他的一生是
平凡的，没有丝毫值得炫耀的资本，用平庸一词来形容
可能更为贴切。他有普通人的两面性，既存在正直、善
良、热心的一面，会不求回报地帮助朋友渡过难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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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健灵是一位正处在上升期的、创作力极为旺盛的优
秀作家，近年来佳作频出，
《访问童年》是殷健灵在写作上的
又一次突破和创新。刚开始读这本书，我就有一种很特别的
感觉。这也是殷健灵的作品给我的一贯感受。从《爱——外
婆和我》到《致成长中的你——十五封青春书简》，再到《野
芒坡》，每一本对于她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创作领域，而对于
读者来说，也是新的阅读体验。
写作的目的是自救和救赎。
《访问童年》中所讲的故事
看似是用亲和的语言讲述别人的故事，实际上暗含了作者
自身对童年的体悟。我们都是从童年而来，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童年，童年那一点点火光照亮着我们的一生。
《访问童年》
里每一个童年故事背后，都有殷健灵所写的“写在边上”，这
是她对相应的童年故事的体悟，也是她心底从自己的童年
穿越回来所得的对“童年”深刻的体悟。她通过童年打开了
这些人物的内心，也找到了自己人生前行的灯塔。
《访问童年》也是一本安慰之书，是能够慰藉心灵的成
长之书。它对于读者的功效在于唤醒，然后反思。成年人读
这本书，不仅会唤醒他们自己的童年印象，而且还会让他们
反思自己对周围人的态度和情感。书中的标题，往往能够一
下子抓住读者的心。比如“挣扎也许是生命的常态”，挣扎是
成长常有的事，小动物成长为大动物，孩子成长为成人，每
□
个细胞都在挣扎之中慢慢成长。长大不容易。正如殷健灵在
书中所说：
“倘若人生犹如危崖上的一棵树，童年便是根，在
夹缝中求生存，靠着露水阳光以及自身的力量长成枝繁叶
茂。”每个人都与周围的一切息息相关，经历过童年，长大后
的我们思考得更多的是自己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对孩子
的影响，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然后我们在思考中逐渐释然，
把自己打开，让自己放松。在这种层面上，只有经历过童年
的人，才能更深刻地读懂这本书的内涵，从而有所共鸣。
另一方面，从题材方面，
《访问童年》
的选题特别好。首先，作者在选材时有在
场意识，问题感比较强。这应该是与她
“记者”的职业身份有关。她试图与书中
的人物、与读者在做沟通，这种沟通是有
焦点、有针对性的。她能很快地融入人物
的生活现场，与他们架起一座沟通的桥
梁，并且很快发现人物童年故事中最独
特的那一面，然后再进行有目的的沟通
和求解。就这样，一步步完成“出版”的行
为。其次，选题的完成度高。
“ 访问”这种
选题，很容易碎片化。文学反映现实，怎
样把现实中的故事像照镜子一样照得真
实可感，然后再把真实可感的故事通过
文学构建来变成好的文学作品？就这本
书而言，作者的女性身份在创作的过程
中所发挥的作用对文本的阐述是很有利
的。她用软性的、温暖体贴的表述，把硬
的素材文学化，诠释了“非虚构”的文学力量，使它在不经意中触动读者的灵
魂。另外，作品中所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比如婚姻对成长的影
响，比如父亲角色的缺失对成长的影响，等等。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是独特的，
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每个人的选择也不一样。是否
能够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长大后如何看待成长过程中的缺失？书中，这些已
经发生的典型的童年故事，或许对我们今天孩子们的成长，以及父母对孩子成
长的关注，都具有参照性。
就以上方面来讲，
《访问童年》不论是从题材还是作品完成度来说，
都已经很
成功了。
殷健灵在作品中树立了真实而动人的童年典型，
梳理了不同的地域以及
文化中的孩子们的心灵和感情，
用
“访问”
的方式，
很好地完成了倾诉和倾听、
自救
和救赎，
这是难能可贵的。
它实实在在是一本可以慰藉心灵的成长之书。
（
《访问童年》，殷健灵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出版）

读殷健灵《访问童年》
——

王安忆的《考工记》延续着《长恨歌》关注都市民间
的文学轨迹，再次让小说叙事的起点重返民国。
“ 上海
小姐”王琦瑶与“上海小开”陈书玉各自走过了从民国
到当代的生命历程，人物的置换所引发的变化彰显了
王安忆对历史、对生活与时代关联的新一轮思考。
王琦瑶人生的辉煌定格在了 40 年代的上海，可以
说，她的“余生”全部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意义都是围绕
这段岁月进行回瞻，及至生命的终结也与当年的经历
构成了因果。民国对于王琦瑶是时尚的，美好的，也是
一去不返的。当物是人非，她却仍旧沉湎于由王安忆所
精心搭建的情与爱的小屋，享受着不同男性为之倾倒
的目光，在每年为旧时积攒的时髦衣物伏天晒霉时，感
受着旧时尚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她或许没有发现，不断
