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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一生的追求
□洪 烛

用小说的方式来发言，这是我对文学的一
种态度，更是一种选择。有人热衷于抒发心中
的块垒，有人喜欢描摹身边的琐碎，也有人善
于探究心灵的幽微，更有人想用文字重构历史
再现未来，这都是小说家个人的选择，无关高
下，更无关对错。我只是想说，我选择的这种
形式，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写作风险，也会造
成与现实正面对抗带来的紧张和焦虑，唯其如
此，才使这种选择充满了挑战意味，更使我对
这种表达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世纪法国
著名的文学家萨特曾说：“文学应该具有社会责
任，是一种行动的方式，不应该脱离社会和政
治。通过语言、文字去行动，可以对人们产生
引导和影响，小说不能言之无物，空洞没有思
想。”事实上，社会现实、社会政治是与人类有
着密切关系的，介入社会、介入现实，是文学
最主要的使命，真正的和不朽的文学，都是生
根在社会生活事务之中的。

文学是一种行动的方式，这一提法虽然听
起来还有点不习惯，但细一思量，这与我们传
统的文以载道并不矛盾，甚至说是一脉相承
的。中国文学历来崇尚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
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
文字传递真善美，摧毁一切阻碍人类文明和社
会进步的陈规陋习，构建美好的未来。这就是
文学行动的方式，也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和担
当。有了这种责任感，才如铁凝主席所说的

“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学作品，照亮人
心，照亮思想的表情，也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
的灵魂”。

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
随着校园性侵案的频频发生，它已不再是某一
所学校或者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它几乎成了
全球化的问题。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读研读
博，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度时有发生，它就
像一根刺，深扎在人们的心里，总也拔不掉。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全国的“两会”上，人
大代表建议：性侵女童致严重身心伤害应判无
期徒刑或死刑。这是从法律的层面而言，需要
严惩。那么，如何从人心和道德层面防微杜
渐，构建重围？这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话题。
既然事关思想意识层面，作为行动方式的文
学，没有理由缺场。

我就是在这种思想动因下写了这部《双排
扣》，我想为那些曾经的和当下的受害者鼓与
呼，我想为那些孤立无援的弱势群体讨回一份

公道，我更想呼吁整个社会对青少年多一份关
注，我想提高全民的防范意识，将这种恶行扼
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完稿后，我让某文化公司
的策划兼美编尤艺潼作几幅插图，不日她回微
信：“新作读完，还在为男女主人公的命运感到
遗憾和痛心。一开始以为是悬疑破案的故事，
中间觉得是个虐心的情感故事，全部读完，才
知道这部小说的核心是社会问题。真相出其不
意，真相之外的思考让人无法释怀。它有穿透
人心的力量，给人带来灵魂的震颤，值得这个
社会深思……”一看她的回信，便知她读懂了
我的小说，说出了我想要表达的。推理侦破，
只是一种迷惑人的形式，它的内容不是这些，
而是反映社会现实。

我在写这部小说之前，读过几部东野圭吾
的作品。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很大程度地颠覆
了中国传统推理断案小说的套路，也改变了读
者对这一类型小说的阅读习惯，他总是让人在
小说设计的诡计外围打转转，无法触及案件核
心。他的叙述主场不是警察如何破案，而是嫌
疑人的情感，深埋在案件背后的是一个令人无
法想象的故事，折射出的却是人性的光芒。这
是他的高明之处，也是国内同类作家无法企及
的地方。在写作之前，我还读了福克纳的《我
弥留之际》，全书由15个叙述者的59段独白组
成，无其他旁白，无叙事主导者，这种叙事模
式新鲜巧妙，让人耳目一新。我终于找到了
《双排扣》的表达方式，借推理的外壳，以四个
人的自叙为结构，装上了我需要的内容。或者

