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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聚焦新作聚焦

被情感的涡流撞击之后被情感的涡流撞击之后
□□李李 浩浩

我脑子里时有这样的印象：

一个姑娘坐在门口织毛衣，见到

有生人走近，迅速抬眼一瞧，又

把眼垂下，继续干活。你以为她

什么都不想知道，事实上她什么

都看在了眼里。

还有一些姑娘，咋咋呼呼到

处赶集，哪里有热闹就往哪里

钻，不在乎什么眼光异样，她们

笑得火热，好奇和欲望都写在脸

上。你只要惹到她，她横眉竖

目，脏话如瀑布倾泻。

这两种姑娘有时各自独处，

有时又依偎在一起。我总会看

见形象和性格都迥异的姑娘并

肩走在街上，如此不同，又如此

合拍。

你们的记忆里是不是也有

这样的姑娘——或者木讷内向，

静静地站在人群之外，或者活泼

强悍，充满活力？

时光流逝，我的青春随之消

逝了，这些姑娘们也消失了。

她们散落在人间的各个地方。

我常常想起她们的面容，常常

追问：经过这么纷繁的时代，她

们的人生有怎样的经过，后来

又到达了哪里？

念 念 不 忘 ，终 有 回 响 。

2016 年伊始，有那么两位姑娘

向我走来。

出走的今宝遇见了疲倦至

极意欲回归的在桃。在桃展现

她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生活，

今宝却从中看到了苍凉，她最终放弃了出走；而意欲

回归的在桃无法理解今宝的沉静：苍白寂寞，生有何

益？她掉头继续踏上陌生的旅程。

许多年过去。今宝越来越没有英雄的样子，心里

装着整个世界地理，却只身在瓦砾间。表面上，她漠然

而自闭，没有态度也没有抵抗，她放弃了一个又一个完

成“自我”和走向茫茫世界的机会，没有人捆绑，也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挽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就像绳套