围聚在周边的青年男性，既印证了她的魅力与风韵犹
存，也见证了她的老去与风华不再。在她引领时尚之先
的自我认同背后，却也隐藏着时过境迁的伤感与无奈，
真正属于她的人生如“三小姐”的桂冠永远滞留在了过
去的年代。
《考工记》中，陈书玉要比王琦瑶活得更为真实，对
当下的体验更为真切。作为旧上海特有的城市意象，上
海小开的身份带来的不是荣光而是尴尬，
“ 西厢四小
开”的奚子、大虞、朱朱和陈书玉，将这种尴尬通过以陈
书玉为中心铺展开来的四个不同面相进行了具体呈
现。他们的历史是一片苍白，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缺少王琦瑶那样值得记取和缅怀的东西，同时，他们也
为自己的身份表现出极大的焦虑，因此，回避或遮掩个
人的历史成为不约而同的选择：成为新中国干部的奚
子改换名姓，断绝与其他三人的来往；大虞从熟悉的城
市搬到陌生的乡下，试图以乡下人的新身份避开不确
定的潜在威胁；朱朱举家移居香港；陈书玉呓语般地念
叨着“最好被忘记，被时代忘记”，希望可以偏安在被时
代遗忘的角落。他们逃遁的对象是历史，也是现实，这
种有意的逃遁凸显的是所处时代对人的精神向度造成
的强大压迫，是人的身心无处逃遁、精神无地安放的处
境。他们的命运与小说中一再被提及的陈书玉祖宅的
境况惊人一致。这座不断腐朽破败带有象征意味的祖
宅，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来历不明、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
长年得不到认可。新中国成立初期勉强划为城市平民
的陈书玉就像这座祖宅，长期被自己来历不明的身份
所累，与历史有着剥离不去的先天隔膜。
历史对王琦瑶和陈书玉来说蕴藉的意义迥然不
同。王安忆对于文学具体应如何展现历史有自己独特
的见解：
“ 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
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从《考工记》
之前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安忆不仅反对社会主
流话语对小说的浸染，拒绝叙事过程对历史事件的绝
对依赖，还有意弱化时代环境的紧张氛围来凸现人物
日常生活的细部，也就是她所理解的“历史”。以《长恨
歌》为例。在叙写“文革”时，
《长恨歌》绘制了一幅过度
和谐因此也过度“失真”的社会图景，通过省略主流“文
革叙事”中“抄家”
“ 批斗”或者“游街”等标志性的暴力
元素，刻意隐去个体对时代的控诉反思等情绪，从而几
近完全地忽略或搁置了时代政治的因素，让人物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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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景观和意象里，她总能找到形成诗歌的不同切
入点，总能从表象深处发现每一处精彩的片段，挖掘到
那么多与众不同的辞藻，寻找到情感升腾的独特依
托。她的诗也因此而难得。
作为一个在西藏工作生活的读者，我能感受到刘
萱诗歌里的所有诚意。她是细心的，
《西藏三章》的诗
里，有着女性诗歌的天然味道，机敏轻巧，深情温婉，但
又不乏激情与混厚。她的“三章体”诗歌，几乎全部都
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方式。这样的叙述坦诚而直接，中
和了当代诗歌所容易给读者造成的情感上的距离与理
解上的困难。这些诗句有时绵长紧致，有时又戛然而
止，与其说作者是在写诗，不如说她自身也是在无暇喘
息的节奏中不断找寻着激荡的诗情和新的情感激发
点，随意而发，有时甚至看不出上下节之间的逻辑联
系，但诗情却总是混然一体。一遍遍读过，情绪就不知
不觉就会被她诗中的情感和意象带走。
“我的歌词是否
成为了你永恒的冰川/而你的魂灵是否早已长在星星
上/没有回声”
（《林芝三章·南迦巴瓦》），
“ 走不进你咸
咸的时间/就像拂不去澜沧江古老的涛声/溜索桥振动
的夜晚/马队的悲鸣在滑坡中沦陷”
（《茶马古道·盐井
悲欢》），这样的诗句里，就仿佛看见诗人或在繁盛的星
空下仰叹，又或在淋漓着的雨林中静默，面对耸立的雪
山或是奔涌的江河，她都能唤发出一颗饱满而强烈的
诗心。
诗人的心，是贴着这片土地的。刘萱的诗不是一
个外来者、旁观者的低吟浅唱，而是从这片高原上拔根
生长起来的，交汇着历史与现实回声的诗句。她的创
作，更多依赖的是这片土地广泛生长的共同情感，而不
仅仅是个人体验。这点尤为珍贵，也因了这点，她的诗
在现代诗歌形式表达的基础上，非常容易激发读者与
她之间的情感共鸣，这恰恰也是当代诗歌最容易造成
阅读困难、最容易被读者所误解的关键所在。她对这片
土地的了解和浓厚的情感支撑起了《西藏三章》与众不
同的审美指向，大量的散文诗创作的形式又给予了这
些诗歌更宽松的语境、更灵活的表达。从阅读上来说，
我认为并不用花更多的心思去关注她诗歌形式上的技
巧，因为意识的流动其实就是她散文诗中最丰富的技
巧。正如她自己所说：
“ 初来西藏的人只能触摸到她的
皮肤，只有真正深入西藏的人才能触摸到她的温度。”
读她的诗，更要学会体会诗句中那些情感的“温度”，刘
萱用自己丰富的内心，导引着《西藏三章》时而激荡时
而沉缓的节奏与步调，同时，也是在为所有向往西藏、
深爱西藏的人们，导引着一个春暖花开的高原现场。
（
《西藏三章》，刘萱著，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6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