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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聚焦

万物有灵且美
——读陆颖墨新作《白丁香》 □王小枪

文学的通透之境文学的通透之境
□陈晓明

阿来是一位独特的作家，尽管我们都可以

用独特性来理解任何一位作家，但阿来的独特

性有其厚度和广度，这是一般作家所没有的。

他身处藏文化的地域背景，他的本教（Bonis-

mo）熏陶，他的语言素养，他作为一位博物学

爱好者的特殊秉赋，所有这些，都可能转化为

他以文学把握世界、表现生活和摹写人物的能

力。说起来，阿来有点大器晚成，1998年出版

《尘埃落地》，旋即暴得大名，那时阿来已经快

40岁了。后来有《机村史诗》《格萨尔王》等厚重

之作，这么看，也是厚积薄发，出手不凡。阿来年

轻时在偏远的藏地村庄里教书，如果要到大一

点的乡或县里，需要骑马翻山，在荒芜的大地上

走很远的路。那时，他骑在马背上喝酒，看着太

阳升起又落下，而目标尚未抵达。这注定了阿

来在文学上的定力非凡，他是一个走长途的

人。60岁这年，他出版了《云中记》，无疑，这部

作品也被注定了不同寻常。

小说讲述了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4

年，村民们都迁移到安全地带安居乐业，生活

也开始走上轨道，但阿巴祭司却要回到云中

村，祭祀村里当时蒙难埋在地下的亡灵，他要

超渡这些亡灵。在他几乎完成所有的祭祀仪式

时，云中村遭遇地震余震引发的剧烈滑坡，整个

村庄从此消逝。这本书直接写纪念5·12地震，

通过云中村最后一个祭师祭祀亡灵，写出人和

故土的深挚联系；写出感受自然、感受生命的

一种心灵；写出守护精神家园的一种态度。

要说《云中记》的文学价值，我以为只有用

“灵知”写作来接近它，才可能揭示出它的独特

性。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是阿来的“灵知”写作

达到了一个境界，灵知并不转向神秘，而是打

开文学的通透之境。说到“灵知”，可能会联系

起基督教的诺思替教（Gnosticism），这里只

是借用一下这个背景。阿来在中国作家中是非

常独特的一位，他有独特的宗教、文化、民族背

景。中国大部分作家都经历了20世纪普遍经

验的洗礼，中国作家的思想和文化经验很大程

度上容易全部依托在普遍经验基础上。当然，

不少作家以个人的天分还能保持一份独创性，

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但是阿来有他得天独厚的

地方，就是地域的、民族的和宗教经验的独特

性。正因此，阿来的作品一出手就不凡，不只是

《尘埃落定》，他的前前后后的作品都打上独特

的精神印记。《尘埃落定》《机村史诗》《云中记》

是关于本教文化及其村庄史诗的三部曲，我不

是说它们有某种内在的内容联系，而是精神上

的关系，《云中记》又打开了另一个面向。

在这部作品中的令人惊异之处在于写实

和灵知能结合得这么自然。这种自然性的难度

在哪里？差异非常大的事物能结合在一起这就

有难度。写实和灵知结合的难度，体现在不管

是故事的连接、氛围的接续，还是感觉的一个

变化，都有很大的难度。但在这部小说里阿来

做到了大化天成，如入无人之境。叙述几乎没

有见出作者声音和角度，而是阿巴一个人在活

动。仁钦的故事归属于阿巴，而阿巴也与村子

里的一草一木，与土地、魂灵融合在一起。

阿巴是个祭师，他很自然地和灵异的灵魂

建立起一种关系，产生一种对话。显然，其基础

是对死亡经验的态度。《云中记》既然是纪念汶

川地震，当然首要的是祭悼死难者。阿来的叙

事策略是从哲理和精神的层面上来关怀死者，

他把纪念转化为对死亡经验的独特体验，这就

有阿巴这个最后的祭司对死者灵魂的祭祀。阿

来处理死亡经验有一种通透的坦然，其生命观

与自然达成了一致性。汉民族当然也是非常重

视处理死亡经验，虽然孔子说“未知生，焉知

死”，孔子避而不谈死亡。但乡村把丧葬仪式看

成一个重建血缘共同体的机会，把亲友招来在

死者面前一起哀悼，这是巩固血亲共同体的时

刻，从而建构起面向未来的利益共同体。在《云