悬在头顶，她想了一想，把头伸了进去。就像在荒漠深

处开放的小花，因为看不见，以为它没有开放，以为它

从来没有香过。

她没有变得无耻，她不虚荣，也不索取，明知命运

不公，却是满腹悲悯，心系神秘世界，却又审慎克制，既

不是无望，也不是充满渴望。她厚德载物，心如明镜。

她以沉默保住自己的体面，保住对生活的敬意。她这

样的人，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似乎又是复制出来、无处

不在的，她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什么高

潮和意外，只要生活本身，并且捍卫“成为自己”的权

利。静默的生命获得了强度，她终究脱离了我，成为她

自己。

此时的在桃，这个决意跟世界死磕到底的姑娘。

她不原谅抛弃她的母亲，她不接受谎言，也不接受虚假

的爱情。为了不重蹈母亲的覆辙，她打掉了自己的孩

子，并且宣判这个世界人人有罪。在桃绕着地球飞翔，

用她的“翅膀”，丈量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个人在

与这个世界搏斗的过程中，并不能创造出更多的东西，

但是，爱可以。

得知那个被自己恨了一辈子的女人并不欠她的时

候，在桃百感交集。她的心结，在千百次疾呼之后有

了回响——那个“发育迟缓”的弟弟在静静地等着她

归来。凶猛退后，诗意涌现，她的奔跑戛然而止。里

里外外都是黑暗，爱过的刹那，光照进来，一个时代的

画卷铺开，她得以看清人世间的苦痛煎熬：卖花的妇

女，在车间里不见天日的女工，拖着残腿写字的乞

丐……从愤怒起身，到执念放下，到达慈悲处——也是

起身处。

人间的悲喜剧静静地上演，轻轻地摇摆，默默地反

转。每一个狂放不羁的在桃的心里都有一个今宝，每

一个今宝的心里依偎着一个在桃。像一对立在镜子正

反两面的姊妹花，相互映照，相互取暖，却永不重合。

现在，我问自己：我是否挽留住了记忆深处那些与

我一同长大的少女们？我不知道。她们有没有达到真

正的自由？我不知道。我是否拉扯着她们一起走得更

加光明？我不知道。

创造者从不比其人物高明。最后时刻，我顺从了

在桃的意愿，开始与随波逐流的生活和解，和平庸的自

己和解，和接踵而至的失望和解，有所屈服，有所承担。

告别锣鼓喧天，方能生出真心欢喜。

文学是什么，为什么要读文学？它持续的

魅力何在？当我们可以通过各种不同渠道获取

多样性的知识，当我们发现生活中的奇诡、跌

宕、曲折和荒诞多过了文学提供的时候，当我

们疲于种种的奔波、算计和应付的今天，这个

问题似乎会再一次显迫。

在阅读李凤群的《大野》之前，我在思考它

们，因为它或多或少会涉及我之后的阅读和写

作，而在阅读《大野》的时候，在我脑海里再次

出现这些混杂的、纠缠的问题，它们更为显赫，

更具力量。

《大野》的情感极为充沛丰盈，是近年来少

见的丰盈——我们的叙述似乎平滑顺畅、经验

老到，情感的深度介入却越来越罕见，越来越

稀薄。在阅读《大野》的过程中我竟有种沧桑之

感、久违之感，它对我或多或少有着某种唤醒。

李凤群的叙述是有情绪的，《大野》是有情绪

的，这情绪时时会溢出文字，也时时会有情感

的涡流出现，让我不得不停下来和她一起面

对。可以说，《大野》中最为突显的便是它的情

感和对情感的褒有，它浓烈得像酒，醇厚而不

乏锋利。

“在阅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胸口受到

了重重的一击，我知道那是诗的；我感觉自己

的天灵盖被猛然地掀开了，我知道那是诗

的”——诗人狄金森的这段话曾深深地影响过

我，而在阅读《大野》的过程中，这段话多次在

我的脑海里出现。在阅读到被遗弃的在桃重遇

自己的母亲，然后又一次离开的时候，我感觉

自己的胸口受到了撞击；在阅读到小诸葛的消

失时，我感觉自己的胸口受到了撞击……《大

野》的每一小节都围绕“情感”来做文章，每一

个叙述的核心点，都建立在“情感”的阐释、言

说和爆发之上。

或许可以这样说，《大野》建筑的支点不在

故事上而在情感上，它构成建筑的基石，同时

构成了建筑的核心。它在小说中最为珍视的、

也最为用力的是情感。更为可贵的是，《大野》

的情感真诚真挚，它的里面有妒、有恨、有冷

眼、有漠然甚至有利用，有有意的“破罐破摔”，

有毁灭性的冲动……而惟一没有的，是做作的

假。这种难得的真诚态度其实也是时下文本中

所匮乏的。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习惯抽身事外的平和

叙述，习惯“写作的零度”，习惯作者不把情感

强烈地带入文字，我们或许遗忘了另一个同时

也是文学中最为本质的品质，那就是情感的打

动。“它把我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当然这不能

是评判小说或者散文优秀与否的惟一标准，但

我想，它应该至少是标准之一。

作用于情感，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旅程中经

历投入和变化，有着诸多情感涡流的《大野》在

这方面让我反思。

在后记中李凤群写道，“许多年过去，今宝

越来越没有英雄的样子，心里装着整个世界地

理，却只身在瓦砾间……她没有变得无耻，她

不虚荣，也不索取，明知命运不公，却是满腹悲

悯，心系神秘世界，却又审慎克制，既不是无

望，也不是充满渴望。”“在桃百感交集。她的心

结，在千百次疾呼之后有了回响……从愤怒起

身，到执念放下，到达慈悲处——也是起身

处。”“人间的悲喜剧，静静地上演，轻轻地摇

摆，默默地反转。”

