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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李洁非

论·

《《念头》》的念头

张颐武

《念头》把一个概念——念头推到
了表达的前端。
念头，似乎是一个暧昧的概念。一
念之间，千头万绪。念头是思想的起始，
是流动的思绪的开端，是诸多错杂纷纭
的情绪想法的源头。念头有些展开了，
有些消逝了，有些在内心里始终挥之不
□ 去，闪烁不定，如同幽灵纠缠着人的灵
魂 。从念头开始，人生的一切，都在展
开 。念头起起伏伏，兴兴灭灭，无穷无
尽，其实也就是人生的故事的引子和影
子。一个念头会激发另外一个念头，一
个念头会蔓延出很多的念头。念头套念
头，念头融念头。念头其实是一种无意
识投射到人的意识中浮现出来的引发
思维的延展的那个起点处的鲜活的思
维，是无意识和意识的边界处的切点。
在《念头》中，这些念头通过一个人
物张晋中来展开。张晋中的念头里浮现
了他的一生，而这生活正是和中国这些
年的大变化相应和的，他可以说用自己的重重叠叠的念头
投射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化。这可以说是一部以心理来追
溯这个中国这些年的大历史的变化的一部力作。
《念头》就是作者发掘张晋中的念头的努力，也是作者
尝试用他虚构的人物来投射他自己对于这些年来的社会
的思考。这部书里枝蔓旁出的议论，就是作者的念头和张
晋中的念头的交错辉映。念头里怀有大时代的风云变化，
张晋中的经历中有种种尴尬和被动，总是席卷在时代的变
化之中。他是一个小人物，却在社会的变化中不断地变化，
不断地在形形色色的念头中游走于时代的缝隙之中。他的
经历其实是种种被动、不得已和他的欲望、争取之间的交
错的延展，也是我们的时代的一种投射。对于张晋中的讲
述，其实是一个人的成长经验的心理表现。这种心理表现
始终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中发生变化，他在计划经济时代
成长，当时那种严格管理的社会形态，也在张晋中的心理
中产生了投射。而张晋中的成长正是他不断在一个市场和
市民社会开始活跃的时代中经历变化、适应变化的过程。
他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都在各种危机之中不断地变化。他
投身商海，在纷乱迷离的生活中展开他的命运。大历史不
断投入了张晋中的念头，通过他的无意识转化为意识。这
一段大历史通过这个“个体”的生命中的念头浮现出来，变
成了一种个体的经验和生活的中心。
张晋中当然是随着时代沉浮，却也在时代之中弄潮。
在那一段生动丰富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这个小人物其实
是社会的一个有趣的见证。无意识和意识的交错，个体生
命的欲望、焦虑、争取和快乐和痛苦，都很真实，是自我的
必然的选择，也反映了大历史的风云变化。这里的念头其
实就是历史的留痕，也是历史和个人交界处的交错的擦
痕。张晋中从波澜壮阔的商海生涯转向平静的隐士生活，
也是一个社会复杂变化的一部分。张晋中的故事已经进入
了尾声，他的故事讲完了，他的念头也不再延伸了，那么，
现在新的故事需要有新的发掘。这部小说通过张晋中的故
事，表述了我们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中的心态史，也是这个
大时代风云对心灵影响的独特反映。历史通过心史来投
射，心史通过历史来展开。这部小说就是历史和心史交融
汇聚的成果。我们的人生有许多念头都和这段历史息息相
关，于是，我们可以感受张晋中故事里的念头，而年轻的读
者，也可以在这里知道中国走过的这段道路的丰富和复
杂。心灵史在社会史之中，社会史在心理史之中，相互交错
构成一幅复杂的拼图。
小说《念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把细腻的心理描
写作为自身叙述的中心，这种描写既有现代主义的心理描
写的特点，也是东方式的通过情节来透视心理的表现，张
晋中心理底层的那些浮动的、不确定的、游走式的念头的
捕捉，同时和故事本身的发展紧密联系，叙述的错杂也是
作者尝试“拼图式”描写方法的展现。情节具体地展开，其
中镶嵌着念头交错，因此有其独到的特色。这种现代主义
心理想象的展开和传统的写实思路的展开有机结合，提供
了小说独到的艺术特点。

