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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泥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
班学员，其长篇小说《迎风山

上的告别》近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
从贫困孩童的视角深情讲述了贫困程度最深
的农村残障孩子如何告别贫困。作品既有对
脱贫攻坚的客观呈现、理性思考，又有对梦想
的诗意抚慰和对希望的温暖传递，以直叩人
心的力量完成了对脱贫攻坚饱含深情的文学
表达。

◤书海一瓢

◤东庄西苑

闫文盛的时间——读《主观书Ⅰ：我一无所是》 □汉 家

时间就是一个主观的东西，或者说时间

就是人类最大的主观。

我不愿以任何形式去定义闫文盛的《主

观书》，因为这不仅是徒劳的（甚至是绝对徒

劳的），也是趋向于客观的或者模拟客观的，

而“客观”恰恰是《主观书》在文本意义或精

神层面上的对立面，它甚至是闫文盛的一个

假想敌——一个巨大而无辜的敌人。

作为散文家的闫文盛是矛盾的。矛盾不

是一个定义，而是一个现象。现象本身就是反

定义的——《主观书》大概就是闫文盛的文本

现象，是他对于定义的一种个人化反对。

一道由他自己创造的，同时也是由他自

己来解的又注定无法被他自己所解开的难

题，而我无意去解任何难题——任何。我只

想严肃而徒劳地谈谈对《主观书Ⅰ：我一无

所是》的阅读感受。

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寡人系列”：

某一日，只见大雾遍天。吾等四五人，六

七人教。十五人笑。二三心意。一通款曲。在

林丛中，冬雪聚集，山风如啸。见白松老，祭

先人国，撒酒浆，说江河。觉并无过错。

寡人只祭国与酒。一生征伐，至死方休。

有几滴小小人看顾吾等。宇宙疯，攀木登。在

中部，在脚跟，在心墙上，绘成一盅，一盅海，

嗨。哎。有无数人在，次第醉，子明归。”