中记》里，通过阿巴这么一个孤独的灵魂来独

自面对云中村的死难者的灵魂，表达了他所承

载的乡亲们的哀悼，也是阿巴个人精神的通

灵。在那种敬畏的、信奉的、祈祷的通灵氛围中，

阿巴的形象被立起来了。他显然不只是一个所

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更重要的是，

他是乡村最后的守护神，他是献祭者，他是精神

性的存在。尽管阿来把阿巴作为一个本教祭司

的身份感知死亡经验，但是，阿来没有把这种经

验和场景处理得幽暗神秘，也没有推向深邃；而

是有一种通透和明朗，因为小说不断引向对自

然的认识——并不科学主义式的，而是与自然

一体的自在经验。

阿巴的灵知并非那么形而上，他只是一个

本分的祭司传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手艺

人”，他并没有多少超自然的技能，他只是对自

然有亲和性，虔诚信奉万物有灵论，在他的面

前，他所能感知的，也是最为感动的，是那两匹

跟他上山的马，是从山上跑下来的鹿，是悄然

开放的罂粟花，是山间里的那些草木。他生长

于自然事物中，他通它们的灵性，也通人的灵

魂，人的灵魂只是自然灵性的一部分而已。

《云中记》一直在探讨宗教经验与世俗相

通的方面，更具体地说，是宗教心灵和世俗亲

情的相通。阿巴的心理活动向外是自然事物，向

内是对母亲和妹妹的回忆，现实性则是与仁钦

的联系。阿巴不断地回忆地震中遇难的妹妹的

往事，他的回忆平静细微，死者的形象一点一

点在复活。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发生地震之

前的一个家庭的生活，那么亲切、亲密，充满关

爱。地震毁灭了这一切，阿巴坦然接受了这一

切。阿来不去写那些痛苦不堪的死难场面，他

更注重描写的是生者如何经历死亡经验，如何

面对死亡经验而能重新活着。

阿来的写作始终那么明朗，他处理的历史

或现实，都隐含着一个消逝的地域及其文化的

主题。如此悲剧性和沉重的历史主题，他却能

举重若轻，大而化之，转化为自然本身的某些

时刻。他原来的故事都有很强的地域性，他会

去看这种文化在这个地域里的消逝，地域是存

留下来的。《尘埃落定》是阿坝藏地部落最后一

个土司的故事，这个经验是以生为始以死为终

（开头是傻子少爷在床上的成年礼，结尾是傻

子少爷被仇人杀死在床上），但小说却贯穿着

浓郁的抒情气氛，始终那么通透明朗。《云中

记》则更彻底，现在，这个村庄在地理意义上消

逝了，带走的还有最后一个祭司。一个村庄的

消失，前面铺垫了那么多死亡和死魂灵，阿来

仍然能写得那么明朗。阿来曾表示他写作《云

中记》的时候，不断地倾听着莫扎特的《安魂

曲》。阿来在灵知的意义上看到的是一个世界

的通透，不是世界的幽暗，通透并不是比幽暗

更高的意境，而是不同的意味和风格。幽暗比

通透更多深邃；通透却有更多超越性的气质。

这就是文学和作家的多样性，文学的世界因此

才会有无限的丰富。

我们看阿巴作为一个祭师，就像《尘埃落

定》最后一个土司，就像《檀香刑》最后一个刽

子手一样，都道出了中国文学的某种特殊意

味，也因此写出了一段历史的命定实质。《云中

记》的最后一个阿巴祭司却有着日常性，阿来写

得那么朴实、真实、自然，和我们那么亲近，没有

神秘，没有不可知，没有巫术。阿巴说到的和使

用到的祭祀的工具，都是像耕地的农具一样，

是生活本身。

阿来在这部作品中，还写了很多事实性的

生活，那是村民在遭遇地震之后的生活，他们

的迁移，他们重新开始生活的困难、矛盾。仁钦

代表了现实，通过一种亲情血缘纽带，小说在

阿巴和仁钦之间建立起很自然的平行关系。仁

钦的现实性总是在阿巴这样一个离开了现实的

精神层面下来观照，在小说中，灵知和现实仿佛

是生活自然变化的两个扇面，又像是一段河流

起伏的不同的段落。阿来任其自然的叙述似乎

不露声色，但他内里是很有讲究的。比如那个热

气球，前面有那么多的铺垫，不只是故事的丰富

性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最后让读者获得一个

直接视点，看到云中村是怎么消失的，这才是

现代小说叙述的可靠性逻辑。热气球这个近的

视点能够把一切看得那么清晰，强化了云中村