文学回到人本身之后
□张光芒

改革开放 40 年来，作家的创作理念从回到文学本身进
的念头发生了极大转向，他成为了一个与以前不一样的人。
一步回到人本身，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和作家创作
《念头》着力于张晋中心理现实的流动性和嬗变，匠心
内在诉求的觉醒。不过，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的那样，真正
所指在于将 50 余年的社会变迁与人的变化集结于个体存
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作为一场文学的内在变
在的有机心理世界之中，将流动的时间与拓开的空间收缩
革，文学回到人本身，喊口号容易；从摆脱文学的他律控制
在张晋中这位典型人物的心理现实之中。小说虽然容纳了
来说，也相对容易。真正的问题在于回到人本身之后，对于
非常开阔的当代历史内涵与诸多的社会问题，虽然也有对
“人”的理解更加迷障重重。当下小说创作中，无论是独语体
于改革开放前贫乏与困陋的批判，也有对于市场经济利益
的私人化写作，还是那些恪守着“社会人”理念的文学叙事， 至上的反思，但那完全是当下的念头与过去的念头相碰撞
恰恰容易走上南辕北辙的人学之途。换句话说，真正的难题
后的副效应。
在于如何回到人本身。其探索性与挑战性越来越有力地考
小说虽然也采用了倒叙手法，但不是那种成长小说的
验着小说家的叙事。
追溯式回忆，而是由张晋中新的念头带动起来的旧念头的
储福金的最新长篇小说《念头》即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
再生。比如同一个张晋中，面对着同一个梁同德和他弯身做
独到的回应，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叙事实践。听说《念头》的编
小小陶壶的同样的动作，那念头和感觉在 10 年前与现在却
辑一直有一个想让储福金改小说题目的念头，最终储福金
颇为不同。以前张晋中只是有种转瞬即逝的说不出的感觉，
的念头得到了坚持，而编辑的念头被打消。编辑改书名的念
但现在他油然而生出“一种黑墨画或者梦影的感觉”。10 年
头完全可以理解，大凡名家名作，都有一个意象鲜明的名
前的念头只是朦胧的萌芽，10 年后它突然成长为一种关于
字，像《极花》
《红高粱》
《老人与海》等等，带有抽象色彩的概
文化生活又关乎艺术生命的强烈的念头。二者有着相通之
念往往被忌讳使用。但我更理解储福金的念头，因为在他的
处，否则张晋中也不会在十年之后突然冒出当年的情境。不
小说世界中，人的念头一点也不抽象，更与晦涩无关，它就
过，他已经确信，前后的张晋中“仿佛不是一个张晋中”。
是意象，就是人的存在状态，就是当代人与当代社会浑然
回到人本身还意味着对于自我定义的期许和对于完整
一体的本真面目。
的人性价值的实现。在我看来，储福金在小说最后以张晋中
在回到人本身的问题上，有些作家在哲学层面上的理 “我是实的……还是虚的？”这样一个自我怀疑的念头作结，
解本来就存在缺陷。从哲学分析方法或者理论阐释的角度
不啻是在当代人与当下人生价值的可疑性层面提供了一个
谈人，长期形成了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社会与个
开放的结尾。更为重要的是，张晋中念头中不断涌现出的真
体乃至意识与潜意识的区分。但在小说叙述中，人本身是不
实与虚幻的纠结困惑，与他对于完整自我的追寻恰恰是互
能被分解的，从“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人”相对立的角度
为里表、互为因果的。
和视野去塑造人物形象是可疑的，套用意识与潜意识的层
张晋中早年的念头源自于冲动，也内含着初心。在生意
级化方法去讨论人也容易肢解了人。
场中打拼赚足了钱的张晋中，最大的感觉是倦怠了。这时，
文学如何才能真正回到人本身，
《念头》给人无尽的思
只是因为一个电话推销楼盘的女人“声音好听”的念头，他
索。一方面，念头很小、很琐碎、很不起眼，似乎毫无意义。所
便答应看房子。碰巧，这个女人又是他刚刚在旅行中发生过
谓“夜里想了千条路,早上起来卖豆腐”，一个想改变命运的
一夜情的人，他就毫不犹豫地决定买下一个楼层的房子。再
人一夜之间就有一千个念头胎死腹中。但另一方面，念头又
如故居对屋阁楼的老虎天窗，还有那天窗前探出身子相对
很大，分量很重。
“ 心怀利器，杀心顿起”的恶念可以引发大
而望的织毛衣女孩，这一意象，多次浮现在张晋中的念头
的悲剧，