——《寡人只祭国与酒》
此文开篇看似胡言乱语，但每一个汉字

都像锐利的钉子一样抛撒在了前进的路面

上。行文间的张力暧昧而坚硬，却毫不干瘪，

而是饱含一种轻盈的诗意和多向度的精神

指涉。这些指涉皆不明确，却好像字字都射

在了靶心上。

令我感到佩服的不是闫文盛对于语言

的掌控能力，也不是原始的文字想象力或者

精神上的强烈矛盾，而是他在这系列中所形

成的一种独特而古怪的文体。这种文体似乎

脱胎于古典汉语，充满了写意的血统，同时

它又类似于一种对于汉语语境的翻译性的

叙述，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点，也就是说，闫文

盛在文体上的语言创造是经得住文学检验

与审美拷问的——他的这些文字既是陌生

的，又是审美的。当然，“审美的”又高于“陌

生的”。

“寡人”到底是谁呢？

他可能是住在闫文盛心里的一个孤独

的国王，一个语言谵妄的赤子（或者一个戴

着重重面具的伟大演员），一个死硬的怀疑

主义者，一个被尘世遗忘的长满白须的巫

师——一个写作者。一个“我”。

“寡人”在闫文盛笔下，成了一个不可动

摇的意象。

“寡人”作为一个创造性的意象，不仅轻

松打破了散文非虚构的无聊藩篱，而且在这

虚构当中虚构了一个极不真实的但打动人

心的独立意象。

“寡人”不仅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更是

一个虚空的或者无形的语言意象。

而“意象”在文本程度上高于任何一个

“个体”，其来自于个体，却是对“个体”的终

极超越。超越就是危险而灿烂的飞行。

我不想说“寡人”只是闫文盛作品中的

一个文学符号，这并非说它完全不是一个文

学符号，而是说文学符号只是它的一部分，

而且这一部分很可能随时都会发生语言变

异或语义转移，因为“寡人”的内部是复杂而

矛盾的语言意象空间，同时我相信闫文盛在

未来写作中也会不断地对“寡人”这个意象进

行再造、修复，甚至予以颠覆或彻底的毁灭。

我不太喜欢使用任何笔记本，因为我的

所思本就散乱，而用手书记录它们意味着我

的思想的更加不成熟……笔记本容易变得

脏污或者遗失，并且为了使它得以呈现，必

须增加一道整理工序（录入电脑，无论多么

整洁的手书都须如此）……凡此种种，无疑会

毁灭我的耐心。而我的写作经不得这样的消

磨，它会使我畏惧写作……只有极少的手书

便条或诗歌写作近于完美的成功（一些小小

的例外），我记得我有过几次这样近似神秘的

写作时刻，我把凝聚它们的文字保存至今。我

想尽快遗忘它们，但我做不到。我的少量手书

的极度成功增大了我的荣耀……

——《手书的荣耀》
我把这则笔记或短文视为文学心理学

的隐秘作品。

闫文盛的袒露说到底是一种秘密，或者

说他的秘密常常是以袒露的方式来进行保

密的。

因自我思维的散乱，而拒绝使用笔记本

记录文字，是对于自我思维和语言文本的一

种几乎无保留的怀疑和批判。“不成熟”大概

是一把时时悬在闫文盛头顶上的利剑——

虚拟的利剑。

因“整理”而生出的“消磨”或不耐烦，足

以摧毁他的写作或毁灭他的写作耐心（对写

作的畏惧）。单单凭借“消磨”一词，就可进入

闫文盛的文学心理之中，此“消磨”是时间意

义上的一个词语，它带来的不仅是此时此刻

对某篇散文写作的放弃或畏惧，更是闫文盛

对于空空耗尽一生的极度恐惧和对于消磨

本身的重复而循环的荒诞过程的彻骨感受。

“手书”已经成为一个坚硬的参照物，它

进而与闫文盛似乎不得不进行的电子化书

写形成了一种高度紧张的、敌我矛盾式的，

同时又是相互生成的互文关系。

此“互文关系”，不过是闫文盛时间情结

的一次开花结果，只是这收获性的（丰收式

的）“开花结果”像极了一首关于时间的挽歌。

如果找到了特别好的“写作方法”，那所

有的材料就都是有用的。不要废弃任何一物

及任何一刻：这不是一种狂热，这只不过是

一种“主观”罢了。不过，单纯而神圣的“主

观”也不过是一种狂热罢了。一次无聊的阐

释的重复。

——《阐释的重复》
写作的狂热可能支配了闫文盛大部分

的思考方向和写作方式。

狂热是烈火，也是寒冰。

这种狂热被闫文盛认为是一种“主观”，

而《主观书》的写作也从此而发，但闫文盛清

醒地看到了“阐释的重复”所导致的危险或

者所导致的对于文学性的损害，可笑的是，

这“损害”常常扮演成“建设”的模样，老老实

实地“添砖加瓦”，做大量无用之功。

这是闫文盛的一双慧眼所看到的文字

幻象。

他还看到了“无聊”，而“无聊”并非严格

意义上的幻象，因为“无聊”总是非常具体的。

读完了《主观书Ⅰ：我一无所是》，可以