消逝的过程和结局。

小说一方面有很高的视野，另一方面下功

夫在细节上，在近距离地观察上。阿来的作品

描写每一个事物、每一个人，每一个写到的东

西都有一种清晰度。云中村消失时的视角是通

过热气球的摄像机（那是他事先藏的一个视

点），我们非常真切地看到了云中村的消失。小

说中的祥巴是一个极不安分的人物，他是被现

代煽动起来的乡村现代主义者，他偷盗、做生

意、搞开发，没完没了地倒腾。但是，最后是他

搞出来的热气球用摄像头“眼睁睁”看着云中村

在泥石流中掩埋于泥土之下，永远消逝于大自

然中。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他观察事物总是要

有近距离的视点。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依然可以

看到小说隐含着现代与传统之争的主题。

记录灾难当然是一项责任和道义，但是《云

中记》还有更大的视野、更远的思想，阿来的写

作大气而富有灵知，写出了文学的通透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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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来

2008 年 5 月 12 日 ，成

都，我坐在家中写作长篇小

说《格萨尔王》，在古代神话

世界中徜徉。下午2时28分，

世界开始摇晃，抬头看见窗

外的群楼摇摇摆摆，一些缝

隙中还喷吐出股股尘烟。我

正在写的这个故事中的神或

魔愤怒时，世界也会像人恐

惧或挣扎时一样剧烈震颤。

我可能花了几秒钟时间判

断，这些震颤与摇晃到底是

现实还是正控制着我的想

象。终于，我确定震动不是来

自故事，而是从地板从座椅

下涌上来，差点把我摔倒在

地上。不是陷入想象世界不

能自拔时的幻觉，而是真实

的地震。

天亮了，关于惨重伤亡

的消息越来越多，整座城市

的气氛就是每个人都觉得必

须做点什么。平常，成都到汶

川，两个小时车程。现在，近

路断绝。绕行的路线是八百里公路山路，整整两天。路上，余

震不断。我的车伴我穿行在这些险象环生的山路，至今车

身上还有两颗落石砸中的伤痕。一处在挡风玻璃上，一处

在引擎盖上，修车时，我特意叮嘱把大伤平复，小伤留下。

后来又去过许多灾区，一万多人口的映秀镇伤亡过

半。山清水秀的北川县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剩下一多半

全部损毁。青川县东河口，山体崩塌，把184户人家、一所

小学全部掩埋，700余人被无声无息地埋入地下。走在地

震新造成的地貌上，踩着那些从地层深处翻涌出来陷脚

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面就埋葬了一个曾经美丽的村庄。

那个时候，我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写作。只是想尽量地

看见，和灾区的人民共同经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尽一点

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那时，很多作家都开始写地震题材，我也想写，但确

实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这

种警惕发生在地震刚过不久，我们写作地震题材的作品，

会不会有意无意间带上点灾民心态？让人关照，让人同

情？那时，报刊和网站约稿不断，但我始终无法提笔写

作。苦难？是的，苦难深重。抗争？是的，许多抗争故事都可

歌可泣。救助？救助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但在新闻媒体

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些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即时传递。自己