“ 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良知闪现可以燃起人性救赎
中。后来，他在自己喜欢的姑娘面前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的希望之火。一方面，念头牵引着本能和欲望，而另一方面， 时，竟讲述成织毛衣女孩对他似是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就带
它又时而掺杂着逻辑性与社会理性。主人公张晋中的念头
他出了老虎天窗，明明窗子并不大，她却一下子把他带出了
既混沌又确切清晰，如真似幻，回环往复，在立体性与流动
窗子飞上天空。这或许是一个隐喻，寓示着主人公从小就有
性之间，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审美张力场。小说全文，
“念
的念头带有真善美的影子和形而上的冲动。
头”这一话语出现多达 180 余次，构成了念念相续且前后交
也许有读者会质疑张晋中心路历程的陡转，过于戏剧
织的小说叙述。小说开辟了一条通往回归人本身的幽暗通
性，也过多偶然性。但其实并非如此，对张晋中来说，工地事
道，从而让人回到社会与个体浑然相融、理性与非理性混沌
故不过是一个必然性发生的契机。在此之前，异样的念头已
一体、自我与本我和超我连续纠缠的人本身真实的状态。
经不时袭击他的心理现实，他曾在底层努力与奋斗，获得金
恰如鲍曼所谓“流动的现代性”所寓示的，
《念头》流动
钱就是他的目的。人们心目中的人生赢家如张晋中，在人生
的念头叙事所指在于当代人的现代性质态。它既非先锋作
阅历半百之后，已经“无法相信外在的一切”，有一层相信便
家以意识流叙事营造的现代主义情态，亦区别于后现代作
有一层疑惑接踵而来。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此时“已无人可
家笔下的解构主义叙事对于一切意义的消解。围绕着“一串
问，已无人可答”。小说写张晋中毅然决然地将自己所有的
串的念头流来流去”的主人公张晋中，
《念头》叙事的表层结
财产、资金，再加上贷款，以倾家荡产式的投资方式划拨给
构给人一种心理叙述的绵密跳跃、头绪繁富之感，但从深层
在美国的梁青枝。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因为青枝怀了他的孩
结构中去感受小说的语言流程，则会发现一条清晰谨严的
子，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无法相信一切，而一切如
文学逻辑隐身于复调式的小说叙事中。
真似幻的前提下，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一个信条，那就是相信
把储福金的这部小说称为“念头叙事”也许过于拗口， 青枝。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他就要抓住，金钱不过是躺在
但确是作家在叙述上的独创。小说选取张晋中从“经济人” 银行里的数字，远离算计的念头如影随形。青枝怀上了孩
到“文化人”、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转换的转捩点展开叙
子，只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如释重负的契机。也许只有如此，
述。工地上的意外事故，一块碎砖掉落在他脑壳上，他昏死
他的“无心斋”才能名实相符，他的纯粹艺术式的文化生活
过去，又被救了过来。刚恢复意识之际，在生的念头与死的
方可脱离梦幻。
念头之间，他第一次对“空”有了深刻的感悟。
“ 如生如死，如
由此可见，无论是潜心于陶坊，还是流连于莲园，历险
死如生。他感觉着从未有过的轻松，相比之下，以前负重的
受伤后张晋中的念头，作为小说叙述的“现在进行时”，在照
人生都太累了。”所谓“前念不灭，后念不生”，生念与死念的
亮初心牵引“过去时”的同时，也暗含了他决然变革生活方
转换、前念与后念的断续，张晋中与“念头与念头之间”不期
式的内在逻辑和道德生活的必然逻辑。进言之，梁青枝是不
而遇。依佛法所云，念头与念头之间便是佛。当然，张晋中没
是他“过河的舟”并不重要，最为关键的是，经由这一过程，
有成佛，他还是人。如果储福金写张晋中最终皈依我佛，那
人的物质存在和人的社会性价值被压缩至最低限度，而一
反而让人大跌眼镜，也就不存在文学“回到人本身之后”的
种自我定义的人生、一种自我实现的人性价值、一种道德生
问题了。在“空”的顿悟之后，张晋中仍然念头丛生。但是，他
活的纯粹性，在张晋中的念头中呼之欲出了。