清晰地看到佩索阿、尼采、齐奥朗等人对闫

文盛的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到闫文盛的阅读

趣味和写作抱负。

但我不想过多谈论闫文盛所受到的影

响。在我的谱系里，“影响”始终是一个局外

的东西。我更想谈论闫文盛自己的东西，我

认为他运用自己诗性思维的激情和自我灵

魂的深度创作出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象征

性的艺术语言。

这是他作为一个散文家的光荣。

（作者系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

丰富曲折 辉煌流丽——读贾文成长篇小说《太阳部落》

贾文成的长篇小说《太阳部落》主要有

三重叙述视角：一个叙述视角是侏儒冯晓

椿；一个是来自草原的马头琴手吉雅；另一

个是考古学家夏维溪教授解析的密码故事。

小说一开头以死去的侏儒冯晓椿的口

吻自述，营造出了十足的神秘与紧张氛围。

在这个叫做瓦莱湖的大漠绿洲上，正蓬

勃兴起一场寻找祖先与古城的探秘行动。而

这场行动，却由四股力量交织而成。吉雅是

为了完成外公和父亲的夙愿，来大漠寻找家

族的踪迹，寻找延续生命信念和存在精神的

根基；小蔡牙医等瓦莱湖人，对寻找古城产

生癫狂，是源于寻宝和发财的欲望；夏维溪

教授的热情是为了破译祖先留下来的龟甲

符号，试图从中寻找整个民族的根系，包括

文字的起源，他的热情来自对知识的渴求；

而从京城来的富翁王远京，“把沙漠之行当

成了朝圣，总是希望在沙漠里寻找到能触碰

到心底的灵光，好解开他心中的苦闷与困

惑”。但最终古城潜在的商机成为他生活的

最大意义，最终与小蔡牙医为代表的瓦莱湖

人殊途同归。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主要叙述人的侏儒

冯晓椿却没有个人目的，他来到大漠深处，

只是为了帮助吉雅完成心愿。小说中的侏儒

晓椿身材矮小，“长到一米多一点后，便不争

气地结束了向上的生长，腿部变得弯曲畸

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头颅越来越大，前胸

略微佝偻”。且成天戴着一只让人好奇的面

具，这个面具曾经是他在城里以及他来到瓦

莱湖后赖以谋生的工具，许多人一心揭开他

的面具，但都因为种种原因而失败，所以，侏

儒的身上一直笼罩着神秘的色彩。但晓椿心

地善良，而且天赋异禀，具有强烈地感知未

知事物的能力，尤其是在对祖先的信息接收

上，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仿佛他的脑

袋上伸出了一只特别灵敏的触角，不但敏锐

地捕捉了夏维溪教授解析的微子启、萧扶

桑、伯猃、仲狁，还有许多无名的夸父先辈远

征和他们的后人寻找城堡的经历。在这本书

里，作者不仅试图解开一个民族的图腾密

码，更进而试图从人类迁移的角度，揭开散

居五大洲四大洋的人类其实具有一个共同

祖先的秘密。这种构思的确让人目瞪口呆，

之后又叹服不已。

小说中写到，不管是选择回归江河大海

的黎塬族长，还是走向美洲的月桂，他们都

是探寻太阳初升之处的夸父，是我们这个民

族的先辈。黎塬族长和月桂之后的500年，

当他们的子孙相逢，却“因为语言的障碍，他

们彼此已难以交流”。但共同的印记还在，他

们都有一只形状相同的“圭表”，另外还有伯

猃和微子启后人留下的龟甲书，这“圭表”和

龟甲书承载着祖先的秘密，它们又经历了风

风雨雨，经历了汉武帝、李陵、苏武，乃至司

马迁的故事，最终埋藏进大漠深处，而小说

中活在当下的一干人正苦苦寻觅，期待与它

们不期而遇。

小说以鲜活的当下，追溯民族的往昔。

又以厚重的历史和优美的神话，观照当下的

世俗生活。我在想，侏儒晓椿和吉雅一开始

在都市打工，苟延残喘，成为都市的“零余

人”。与晓椿不同，吉雅去了沙漠之后，因为

情感的挫折，一次回到都市的经历，依然穷

困潦倒，充满了失意和颓废。只有回到沙漠，

他们的生命才如夏日雨后的绿植一样，流光

溢彩起来。莫非这里面透露了生活在都市的

作者内心深处对乡村的热爱与向往？

与之相呼应的就是作者潜意识里对弱

小者怀有的深切同情与悲悯情怀。他赋予侏

儒晓椿近乎完美的人格。另一个人格完美者

的形象也是一位残疾人，他是哑巴。而其他

人物，像瓦莱湖畔的蔡牙医、李豆腐、金兰婶

等人，无不在金钱的欲望下扭曲变形，甚至

像梅子还有夏教授这些心智比较健全的人

身上，作者也赋予了他们一些隐秘的不清不