李凤群采取“双生花”式的结构，通过两位

女性的命运纠结展示中国女性在时代中的生

命之结。她们是镍币的两面，或停留在原地被

命运和时间的海浪不断冲刷，或奔跑在迷途总

也抓不住“想要”，而“想要”在这个途中还一点

点消弭——透过她或者她们，我看到的是一代

人的真实生存，也看到这种生存背后难以言说

的百感与交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野》确是展示之

书，它展示了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于乡村的女

性的成长历程，在这历程中我们得以窥见时

代之变、命运之变、精神之变以及思考之变；同

时它又是生命之书，我能看到李凤群在写作中

的自我投入，这两位互为表里的女性可以说是

取自于她的肋骨，与她大致有着血和骨的贴

近；它是女性之书，在这里有女性的成长、女性

的心理和女性的境遇，依然让我们继续思考娜

拉出走的可能和出走后的可能；它其实也是

思考之书，李凤群试图梳理和追问：“她们有

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我是否拉扯着她们

一起走得更加光明？”什么才是她们可能的路？

透过命运和她们在故事中的处境，李凤群

让阅读者和她一起面对，一起思忖。“最后时

刻，我顺从了在桃的意愿，开始与随波逐流的生

活和解，和平庸的自己和解，和接踵而至的失望

和解，有所屈服，有所承担……”在我看来这份

和解中有着被压抑的不甘，与其说“我”顺从了

“在桃”不如说是“我”顺从了“普遍的生活”，这

种顺从是完全的、完整的时下状态，是“大多数

人”而不仅仅是“大多数女性”的真实写照。“告

别锣鼓喧天，方能生出真心欢喜”。最后，李凤

群如此说道。问题是，在桃的一生中有真正的

锣鼓喧天吗？她是真心的“真心欢喜”吗？

在《耶路撒冷致辞》中，米兰·昆德拉谈论

着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所做的

调整和改变时说，“每一个真正的小说家都等

着聆听那超个人的智慧之声，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伟大的小说常常比它们的创作者们更聪

明”，《大野》大约也是那种比创作者更聪明的

小说。一方面，李凤群写下的时代印迹会唤起

我们的共感力，我们会为她未尽的言说补充和

勾填进许许多多，无论是情感上的、记忆上的、

思考上的；而另一方面，在桃和今宝的丰富性

是可触可感的，李凤群在写下她们的时候没有

剪尽枝杈，没有为了自我的想法而过度扭曲她

们的成长轨迹，这为多重解读和延伸思考留下

了余地；第三，李凤群给出的故事的“歇息处”

并不是终点，甚至可能是起点：承受和不断的

逃离都必然会归为平静吗?那所谓的和解是不

是单一向度的，它其实是“认命”的代名词，它

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

读小说，我们当然希望能从他者的命运中

读到我们的共有和相似，记忆里的某些沉默被

它勾起或唤醒。我想我们大约还希望，小说中

的那些人、那些故事会引发我们的思考：生活

只能如此，非如此不可吗?还有没有更好的可

能？我们或他们，还有怎样的选择？

《《大野大野》》的情感极的情感极

为充沛丰盈为充沛丰盈，，是近年来是近年来

少见的丰盈少见的丰盈———我们—我们

的叙述似乎平滑顺畅的叙述似乎平滑顺畅、、

经验老到经验老到，，情感的深度情感的深度

介入却越来越罕见介入却越来越罕见，，越越

来越稀薄来越稀薄。。在阅读在阅读《《大大

野野》》的过程中我竟有种的过程中我竟有种

沧桑之感沧桑之感、、久违之感久违之感，，

它对我或多或少有着它对我或多或少有着

某种唤醒某种唤醒。。

欲壑难填与批判之剑
□孟繁华

■新作快评 杨晓升中篇小说《龙头香》，《长城》2019年第4期

杨晓升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创作两副笔墨
上下翻飞，他的敏锐和尖锐在当下的文学格
局中，格外引人注目。他是敢于直面现实，敢
于触及问题和批判的作家。近期发表的《龙头
香》再次印证了我的判断并非虚妄。

小说在日常生活习焉不察的“烧香”行为
中，发现了巨大的秘密：烧香的确是中国民俗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汉人
烧香，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烧香，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几乎无处不烧。对祖宗要烧，对天
地神佛各路仙家要烧，对动物要烧，对山川树
木石头要烧；在庙里烧，在厕所也烧；过节要
烧，平常也要烧；作为一种生活情调要烧，所
谓对月焚香，对花焚香，对美人焚香，雅而韵，
妙不可言；作为一种门第身份，所谓沉水熏陆，
宴客斗香，以显豪奢；虔敬时要烧，有焚香弹
琴，有焚香读书；肃杀时也要烧，辟邪祛妖，去
秽除腥；有事要烧，无事也要烧，烧本身就是
事，而且还会上瘾，称为“香癖”，就仿佛现代
人的抽烟饮茶一样。

“烧香”几乎无处不在。但王家烧“龙头
香”还不一样，“父亲和母亲始终认为，父亲之
所以能从一个农民家庭走进京城，奋斗到如
今的副部级干部，除了他自己的努力，考上京
城名校，毕业留在京城工作，以及后来岳父也
即我姥爷的适时扶持，更大的原因是与我爷
爷和奶奶不断为他烧香拜佛，保佑他平安健