陵

·评

储福金的小说永远与众不同。他那从
容淡和的整体述说与字里行间绵柔惆怅的
情调融在一起，深深打上了“储氏叙事”的
印记，无人可以模仿。由此，他的小说人物
形象也和其他人不一样，有着自己的特征，
有着自己独特的品质。新近创作出版的长
篇小说《念头》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和储福金以往讲故事的方式不一样的
是，作家果断地打破了把人物推向命运化
的逻辑关系和叙事走向，把主人公超过 20
年的历史化为共时态的“念头”，浮现在叙
事平台上。也就是说，一个故事大家突然把
□
故事撕碎了，然后把这些故事碎片重新拼
贴起来，变成一个不像故事的故事。我们不
知道这是不是“储式叙事 ”的一个创新意
图，不过，我们知道，从这些“念头”里，真的
走出一个小说的新人物。
梳理一下线索，我们大致知道，
《念头》
的主人公张晋中在获得财务自由之后，突
然萌生脱离商海之意，于是回到小时候居
住过的一座小城，准备过一种与世无争的
边缘人的生活。在一次外出旅行中，认识了
一个售楼小姐冯媛。两个人的情感虽然不
咸不淡，却让张晋中意外发现小城房地产
方面的商机。在考察楼盘时，一块水泥从天
而降，砸在张晋中的头上。其实，这个悲剧
性的后果才是张晋中新生活的真正开始，
也是各种人生“念头”作用于他的精神的开始。
作家让小说主人公张晋中进到了一个叫李寻常的“莲园”养
病，是意味深长的。自从进到“莲园”以后，张晋中在一个相当长
的时间里，每天看李寻常种莲，跟着李寻常赏莲，和李寻常学会
了悟莲，终于慢慢悟到了莲花文化中的“禅意”、
“ 佛缘”。在李寻
常的引领下，张晋中拜梁同德为师学陶艺，很快入门。之后，他认
识了小城一大批陶艺家并发现这个群体里最优秀的陶艺家只为
骨灰罐作画。这个发现让张晋中对艺术有了更深的心得。其实，
张晋中从小学围棋，虽不算高手，但悟性不低。而他自己在大学
里读的是电子学，对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知识很有一些积
累。他发现，不管是种莲、陶艺、围棋还是现代科学，它们在形而
上的层面上都会产生共同共通之处，殊途同归。那就是宗教上所
说的“有无”关系。人生再复杂，社会再变化，
“生死”、
“有无”几个
字大概都能说透了。他觉得自己找到真正他所要的那种“世外桃
源”的生活了。这样的生活形态以及所构成的文化氛围，也许就
是现在不少人向往的“佛系”生活。
此前，张晋中算是一个很较劲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
会被水泥块砸到头。事实上，从当学生开始到后来当上企业董事
长，他都是一个较劲之人。大学期间，他会因一个莫名其妙的念
头和人打赌。这些无聊的打赌，常常弄得张晋中很狼狈。不过，这
种博弈竞争精神一直伴随着他后来几十年的创业人生。所以，当
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佛系”以后，便把他过去的一切变为一
个一个的“念头”进行反思审视。这种审视包括财富观、价值观、
道德观、人生观、甚至男女情爱观。
张晋中的人生经历中，女人如走马灯一样走过。少年时代认
识的青青姐，给他留下一本棋谱和一本小说《聊斋志异》。大学时
代他认识了方蓝蓝、舒玉凤、自己的前妻等人。不过，真正对他发
生影响的是那个叫唐三娘的少妇，一个老板娘。在机关工作后，
和官员宋明清的关系直接推动了他生活的转型，进到了创业阶
段。离婚后，又和性格有些古怪的封丽君有了一些纠缠。选择“佛
系”以后，又碰到了售楼小姐冯媛，最后是师傅梁同德的女儿梁
青枝。
“储氏叙事”深刻影响了小说对这些男女关系的描写。张晋
中虽然很有女人缘，但他与女性的情感关系一直保持淡然克制
的基调。很少看到他对哪个女性表现出生生死死的热情，很少有
敢爱敢恨的冲动，比如，小说里，梁青枝的爱情应该可以称为轰
轰烈烈了。但在“储氏叙事”里，却是波澜不惊，平淡如水。也许，
小说想揭示张晋中性格的另一面。虽然有较劲的一面，但他的情