白的男女情事，让他们的形象与侏儒、哑巴

相形见绌。

小说中还有万物有灵的思想，像传说中

的天鹅变美女，天鹅乳汁哺育的一支成为大

漠的一个部落，而通过对家族密码的探寻，

原来吉雅就是天鹅乳汁哺育的后人。不但传

说中动物有灵性，在当下也是如此。老骑

兵——吉雅的父亲，从盗猎者手中抢夺到会

跳舞的天鹅的尸体，像安葬亡人一样把它埋

在土包中，“数日后，瓦莱湖人惊奇地发现，

成群的麻雀、喜鹊、百灵鸟和鸽子在那座小

土包的上方飞翔，组合成一个圆，那展开的

翅膀像许多瓣百合花的叶片在风中摇曳”。

还有，像军骆驼额勒森具有人一样的智慧和

情感，都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小说文字优美，有些语言简直具有哲理

般的思辨色彩，譬如，“生活原本也没逻辑

的，逻辑属于高大上的东西，都知道了逻辑，

那世界该乱套了。”有些语言具有魔幻色彩，

譬如，写到萧扶桑死亡的那一刻，尸体顷刻

间就腐烂。小说的开头，以死亡的侏儒的口

吻自述，皆是如此。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

学员）

◤桃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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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墩子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二
届高研班学员，其短篇小

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近期由安徽文艺出版
社出版发行。收录了《伪夏日》《绿色玻璃球》
《我从未见过麻雀》《倒立行走》等13部短篇小
说，以不同的视角呈现了 13个乡村少年的心
灵世界。

吴文君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
研班学员，其最新短篇小

说集《去圣伯多禄的路上》近期由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文集由9个短篇组成。全书少有曲折离奇
的情节，以诗一般惟美凝练的语言和笔触，写出
了人性的荒寒与暖色，意蕴内敛颇耐寻味。

诗意地栖居 □杨 树

我永远怀念在鲁院的那段日子。2011

年2月末，我来到北京入住到一个叫鲁迅文

学院的地方。我住的是604房间，房间条件

很好，一人一个房间，非常便于安静地思考

和写作。我住的是朝阳房间，光线不遗余力

地倾泻进来，显得空间特别大，房间也特别

地澄明。

推开窗子，便可看到幽静的院子里绿

树掩映，4月份各种花朵次第开放，幽香远

远地传来，是朱老夫子在荷塘上闻过的那

种。朱自清的塑像就在荷塘的边上，荷塘肯

定不及朱老的阔大，但那些供人欣赏的锦

鲤却不太在意池水的大小，在水中自由自

在地游曳。

鲁迅文学院的院落不是很大，但很幽

静，也很典雅，漫步在园中小径林荫树下，特

别容易遐想联翩。在这座小院里，有大大小

小的塑像或坐或立，面部表情像他们的文章

一样具有鲜明的特点。巴金、茅盾、郭沫若、

老舍、丁玲、艾青、赵树理等。在一楼走廊的

四周还有世界各国的文学家、诗人，他们是

一个个闪耀的巨星，共同填满世界文学的夜

空……鲁迅文学院，中国最高的文学殿堂，

我来了。

北京的夜晚也让我感觉与众不同。我在

房间里沐浴着浓浓月色，感到内心非常平

静，并有一种情致像月光一样在体内慢慢流

淌。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写诗，最容易想到的就

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之前，对于家乡的概

念不是那么鲜明，且经常容易在复杂的情感

里混淆，但自从在北京住了4个多月之后，才

对家乡一词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缠绵来。

我记得在我离开鲁院后写了一篇随笔：

“在鲁院，我明白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文学

的担当，我原来的思路在这里解构、重组，重

新挖掘被浮华遮蔽的那部分，让我在心内铭

刻的并照亮心房的永远是那8个字：继承、

创新、担当、超越。”