说，我在推理的背后，隐藏了一个震撼人心的
爱情故事，在爱情的背后，又隐藏了一个发人
深省的社会故事。表面上看是一锅大杂烩，但
是，一旦进入细微，小说所蕴藏的多义性便会
一一再现出来。这样的结构和方式，正是我的
追求。当然，这种简约的叙事方式，也是我有
意为之。读者已经坐上高铁进拉萨，作家为什
么还要骑着牦牛上西藏？我不想为了所谓的文
学性故意拖慢节奏，无事生非地缠绵出一地鸡
毛，来浪费读者的时间。节约文字，有时是对
读者的一种尊重。

推理是从20年前的一场纵火杀人案而始
的。夏风和段民贵同时爱上了校花林雪，经常
给林雪补课的小学老师意外葬身火灾，警察破
案无果。时光一晃而过，10多年后，夏风和林
雪相爱了，段民贵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迫使
林雪放弃夏风跟了他。婚后，两人并不幸福，
段民贵嫖娼曝光，成了千夫所指，从此自甘堕
落染上了毒品，后因煤气中毒死在老屋里。警
察现场探案，笃定此案与20年前的火灾案有着
惊人的相似之处，貌似事故死亡，实则是他
杀，当警察拨开层层迷雾，结果出人意料……

爱情似乎也是始于那场火灾。双排扣，既
是一个相对模糊的物证，贯穿了全书的始终，
又隐喻了两个年轻男女心心相印的爱情。在长
达20年的岁月里，他们就像相对应的双排扣，
只能守护、遥望，却又无法相聚。夏风曾对林
雪承诺说，他要好好保护她。可是，当他发现
他所保护的人受到了班主任的伤害，仇恨的火
焰就在他的心里熊熊燃烧了起来，最终变成了
一场火灾。在爱、生存、死亡之间，他从不后
悔他的选择。即使长大成人，当林雪又一次面
临危险时，他依然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爱的
尊严。在他的价值观里，爱，并非占有，更是
守护。就像爱蓝天、爱白云、爱花草、爱树
木、爱高山大川、爱日月湖泊，谁都不可能占
有，只有守护。守护，才是最好的爱。“如果我
来过这个世界，也是因为你。如果有来世，我
还要保护你。”同样，林雪为了她爱的人，为了
守护那个秘密，心甘情愿地牺牲自我，选择了
没有尊严地屈辱地苟活。面临生离死别，她只
期盼如果有来世，她还等着他，在小巷中，在
黄河边……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这又是怎样
的一种爱？

当把人性推到了极致，没有丝毫的回旋余
地时，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芒才是最耀眼的，也

是最能震撼人心的，这正是悲剧的力量所在。
悲剧，不是为哭泣，而是为了醒世，不是用来
催泪，而是用来思考。认清悲剧产生的原因，
才能遏制悲剧的发生。

我所说的社会问题，就像一幅写意画。我
刻意地留出了许多的空白，就是想让读者去想
象，用他们的智慧去填补。虽是草蛇灰线状的
结构，但一旦连接起来，不仅令人惊愕，更能
发人深省。林雪、吴春花、田华华，在她们的
人生最灿烂的花季，本该享受阳光雨露，却意
外地遭受到了来自校园的恶风苦雨。吴春花的
哭诉，让她的父母痛心不已，却又深感无奈；
挂在林雪脸上的泪水，是何等的绝望，消逝在
小巷中的背影，又让人目不忍睹；踽踽独行在
黑夜里的夏风，回望着远处的亮光，却不知道
人生将要承受怎样的煎熬。这一切，根源还是
班主任甄初生。他就是一个罪恶之源，伤害了
天真的孩子，污染了他们幼小的心灵，在他们
刚刚入世时，就种下了恶念的种子。如果说夏
风以恶制恶的行为有尚且情有可原，段民贵却
是纯粹的自私自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
惜把甄初生的死当作要挟他人的工具。恶性不
改，必留后患。嫖娼事发，没想到一夜之间，
他的那些丑陋的照片未经本人许可就挂到了各
大网站，成了千夫所指。虽说段民贵自食恶
果，但社会也有责任，不该让舆论判了他无期
徒刑，一下把他推到了无底深渊，从此自暴自
弃，染上了黄毒赌。当他的行为对别人的生存
造成严重威胁时，社会却又撒手不管。这场悲
剧的背后，引起深思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人
性的，也有社会的。