感生活却又刻意保持低调，有一种“佛系”的潜质。由此看出，张
晋中的“佛系”意识并不是被强加的，也不是被洗脑的结果。他的
心灵深处，也许早就留下了这个“佛系”空间。只是时候到了，这
个空间被触动，自然就打开了。也许，
“储氏叙事”写男女关系，就
是开发张晋中的“佛系”潜质，把人物精神发展往这个方向引。
在作家的笔下，张晋中的“佛系”生活没有被完全看作是一
种逃避世俗的消极生活。虽然对剧烈的世俗竞争冲突的心理疲
惫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更多地被看作是对和谐生活的一种新
认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在这里，人们探求更为宽
容和谐的价值观，寻求更为和解的人际关系，在接受物质享受的
同时，更多让心灵自由放飞。很显然，张晋中来到的小城——故
城，正在被作家打造成一个中国式的理想国，社会文化关系正在
朝着理想的“佛系”发展。而张晋中思想就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
得以生长成熟。
这个带有浓重“佛系”色彩的人物形象就在“念头”的重组以
及不断反思中挺立起来。一个本来顶真较劲的个性在这几十年
的竞争经历中，转变成为一个“佛系”的性格。可以说，在当代小
说里，这样思想倾向和气质品质的人物并不多见。储福金以一种
新的故事方式写了一个新人物，塑造了一个新形象。
张晋中这个“佛系”倾向形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
这个看似平和的人物身上其实能够折射出当今社会，也就是现
代化进程产生的许多深层深刻的矛盾冲突。很显然，我们一方面
享受着社会财富快速积累带来的现代生活，同时也深受经济高
速发展，竞争日益剧烈带来的精神困扰。这种压力在中等社会阶
层、知识精英阶层显得特别突出，他们也将最先感受到经济社会
发展的矛盾冲突的风吹草动。小说主人公张晋中的内心，正是转
动着这种时代的困惑与苦痛，才选择退出社会矛盾冲突的集散
地——市场竞争，不当企业家。
张晋中这个形象似乎凝聚着这个精英阶层的现时的出路选
择和生活理想。他们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一些思想资源，为自己逃
避现实、寻找安全提供理论逻辑根据。古代失意文人叫桃花源，
当代精英也许就叫“佛系”。在这个与社会的关系上，二者是相通
的，一脉相承。当然，张晋中这样的精英，骨子里对世俗还存有留
恋，还没有死心，所以找到了“故城”这个出世入世的中间地带，
也就是“佛系”地段，找到一种心理能够平衡且符合当今时尚的
空间。这种选择，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代表着精英文化的
走向。从这个层面说，当代精英又多少拓展了古代文人思路，在
古代文人理想中注入了当代思想的信息。其实，往深里想，
“佛
系”与其说是一种理想生活，不如说是一种精英文化策略。
张晋中这个形象也可以看作一个文化风险提示。中产阶层、
精英社会的波动可能会传导这样的信息，那就是社会方向感的
迷失，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足。当然，中产、精英不能决定社会发展
的方向，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这个阶层一旦形成，就会是
一个社会文化的风向标。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可以标示
出社会的方向感，可以检验发展动力是否充足。如果我们能从
《念头》里接受到这样的时代风险提示的信息，就能发现张晋中
这个形象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有着更深刻的概括力。