的文字又能在其中增加点什么？黑暗之中的希望之光？人

性的苏醒与温度？有脉可循的家国情怀？说说容易，但要

让文学之光不被现实吞没，真正实现的确困难。

又写了几本书，《瞻对》《蘑菇圈》《河上柏影》和《三只

虫草》，都不是写地震。

灾难还在发生。2013 年芦山地震、2017 年九寨沟地

震，都离汶川地震发生地不远。2017年6月24日，一个叫

新磨的村庄被滑坡掩埋，60余户人家、近百条生命瞬间消

失。地质专家认为，滑坡是汶川地震后的地质应力改变。

大地并不与人为敌，但大地也要根据自身的规律发

生运动，大地运动时生存其上的人却无从逃避。

我不在灾区，但剧烈的创痛同样落在我的心头。而

且，只是写出创痛吗？或者人的顽强？但这种顽强在自然

伟力面前又是多么微不足道。

我唯有埋头写我新的小说。惟一的好处是这种灾难

给我间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

命无休止地炮制速朽的文字。就这样直到2018年，十年

前地震发生的那一天。我用同样的姿势，坐在同一张桌子

前，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这回，是一个探险家的故事。

下午2点28分，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城里响起致哀的号

笛。长长的嘶鸣声中，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坐在

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

重现。半小时后，情绪才稍微平复。我关闭了写了一半的

那个文件。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

从开始，我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

将要消失。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

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我只有这个强

烈的心愿。让我歌颂生命，甚至死亡！除此之外，我对这

个正在展开的故事一无所求。五月到十月，我写完了这

个故事。到此，我也只知道，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

一些抚慰。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

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

这只是一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

到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所以，在这里要说的，也

只是如何让自己放不下这段记忆的一些经历罢了。如果再

多说一句，也只能说，我喜欢自己用颂歌的方式书写了死

亡，喜欢自己同时歌颂了造成人间苦难的伟大的大地。

■短 评

《《云中记云中记》》写出了人和故写出了人和故
土的深挚联系土的深挚联系，，感受自然感受自然、、感感
受生命的一种心灵受生命的一种心灵，，守护精守护精
神家园的一种态度神家园的一种态度。。

记录灾难当然是一项记录灾难当然是一项
责任和道义责任和道义，，但但《《云中记云中记》》还还
有更有更大的视野大的视野、、更远的思想更远的思想，，
阿来的写作大气而富有灵阿来的写作大气而富有灵
知知，，写出了文学的通透之境写出了文学的通透之境。。

每个写作者笔下的文字其实都是他自己，

是作家打通自己和世界表达的一种渠道。小

说所描述的点滴情感，以及故事中主人公对世

界的看法，也传达着作者对世界、对情感的看

法。作品的文字风格犹如作家的第二张脸。

小说《白丁香》继续保持着作家陆颖墨一

贯少而精的写作品质，静水深流，娓娓道来，字

里行间都有丁香花的淡香。

可能是年龄的关系，年轻时喜看刺激的情

节，近些年对清淡的故事却情有独钟，最近尤

为关注小人物。好故事不一定非得上天入地，

跌宕起伏，人物越大越容易脸谱化，故事越小，

反而让人心头一荡。《白丁香》里有上好的人

物：实习护士许淼淼温柔但极其有力量，这种

力量从人物的本能生长出来。还有深谙世故

的韦护士，作者寥寥数笔，却把这个人物写得

异常鲜活、跃然纸上。

好的作品，应该把叙述变得自然和朴素。

作品的三观，远比写作技巧重要得多得多。小

说到最后写的是境界，是作家对这个世界、对

人的认识和理解。

《白丁香》是作者对人的理解。许淼淼和

江川之间没有超越情感的爱情，但二人之间情

感的留白，更叫人感慨万千。瞬间的心动似乎

为孤独的灵魂（尤其是江川）提供了一处抓手；

然而，纵使许淼淼把八瓣丁香花好运铭记在心

底，并对命运的逼迫步步退让，最终还是变成

了对邂逅的缅怀。

《白丁香》有自己独特的画面语言，以致某

个瞬间，我觉得自己在看电影。小说中的四位

青年男女，都是生活在理想世界里的人。再看

看作者的题记，“昨天已经越来越遥远”，是作

者让我们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七八十年代。

作者笔下的人物与读者们短暂的邂逅，就像一

根探针在彼此心头莫名柔软的部位轻轻一刺，

留下一个又酸又痛的印记。小说中的许淼淼

与江川充满了从容不迫而极其鲜活的细节，它

们本身就是小说的主体。这些点滴都是再平

常不过的故事、属于两个再平常不过的小人

物，然而当我们站在邂逅的端点上，把这些故

事拢在一处，却忽然感到心有所动，这份感动

让人既锥心刺骨又五味杂陈。

生存本身充满了无法逃脱的悲剧性，察觉

并理解这一点，是真正走进陆颖墨小说的重要

前提。他的小说一贯的原动力和最终落脚点，

往往都在于对这种情感、命运的体验与表达。

高级的小说都有自己的悲剧性，一贯如此。

我曾试着分析过陆颖墨小说里的“命运情

结”（包括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曾收录于《海

军往事》中的小说《彼岸》），并认为这是进入他

精神结构的一条“秘密通道”。很多作家终其

一生都在解决或者是困扰于一个问题：一个艺

术创作者，该如何与现实生活共处？

我不知道艺术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作者

的真实生活。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完全没有

把生活和艺术对立，把艺术变成现实的敌

人——那是狭隘的文艺青年们的通病。只有

这样，他才能从生活里汲取无数的养分，用艺

术的手段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好小说不需要反复强调情节，那样反而怯

了。真正上乘的作品，一定要塑造出真正隽永

的人物。《白丁香》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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