恶念就像一粒种子，一旦种植于生命，就
会生根发芽，结出罪恶的果实。它就像潜伏在
人体中的肿瘤，有的潜伏期只有两三年，有的
可能十几二十年，一旦遇到变异，就会蔓延扩
散，最终不可救药。人体如此，社会亦如此。
对那些危害人类社会的肿瘤，应早加防范，把
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或者从根子上加以割
除，才能避免社会肌体遭受侵害，才能遏制类
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无独有偶，在我写作过程中，陕西米脂县
三中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恶性事件。2018年
4月27日下午6点放学，从巷道中突然冒出一
个手持匕首的青年男子，挥刀袭击毫无防备的
学生，造成10人受伤，9人死亡。嫌疑人赵
某，原在米脂三中上学时备受同学欺负，校园

暴力极度扭曲他的内心，遂记恨学生，记恨学
校。10年后，潜藏在他心中的恶非但没有消
除，反而越发膨胀，由恶念变成恶行，将他的
恨意报复在比自己更弱势的群体上。校园安全
问题又一次用血淋淋的惨痛代价，回到了人们
的视野。青少年本就是极度叛逆的群体，成长
过程中的任何不利因素都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心
理健康。如果每一个学生都能在一个阳光明媚
进取向上的环境中生长，必定会为他们树立正
确的三观，不至于走向社会的对立面。

这一事件的因果相连虽说与我的小说有了
某种暗合，但我并没有因此而高兴，反而感到
有一种深深的忧虑，担心这19名受害者的家属
以及10名受害者本人，他们需要多长的时间才
能化解内心的伤痛？担心他们会不会因此而种
下仇恨的种子，而影响他人？

2018年6月20日，甘肃庆阳一位19岁的
女孩跳楼自杀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她在上高三
时，遭受到了班主任老师的性骚扰，从此，在她的
心灵上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她
行走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她多次自杀，多次被
救。她也进行过艰难的自救，找过心理医生，到
上海、北京接受过心理治疗，然而，她还是没有走
出心里的恐惧，最终选择了死亡。

学校本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如果一旦播下
了罪恶的种子，殃及的，就是受害者的一生，
或者，是她年轻的生命。

对此，我能做的，就是用小说的形式向社
会发言。我之所以把这个唯美伤感的爱情故事
放置在推理悬疑的框架之中，并不完全是为了
取悦读者，而是想让这个故事的内涵更丰富，
更能折射出人性的光芒，照亮人心的幽暗，引
发出许多社会问题，让我们共同思考解决。

肖洛霍夫曾说：“我愿我的书能够帮助人们
变得更好些，心灵更纯洁，唤起对人的爱，唤
起积极为人道主义和人类进步的理想而斗争的
意向。如果我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我
就是幸福的。”我相信，他说出了许多作家的心
声。用文学温暖人心，用文学之光照亮前行者
的路，是我一直追求的崇高目标。如果我的这
部作品能够为读者，即便是为一个读者，提供
某种启发和警示，从而改变他的命运，或者能
让另一个他放弃恶念，向善而行，我就感到很
满足了。

（摘自《双排扣》，唐达天著，作家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用小说的形式来发言
□唐达天