在鲁院生活了短短4个多月，但对我的

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让我想到最多的两个词

组：再塑和重组。在604，我写下了长篇小说

《往生泉》的前半部分；在604，可以重温已

经非常陌生的校园生活，可以自由地思索并

诗意地栖居。

我小的时候是在敦化红石乡长大的。那

时暮归的老牛、委婉的炊烟，甚至包括灶台

的清淡都显得那样的幸福和亲切。那时，人

们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过多地追求和执著，

非常容易满足和快乐。相比现在的贪婪，我

真不知道是人类群体没落了，还是人性人心

的合理回归？

小时候的日子是简单而快乐的，而越是

这样的简单越接近本真和原始，也最能沉淀

和持久。我不知道那种生活算不算诗意，但

我觉得诗意的便是美的便是快乐的。睡不着

的时候，我曾经躺在土炕上看棚上糊的一张

张报纸，尽管报纸的内容因字迹太小无法看

清，但那些黑体字的标题却让我倒背如流，

甚至哪个题目在什么位置都记得一清二楚。

小学四年学着写诗，写新诗也写古诗词，虽

然稚嫩，但也有不少“神来之笔”，也有一些

古怪的想法和思想充斥其中。

我的爷爷居住在这个小山村，我的爸爸

也居住在这个小山村，我不记得太阳多少次

光临这个小院，也数不清这矮小的老屋历经

几次秋风。但从我记事起，这一切就存在在

那里了，那种存在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自

然，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都是那样地美好

与合理。

小山村的早晨是神秘的，到处弥漫着白

色的流岚，这便是上地上山的最好时节。空

气清爽清新，白色的晨雾在房屋上、树木上、

花朵上凝结成明亮的露珠，等待太阳的检

阅；黄昏时分，西方隐隐的一片天光在群山

后逐步淡没，黑下来的群山便像一群群奔

马，更像一峰峰骆驼，远处黯淡的灯光不仅

给人明亮，更多的还有温暖，它指引着心里

的渴望和归家的路径。

接下来就是上学、住宿；住宿、上学，不

停地更换宿舍，不停地奔走于几个城市之

间。本来漫长的学习生活现在回头去看，就

好像非常短暂。直到上班以后，才让我对生

活认真起来。结婚以后，由于租过几个房子，

这让家的感觉有了一些流动的意象，家就是

不停地搬来搬去，东西也是折腾来折腾

去……

现在我居住的楼房有一个30多平米的

阳台，我把它改成书房。在这个书房里，我最

喜欢的就是我的书柜了。书柜饰以玻璃钢

漆，做工讲究。书柜里摆满了书，这使我既能

欣赏它琳琅满目的姿态，又能很方便地翻

看，这让我非常地满足和快乐。每当夜深人

静，泡一杯好茶，听一首好歌，看一本好书，

岂不快哉？白居易诗云：“食罢一觉醒，起来

两盅茶。”于闲谈恬静中休养生息，在自然相

互中感悟生命。

我认为诗歌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还原

和再现，而是个体生存经验与现实经验的结

合和互补，构建心灵体现在具体的生活之

中，这样才能抵达灵魂深处，对灵魂一番拷

问之后，重新赋予大自然以美和爱的含义。

我打开一切遮蔽，打开阳光也打开生命，在

自己的生活细节之中捕捉热爱和诗意。热爱

是诗歌的源泉，没有热爱，诗歌便失去了光

泽和意义。

2018年12月22日到24日，对于我来

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代表《雁鸣湖》杂

志参加了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文学网组织的

中国内刊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对于来自

全国38家民刊代表来说，意义重大。

我再一次来到鲁院，而且又住到了

604，这让我非常激动。我望着我熟悉的院

子和房间，看着那本留言本，鲁院熟悉又快

乐的生活又展现在眼前……

我参加了编剧创作班，到各地采访。在

彩云之南，每一次不同的相遇，都是一段美

好的旅程。“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

间”，一个偶然也许就是一个故事，一念思维

就是一个发端，我记录下心中的故事，等待

着成熟，等待着实践的验证和观众的认可。

采访之后回到家里，在生活中慢慢地沉

淀、消化。敦化是很有诗意的城市，也是非常

适合于居住的城市。除了敦化上山下湖的地

理位置，能让那么多人慕名而来，主要是缘

于敦化独特的渤海文化、沿袭至今的满族风

情、朝汉融合的生活方式，再加上浓浓的佛

国气息，使这既古老又现代的土地充满了神

秘祥和的色彩，又会让人感到与历史与自然

是那么地贴近，以至于没有一丝缝隙……大

德敦化，小德川流，一座浸润在雪水里的城

市，晶莹清澈，像一溪川流叮咚有致；如一杯

清茶袅袅盛开，自然的福地，清净的入口，思

想、灵魂以及那些杂念都在这青青的世界里

回归……

我喜欢快乐地生活，并诗意地栖居。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