张

体，确已到有什么样作家便有什么样小说的境地。
者当推歌德笔下著名的浮士德。浮士德于其一生，在愚智之
作此感慨，与刻下读储福金长篇新作《念头》关系颇大。福
间、生死之间、善恶之间、美丑之间，出而复入、入而复出，饱受
金，余之老友，读他作品业有二三十年，于其人其文非不谙晓。 煎熬，令人性之两难与背反穷形尽相，世称“浮士德难题”。惟
不意掩卷《念头》，我竟恍若见他宛然再生。以往储福金作品给
因触及了“难”字，读者得诸浮士德形象的，方不复止于猎奇，
我的印象，温良敦厚、悯人恤灵、察幽烛微，颇具君子之风的同
而必鉴及自身，引发对于生命止归的思悟。我们说，过去中国
时，备极生活如常的真味。无论以年龄和创作积累论，或以常
叙事艺术从小说到戏剧，的确寻不见一个这样的人物。所幸到
理论，他都是功成名就、器局已铸，又何须另辟别途？可是一部
了张晋中，这一页终于翻了过去。
《念头》却让我意识到，惯熟之途、老成之技在储福金看来俱不
然而，身为评论者，援以史例术语指论一番很是轻松，作
足念。他拿出来的新作，居然又是自我的决绝开拓和探索。
家却须一切落实为艺术的构筑。此谈何容易？将哲学与小说相
关于《念头》，思之再三，自忖惟“哲学小说”一语可名其
融，使之化为艺术的结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主题与人物
质。作为话题，哲学与小说的关系颇俗烂不堪。上世纪 80 年代
构思只是基础，更棘手的方面在叙事方式。这种小说势必在架
反思文学曾有所谓“哲理小说”，托叙事硬塞其作者一二抽象
构上要别出心裁、有所创新，使繁多杂芟的寓意、指向、回声整
理念，以媚多愁善感之读者。欧洲启蒙主义时代，亦有径借小
合于某种叙事逻辑，为读者提供进入人物精神世界迷宫的路
说为躯壳、将小说写成哲学讲章的例子。这些都是对于哲学与
径。我在领略张晋中的形象意蕴时，特别注意着作者的结构运
小说关系的荼毒，识者不取不屑。哲学真正融入小说，化为小
思，研究他如何处理这样一个非线性人物的塑造难题。我惊讶
说的血肉、呼吸与精魂，盖自现代主义起，尤以法、德、意大利
地发现，连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巧妙地将艺术与哲学熔于一
语作家擅之。自那时以来，缘小说而萦思、颖悟生命真谛，渐成
炉。海德格尔有名著《存在与时间》，我并不知道储福金构思
现代读者特有的恩惠和享受，也极大改变着人对小说艺术的 《念头》时有没有想到过它，但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的确确是
认知。但在中国，虽然数十年来小说变革巨大，迄今这却是未
以“存在”与“时间”的两条线索或两个声部，实现其情节构筑
获显著进益的方面，当年先锋派作家故弄玄虚的不乏其人，而
的。人生阅历、人际交往，是生命的“存在”层面；年代背景的穿
小说是最独特的艺术。世上所有艺术，各有其卓异、精深
真正登于哲学之境的小说作品则恕未闻之。
插、往复，则是生命所处的“时间”状态。作者通过这样一种双
及伟大，皆足惊天泣鬼、叹为观止，此毋待言也。但我仍得说，
哲学融入小说，既不是作者凭借故事人物将其一己理念
向叙述，不仅赋予小说以艺术上的变化与摇曳，更将生命之主
小说在其中独有一异秉，便是惟有它的包罗万象、无远弗届， 说教于读者，也不是把哲学的演绎从大学讲堂或哲学论文搬
体意志与生存之客体情境之间的撕扯、抗命、迎逆等等冲突之
堪与造物主比美。小说者，上碧落下黄泉，百态众生、纤心秘
到小说中来。小说之有哲性，在乎它所摹触的生活情状、生命
状，一一揭橥。
“ 有时候念头正冒着，突然触及了一个外物，念
境，盖皆出入无禁，自由莫羁，称得上于自然宇宙之外又单辟
过程，内在地包含非思悟不能解的忧患、扰杂、疑惑、暖昧、挣
头便化成了场景。”第六章此语，可谓作者的小说自诠。
“念头”
一艺术宇宙。
扎等种种精神困境及奥义。当一件小说作品，未曾深入于这种
者，生命意志也；
“ 场景”者，生存情境也。人之一生，莫非为此
故而小说作品与小说家的风貌，也和大千世界一样千姿
层面，勿谓有染乎哲韵。一言蔽之，所谓“哲学小说”绝非用小
二者所夺所争，而趋善趋恶、是悲是苦或足与不足，惟有静待
百态。人类自有小说以来，尤其晚近一百余年创作突破写实主
说阐述哲学，而必是创作本身从生活或生命中发启、开采、呈
它们较量的结果。
义瓶颈以来，路径、家数之繁几无以计数。如今小说，仍如过去
现、灼亮了某种哲学旨喻。
《念头》还以充沛、炫目的诗性，
使我刮目。
比兴之笔比比皆
那样斤斤于若干绳墨，再无可能。以我国为例，自上世纪 80 年
我对《念头》的称道，盖在于此。
是，
比如张晋中之睇碗莲，
比如
“蝴蝶”
台风来临那天，
黎明之际
代兴其变革之风，一路至今，藩篱屡拆、清规靡荡，小说的艺术
《念头》是一个名叫张晋中的人物的故事。而张晋中，或是
雷电的大段描写。至少，这不同于我自以为熟悉的储福金。
《念
探索性、独创性空前释放，而作家各逞其性、率意而为，艺术自
迄今我们小说中仅见的从灵魂炼狱和自我确认的角度出现， 头》带来的惊喜，
区区小文盖难尽之。
我只能说，
一位作家到了这
觉与自求尽显乱花迷眼之致，个性真正成为了小说写作的本
并被颠来倒去拆解和表现的人物形象。此类艺术形象，茕茕大
种年纪，
犹能焕然一新、
迸发别样的艺术能量，
良可慕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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