感谢司马相如，使我能够加盟《中国历史文
化名人传记》丛书。

感谢《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使我重
新认识司马相如。

在此之前，我创作过《屈原》《李白》《杜甫》
《陆游》《成吉思汗》《仓央嘉措心史》等一系列长
诗，但以传记文学的形式来描写古代名人，还是
第一次。这对我无疑是一次考验。更大的挑战
还在于：司马相如是最富有争议的文人之一，我
能判断附着在这个形象上的真伪虚实，还原其本
来面目吗？况且，司马相如本身就具有多面性
（我把他比喻为历史与现实、故事与传说造就的
“千面文人”），哪一面才是真正的他？哪一面是
被美化或丑化的？我必须有自己对司马相如的
独特理解，才可能重塑这一形象，才可能称职地
完成这部书。

阅读大量资料之后，定下了书名：《凤凰琴
歌》。这是借用司马相如谱写琴歌《凤求凰》追求
卓文君的故事，同时是为了纪念我对司马相如的
第一印象。我最初正是通过那个美丽的爱情传
奇才知道司马相如其人。凤求凰，凤求凰，这是
琴歌，更是情歌，同时堪称司马相如一生的“主旋
律”：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如果只能用一个字来概括司马相如，你会提
供怎样的答案？我倒是想好了。这个字最合适：
求。凤求凰的求，也是求索的求。屈原用过这个
字，属于后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大义凛然。

司马相如受过屈原影响，但其形象比屈原要
复杂。同样是求，在策略上，他有直线的求，也有
曲线的求，甚至还有以退为进的求。况且求取的
目标也更多样。爱情、事业、功名，甚至财富，都
是司马相如想要的。

在写此书之前，我先在笔记本上记下一段感
想，正与我对司马相如的第一印象相吻合：他追
求美人的垂青，就像凤求凰。他追求知音的赞
叹，就像凤求凰。他追求华丽的文章，就像凤求
凰。他追求帝王的赏识，就像凤求凰。他追求梦
见的自己，就像凤求凰。他追求与别人的不一
样，就像凤追求远在天边的凰。他是在追梦吗？
追得上还是追不上？为什么追着追着，梦就变成
了真的？他是在告别故乡吗？走向一个又一个
异乡，却无形中拥有更多的故乡。

也许，这就是他了。就是真正的他了。至
少，是我所认识的他。

我自以为抓住司马相如精神上的脉络了。

一切豁然开朗。司马相如谜一样的形象，从云雾
后显露出来。那些不可思议的心态与状态，也可
以理解了。那些被自我扭曲或被外界扭曲的线
条，逐渐恢复了原样。

说白了，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追求者，追求
着自己的理想。爱情理想、政治理想、文学理想，
是他人生的三要素，他的一生中所有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都与此息息相关。有的理想他追求到
了，使美梦成真，有的理想却失之交臂。

在司马相如的人生中，对于三大理想，应该
说是三局两胜。爱情理想与文学理想，他都堪称
赢家。尤其在爱情方面，简直算幸运儿。可最让
他牵肠挂肚的政治理想，却似乎一直在捉弄他。
从成都到长安，从长安到梁园，又重返长安；从汉
景帝到梁孝王，从梁孝王到汉武帝，大起又大
落。作为“钦差大臣”出使西南夷，是司马相如仕
途的最高峰，其时正值他与汉武帝的“蜜月期”，
备受重用，大展宏图。就在他准备更上一层楼之
时，却发现这只是海市蜃楼：官场上遭人暗算，被
诬告有受贿行为，撤职处分。一年后虽被汉武帝
重新起用，但分明已伤了元气，境况大不如前，甚
至每况愈下。

人们熟悉司马相如的爱情传奇、文学成就，
誉之为情圣、赋圣，却很少了解司马相如半途而
废的政治生涯。应该说是功败垂成，他肩负汉武
帝的重托出使西南夷，而且也出色完成了任务：
继张骞开辟通往西域的北丝绸之路之后，又开
辟了促进汉王朝与东南亚及西域各国经济文化
交流的南丝绸之路。唐宣宗《遣宋涯宣慰安南
邕管敕》对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给予很高评
价：“昔司马相如奉汉廷之命，通西南夷路，飞
檄晓谕，不劳师征。夜郎、牂牁等，皆生梗之
俗，犹能永奉汉法，于今称之。”