康、升官发财密不可分”。佛教究竟是一种信
仰还是一种教育，至今仍众说纷纭。但是到了
民间，对许多人而言，佛教既不是信仰也不是
教育，更不是智慧，烧香拜佛只是为了娶妻生
子、升官发财、避祸免灾、祈求平安等实用主
义诉求。王兴一家关于烧“龙头香”的价值观
是最具代表性的，父母虽为高官亦难免俗。

小说在结构上是线性叙事，以社科院研究
员王兴赴崀山替父烧“龙头香”为线索。王兴既
是整个事件的亲历者也是讲述者。到了崀山，
曾多次受王副部长相助的乡党陈总陈新贵，尽
其所能地款待王兴也在情理之中。王兴吃了许
多禁猎动物，知情后虽然恼怒不悦，但一切无
可挽回，也只能不了了之；醉酒后的王兴回到
宾馆，陪坐的青年女子小惠居然还陪了宿。王
兴酒醒之后虽然悔不当初，但木已成舟，虽无
奈，但有美貌的小惠陪同上山烧香还是兴致勃
勃。崀山山高路险，有生活所迫的山民愿意替
代烧香，经过讨价还价，王兴以一万元成交。山
民艰难地完成烧香返程途中，狂风骤起，以雷
霆万钧之势将山民吹向峡谷。山民的死亡让王
兴吓破了胆，昏厥后醒来的王兴已躺在宾馆的

床上。陈总如期而至，不仅处理了死亡山民事
件，还有百般慰问。但事情并没有结束。陈总又
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要在崀山龙头崖建索道，
需要几千万资金，他的市人大代表要升级，要
当省人大代表，希望王部长帮助。陈总留下一
张存有20万的银行卡摔门而去，接着小惠接踵
而至。风情万种的小惠使尽解数，惊魂未定的
王兴仍毫无反应。小惠多次希望去北京做王兴
的情人，王兴不敢答应，小惠迅速反目成仇，她
要10万元费用。王兴虽然用文人的猥琐勉强
打发了小惠，但精神上已几尽崩溃。小说的情
节丝丝入扣合情合理，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当
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陈新贵明目张胆地
贿选被调查，拔出萝卜带出泥，王副部长、王兴
的命运可想而知。

我惊异于杨晓升对生活细枝末节的熟悉
和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更重要的是，这不
是一部“反腐”小说，这是一部反映欲壑难填
的世道人心的小说。他是通过最细微的生活
现象，以一个最不引人瞩目的生活细节切入，
让将欲壑难填的世风和盘托出一览无余。人
性中最致命的就是欲望无边。父亲对权力、母

亲对金钱、王兴对肉欲，这几乎就是人的欲望
的全部。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兴可能更具代表
性，他一方面警觉父亲的权力、母亲的贪欲、
陈总的行贿，一方面，他的警觉和抵抗是如此
脆弱和不堪一击。陈总已经是市人大代表，但
他得陇望蜀，希望做省人大代表。他的价值观
是民间普遍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虽然经过
五四甚至百年现代文明，但并没有发生革命
性的变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学而优
则仕。他深知权力的无所不能。倒是王兴返京
乘坐出租车的那个年轻司机，在夸夸其谈中
道出了生活的真谛。他虽然不免炫耀和肤浅，
但他随遇而安、遵纪守法，靠自己的诚实劳作
过心地踏实的日子。他不信佛，但不反对别人
信佛。因此他有安稳和值得夸耀的生活。

小说写出了当下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信
仰的危机、文化信念的危机以及实用主义价
值观、金钱至上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危机。杨
晓升充满了忧患和焦虑，通过小说人物、情节
和细节，将当下世风中的问题暴露无遗。这是
一部极具文学性、敢于挥起批判之剑的小说，
是一部敢于触及问题，对人性欲望深入揭示
的小说。现代性从来就具有两面性——我们
走进了现代性，也走进了现代性带来的不曾
预料的问题和难题，因此我们也就处在了现
代性的危机之中。《龙头香》表达了对这一危
机的深切忧虑，他的批判之剑锋利无比。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春作协原副主席杨子忱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 年 8月 19日逝世,享年

