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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某高校哲学系，
一场重要学术会议召开前夕，
大会的发起人兼执行主席贾教
授毫无预兆地跳楼自杀身亡，
会议不得不中断。贾教授生前
的信息通过其他人的回忆一点
点拼贴起来，故事也随之展
开。随着会议的筹备和开展，
其他人物也纷纷登场，他们都
在各自欲望的深渊中沉沦。当
欲望的旗帜张开，有的人倒下，
有的尚在挣扎，有的已经奔赴
另一场狂欢……

格非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

《欲望的旗帜》

■好书快读

杨牧始作《山风海雨》在
80年代中，继之以《方向归零》
与《昔我往矣》，遂完成一部早
期文学自传之结构，探索山林
乡野和海洋的声籁、色彩，以及
形上的神秘主义，体会人情冲
突于变动的城乡社会里，感受
到艺术的启迪，追寻诗、美和爱
的踪迹，自我性格无限的犹疑
和执著，并于回想中作荒辽幻
化的前瞻，思维集中，风格刻
意——在多变屡迁的散文笔路
下展开。三书自成系列，脉络
延伸，止于一秘密作别的时刻，
合帙为《奇来前书》。

杨牧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奇来前书》

构型：一种沉浸式体验

《热带》里收入《热带》《斯德哥尔摩》

《湖心疗养院》《世界尽头的小镇》《雨中婚

礼筹备》《挽歌》《失梦园》《隐居者》8篇小

说。开篇《热带》提供了三层视角：现实、

梦、梦中梦。在第一层现实视角当中，陈眠

是一位因患有皮疹而失业的普通公司员

工，他皮肤长红疹的原因是对“人”过敏，私

下正在创作一篇以航海冒险为主题的小说

并遇到阻碍，有一位名叫慧慧的女友。一

天陈眠在家中创作小说，两位穿灰色风衣

的男人告诉他慧慧消失了，并挥拳将其打

晕；第二层，陈眠醒来，和女友慧慧出现在

一艘开往荒僻小岛的帆船上，到达的那座

岛屿有大象的脚印，当地人住宅门口有神

秘的宗教符号，有会说外语的严肃士兵，陈

眠和慧慧围着山林中小小的神庙叩拜。在

这部分结尾，陈眠走出旅舍，穿过丛林，走

向冒着鲜红雾气的湖泊，面向湖水侧身躺

下；在第三层，“男人”从浸泡的湖中醒来，

穿过丛林，回到木屋，见到等候的“女人”，

“女人”为他患有红疹的皮肤擦药，他们见

到山林的神庙并叩拜。最后，“男人”被重

新推入湖泊。

人性和野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热带》

里显现，不同于现实当中的城市人，出现在

岛屿的“陈眠”和“慧慧”，“男人”和“女人”

得以完成某种返璞归真的生命仪式。有意

思的是，李唐用“被打晕”以及“沉入湖中”

来进行场与场的转换，“意识丧失”在这里

作为梦的指向，成为小说情境构建的手段

和情节点。而这个故事的机巧和精致，就

在于李唐对看似指向同一身份的男女进

行了重复虚构，尤其是第二层、第三层当

中对时间和空间关系的颠覆，为读者提供

了一种不明确方向的、流动的“地域诱惑”

和人物之间“邂逅的敞开”，通过重复出现

的场景及元素：红疹、庙、丛林等，小说在真

实与可能之间开启了一个不可判别的迷离

的神域。

李唐不停地“重复”某物，使“可能性”

再次复原。《热带》的其余小说，《湖心疗养

院》和《挽歌》里的“他”和“我”都是护工，分

别在一间孤独的疗养院房间里照顾“慧慧”