历史本该这样写的：北有张骞，南有司马
相如，一北一南，两条丝绸之路，成为汉帝国
获得更大舞台、登临世界巅峰的一对翅膀。然
而，与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
满襟”的虽败犹荣不同，司马相如出师了，而
且大捷，却因不适应官场的规则与潜规则，执
行汉武帝开发大西南的战略政策过于坚决，身
不由己卷入朝廷内外的“路线斗争”，触犯了保
守势力的利益，被来自后方的暗箭射得滚鞍落
马。这已不只是个人的失败，更是洗刷不清的
耻辱，而且大大影响了汉武帝对他的任用。司
马相如不仅伤心、伤气，而且确实伤筋动骨。
如此一来，司马相如为开通南丝绸之路所作的

贡献，要么被遮蔽，要么被低估。
司马相如至今留给历史的形象，是正史中

的赋圣、野史中的情圣。许多人忽略了他还有
第三重角色：“安边功臣”“开边功臣”。辐射中
华文明的丝绸之路，司马相如是先驱，甚至堪
称探路者、开路者。至少，是其中之一吧。

司马相如自己，既不满意于做一个著名的
情人，也不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文人，他更想
做的是蔺相如那样的政治家、外交家，这是少
小替自己改名时就树立的理想。“立德、立功、
立言”这三不朽，司马相如都想要，而且最看
重的是立功。他周游长安与梁国，乃至出使西
南夷，也算遨游四海，无不是为了立功。他写
《子虚赋》与《上林赋》，写《谏猎书》与《哀
二世赋》，写《喻巴蜀檄》与《难蜀父老》，无
不是为了立功。直至病入膏肓仍不死心，临终
写《封禅文》，作为留给汉武帝的“遗言”。在
其死后8年，终于被采纳了：从元封元年（前
110）至汉武帝死前两年，共22年间，汉武帝
到泰山封禅祭祀8次。

不管是开发南丝绸之路，还是呼唤封禅大
典，司马相如都很有先见之明，像是预言家。
事后的一切，都证明他具有政治远见与战略眼
光。只可惜在其生前，并未得到验证与实现。
由于总是“快半拍”（不知该算优点还是缺
点），这位观念“超前”的政治家，得到的只是
失落：同僚的嫉恨与敌视也就罢了，司马相如
只当风吹过耳，最让他受不了的是汉武帝也听
信谗言，对自己有了误解和轻视。汉武帝没指
望司马相如成为“安边功臣”“开边功臣”（这
是后人的评价），只把他安放在“文学侍从”的
位置，骨子里甚至视之为以插科打诨来为自己
消烦解闷的“弄臣”。唐人郑亚《太尉卫公会昌
一品制集序》称：“武帝使司马相如视草，率皆文
章之流，以相如非将相器也。”

司马相如被诬陷，一定想到屈原：“众女嫉余
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只不过他没发那么
多牢骚，其实是把牢骚压进心里，故作洒脱，没准
儿也更受伤害。他想不开的是汉武帝怎么跟楚
怀王一个德行：群臣嫉贤妒能，肆意造谣中伤，你
居然也信？而且态度变得这么快：说变脸就变
脸，说变心就变心。你的立场这么不坚定，我力
挺你的政策真显得自作多情，因之而获罪，就更
不值得了。得，今后再不那么傻了。我犯傻，只
因为太把你的事业当回事了。