82岁。

杨子忱，满族，中共党员。1956 年开始发表作

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关东粮

行》、诗集《山影集》、传记文学《纪晓岚全传》《金圣叹全

传》等。

杨子忱同志逝世

本报讯 近日，由江苏省作协、《扬子江评论》杂志社共同主

办的第三届“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扬子江评论》奖

（2017-2018年度）”在南京揭晓。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

《扬子江评论》主编丁帆、江苏作协书记处书记贾梦玮以及王彬彬、

张燕玲、王双龙、吴俊、李国平、何平、陈汉萍、韩春燕、杨青、傅元峰

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批评家参加颁奖活动。

据介绍，“《扬子江评论》奖”是江苏省委宣传部设立的四个“紫

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之一，由江苏省作协主办，从2013

年开始，每两年评选一次，今年是第三届，评选范围为 2017至

2018年度发表在《扬子江评论》上的文章。作为江苏省作协的品

牌活动之一，“《扬子江评论》奖”旨在将文学期刊的作用和文学评

奖的功能有机结合，立足江苏，面向全国，激励批评家对学术前沿

问题的深度探索，推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繁荣发展。

本届评奖分为初评和终评两个环节。最终，王尧的《关于梁鸿

的阅读札记》、王东东的《诗歌宗教与文学政治——两个郑小琼，或

另一个》、李建军的《有助于善，方成其美——论托尔斯泰的艺术理

念与文学批评》、余华的《我叙述中的障碍物》、岳雯的《“那条漆黑

的路走到了头”——读石一枫〈借命而生〉》等6篇文章获奖。

在随后进行的“70后作家与青年批评家对话论坛”上，作家弋

舟、路内、李宏伟结合各自的创作实践，分别围绕“小说何以分南

北？”、“内容提供者与小说家”、“让大象显形：‘后人类’时代，小说何为？”

三个话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青年批评家刘大先、金理、黄平、马兵、张定

浩、黄德海、李振、李伟长、项静、木叶、何同彬、方岩、王晴飞、韩松刚等作

出了回应。这场作家与批评家的交锋和对话，也彰显出青年一代新的文

学风貌。 （苏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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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8日，由滚石唱片主办、虾米音乐支持的“90后”

音乐人马文《虫人》专辑首唱会在北京壹空间举办。首唱会上，马文

演唱了自己创作专辑中的《己》《虫人》《鹰》《像花一样》等歌曲，与

来自内蒙古的马头琴手包迪共同演绎了歌曲《呼和浩特》，并翻唱

了外国歌曲《Creep》，全方位展示了其作为新生代唱作人的风采。

与会音乐界人士认为，从马文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其在当下流行音

乐界难能可贵的创作才华。他的音乐现场很轻松，并且在细微音色

上有着不俗的探索和钻研。这些实验色彩展示出其超越年龄和时代

的音乐审美。

（范 得）

马文专辑首唱会举行
本报讯 9月1日至3日，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主

办，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张掖市人民政府、中央数

字电视书画频道、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等单位

承办的“书画频道进万家走进张掖暨2019张掖·敦

煌写经艺术节”系列文化活动在甘肃张掖举行。本届

艺术节以“交响丝路·翰墨张掖·文旅融合”为主题，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魅力。

张掖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重镇。在开幕式暨

大型电视文艺演出中，千人写经创作与诗歌、音乐、

舞蹈交相辉映。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书画艺术家

为此次活动精心创作了巨幅长卷，用笔墨传承敦煌

古韵、传承千年经典、书写丝路文明，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营造了热烈喜庆的气氛。

在来德书院举办的“写经书法艺术作品展”旨在

推广和弘扬敦煌写经书法艺术，除书法名家写经作

品外，由书画频道主办的“问道寻源·名家手札作品

展”也同时亮相。在名家创作笔会上，胡抗美、曾来德

等书画家为艺术节挥毫泼墨。在写经艺术节论坛上，

专家学者围绕敦煌写经书法艺术的未来趋势进行了

展望。

（陇 文）

本报讯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

湖南省山东商会主办、华膳园国际文化传媒产业园

协办的迎中秋庆国庆书画笔会近日在京举行。

本次笔会以充满时代感的“齐欢乐”书画组合形

式，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体验。其中，“齐”指的

是齐白石的孙女齐慧娟。她3岁随父习画，讲究笔

墨变化，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继承了绘画世家的良

好传承。“欢”指的是戏剧家吴祖光、新凤霞之子吴

欢。他从小在艺术家庭中得到启蒙和熏陶，既擅画

油画，又能挥毫泼墨写意丹青。“乐”指的是书法家欧

阳中石入室弟子赵保乐。他既是编剧，又是电视栏

目制片人、主持人，书法作品中颇有风神远韵。三人

的书画组合各有所长，各具特色，又相得益彰。

（欣 闻）

“书画频道进万家”走进甘肃张掖

迎中秋庆国庆书画笔会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