跟大多数文人墨客相比，把宫廷诗人做到了

顶级的司马相如，有无限风光的一面。但跟自己
出将入相，至少也该是帝王师的理想相比，司马
相如又是怀才不遇的。有政治热情，也有政治才
华，但在出使西南夷之后，再也没有施展拳脚的
机会。过早地退居二线，由“帮忙”变成“帮闲”，
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司马相如没像屈原那样
被驱逐，汉武帝隔了一年就重新起用他以示补
偿，可司马相如还是感觉到汉武帝态度的差异，
已暗地里把自己当作逐臣，只不过是在宫廷内流
放。司马相如仍然生活在天子脚下，但与汉武帝
已貌合神离，从他的《长门赋》《美人赋》，能读出
《离骚》的味道。是啊，这个想立功却偏偏被废置
的才子，怎么可能一点牢骚没有呢？他只是觉得
发牢骚没有用罢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司马相如和屈原一样苦苦
求索，一样磕磕绊绊，一样牢骚满腹。不一样的
是，他会拐弯，也知道掉头，说白了就是懂得该妥
协时妥协，该放弃时放弃。司马相如的后半生，
是一个“弃权”的屈原，一个在内心自我发配的谪
臣。迟到、早退、请病假、人云亦云，把什么都不
当回事了。在潜意识里已处于怠工、罢工的状
态。这是一种于无声处的牢骚，一种以自暴自弃
来进行的抗议。

这就是我发现的司马相如，和屈原一样痛
苦，只不过宣泄痛苦的方式不同罢了。和屈原一
样报国无门，只不过一个在门外流放、一个在门
里流放罢了。他的牢骚比屈原要少一点，没准儿
脾气更大呢，是一种“闷骚”，是暗地里较劲：既像

是跟汉武帝较劲，又像是跟自己较劲。他的命运
比屈原要好一点，如果屈原的人生是悲剧，他的
人生是善始善终的喜剧，但很难说谁比谁更消
极，或谁比谁更积极，很难说谁比谁更乐观，或谁
比谁更悲观。他和屈原不一样的地方，是能够放
弃，也能够放下，以游戏的态度看待与君王的关
系：老子不陪你玩了，老子跟自己玩去了，见人说
人话、见鬼说鬼话，谁不会啊？屈原至死都放不
下的责任，比沉水时怀抱的石头更重，他是被自
己的思想包袱累垮的。

这就是我发现的司马相如，一个痛苦的司马
相如，和别人眼里的不大一样，和别人嘴里的不
大一样。写出来，我相信这不是虚构，而是还
原。我要还原司马相如不为人知的一面，被忽略
的一面，其实是被他自己遮蔽了的一面。司马相
如的这一面，作为壮志未酬的政治家的这一面，
被他作为情圣的那一面以及作为赋圣的那一面，
给严严实实地遮蔽了。

有了这种发现，我才有勇气写这部书，也才
有兴趣把这部书写完。读到本书的最后一章，你
会同意我的看法。与其说是我揭开谜底，不如说
是司马相如以“遗书”《封禅文》为自己有时传奇
有时荒诞的一生揭开谜底：他还是那个他，他那
被外界打压又被自己压抑的政治情怀，好像早已
是死火山了（包括在汉武帝眼里），其实一直是活
火山。他一直在装傻、装病、装死，临到死期将
至，却又活了。一只复活的凤凰。

司马相如其实并未放弃追求。至死都在追
求。追求立德、立功、立言，追求不朽。追求不朽
中的不朽。

司马相如所追求的荣誉，在唐代达到巅峰。
正如祁和晖《苏轼小贬大崇司马相如》所说：汉魏
晋唐间，政界学界文界对司马相如其人其文的评
价，总体上是肯定其为文家，建功业与不汲汲于
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个人操守，这是当时历史
的主流眼光，纵有文士指其私德瑕疵也属“个别”
现象，并且用词都甚理性。到唐代，司马相如成
为唐代士人普遍的“异代知音、人生偶像”。唐人

“赞相如之才，羡长卿之志”；“羡相如之遇，抒人
生之悲”；“叹相如之情，颂风流之事”。“文人得意
时，以相如之才自诩；失意时，以相如之志自勉。”

“唐人普遍推崇相如，批评的言论非常少。”确实，
唐人一般都乐于自拟司马相如，亦乐见别人将自
己拟为相如。

（摘自《凤凰琴歌——司马相如》，洪烛著，作
家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