和“一名老人”；《斯德哥尔摩》和《隐居者》

里，重复出现“拉松大叔”和“一头会说话的

狼”，由李唐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身外

之海》延展开；《雨中婚礼筹备》“我”在结婚

的那天去海边迎接鲸鱼；《失梦园》里“到处

弥漫着野生动物的气息”，还有《热带》里提

到过的“大象的脚印”；连接这些篇目的小

说是《在世界尽头的小镇》，在世界尽头的

小镇里，有能自己打字的打字机，突如其来

的松果雨，和掉落在路边草丛的闪电，拉松

大叔依旧坐在船头，喝永远喝不完的酒。

整部小说集当中重复出现一个女人的名

字：慧慧。

居伊·德波曾就影像的“重复”给出过

看法，他认为重复的力量和魅力及其所带

给我们的新奇感，乃是过去事物之可能性

的回归。“重复性”在这里不作为同一者的

回归，它创造了小说集《热带》的回旋场：始

于开篇《热带》“陈眠温顺地睡着了，这是他

睡得最踏实的一次”，终于末篇《隐居者》

“我醒来时阳光已充盈房间……我突然很

想写一封信，寄给某个陌生人，告诉他，不

要担心，一切正在发生”。看似断裂的两篇

小说在头尾对情节生发勾连，环环相扣。

李唐更像一名装置艺术家，以语言为

手段，为读者提供了“场地、材料、情感”的

综合展示。他摒弃了某种扁平化叙事的局

限，在篇幅的安排上，《在世界尽头的小镇》

成为空间构型上的穿场，在这里，李唐提供

了一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又有伪操控体

验的叙事互动场域：一篇小说当中上下情

节的交互，所有小说当中前后篇幅的情节

交互。它弥补了语言与视觉奇观之间的裂

隙，用催眠式的想象与悬置营造了读者大

脑深层次的幻觉。其次，李唐对篇幅空间

的归置：每篇小说内容的归置以及所有小

说前后内容的归置，还昭示着：看似各成一

体的8个独立短篇，经过随意的拼接，最终

成为一个富有凝聚力的整体，它指向一种

更为边缘化的、异质性的、稠密的长篇小说

创作模板。

反现实：日常生活的陌生化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表

示，“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他

的书记。”巴尔扎克坚信文学的使命是描写

社会，他认为“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

人们的秘书”。从这个层面上看，李唐一贯

的书写似乎是全然背离巴尔扎克式“现实

主义”的创作。然而文学发展到今天，作家

们必然在进行着永恒的形式革新。一些新

现实主义和后现代派的作家大胆突破藩

篱，对“真实性”“社会意义”“现实”等概念

提出质疑。阿兰·罗伯-格里耶认为，小说

写作不像报道、目击记、科学叙述，它不试

图提供情报，“它从来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

么，它也不知晓它要说什么”。它是永恒的

虚构、恒常的虚构。在《为了一种新小说》

当中，罗伯-格里耶接着说，“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性’以及‘典型性’多么地不能再作为

标准了”。

回到李唐的小说，不知他是否明确考

虑过诸如“写作是否应当进入日常生活”此

类问题。但在《热带》李唐的自述中可窥一

斑，李唐说：“写作是一次暂停与回放，回放

到我们最初接触世界的时刻。这时我们才

忆起，世界还可能是完全另一番模样。然

而，现实中，我们的感触已经迟钝了，当阳

光再次照耀在我们身上，我们已不会对此

有任何新奇。”

“现实主义”不作为李唐的内容出现，

它是其意识吟呓的表现形式，李唐走进了

“现实”，但不主动“言说”。《世界尽头的小

镇》这篇小说，李唐写到在一个世界尽头

的小镇里，人们看海，听鸟的鸣叫，出发去

寻找被长颈鹿掳走的女孩，天上下起松果

雨，大家在松果雨中看一封期待已久的

信。小镇里的墓地建在果园里，盆地是蓝

色的，“我”喜欢待在一条河的旁边，在丛

林的深处……小镇和镇子里的人指向某

处或将可能的真实存在，但深层意识的表

象是，李唐不再需要考虑这种真实存在里

的能指与所指是否矛盾，所以他写到松果

雨，写到蓝色的盆地，他缓慢地构建那个

生机勃勃的、未被驯化的反现实的神秘世

界图景。

对“现实”的逃离和背反，李唐的小说

提供了远距离的抽象化的深层视角。在

《失梦园》里，“他”和身体里长眠着一只死

鸟灵魂的妻子生活在墓地旁边的游乐场，

妻子经常听到动物行走的声音，他从墓地

里捡回粉色的颗粒，种在家里，长出了一个

婴儿。这篇小说反复通过“他”和妻子平行

并立的叙述，守墓人等出现的干预，现实与

假寐之间模糊地带的显影，通过陌生化的

处理方式，在读者与文本之间，小说得以形

成一种审美“不亲近”的间离化。

《热带》没有就世界作出一些“真实”的

结论，他说，如果《热带》里的这些小说看似

与“现实”背道而驰，是一种简单的误解。

何谓“现实”，恐怕很难讲清楚，各种阐释

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李唐理解中的现实，

是对现实的感触，以及对现实的体验，而

不仅仅是复刻某些事件和逻辑。现实是

无比丰富的。因此，李唐的小说不提供近

距离的参与式的平面视角，他遵循着内心

小说并不要求我们去相信什么事情（哲学

意义上的），而是去想象事情（艺术意义

上）这一旨趣，并对传统哲学和文艺观念

中的“形而上学”等发起践行，李唐跨越苍

白的传统叙事，形成他特有的文学语言表

意系统。

《热带》：意识的吟呓 诗意的迷局
□张晚禾

精准判断与细腻表述精准判断与细腻表述
————读陈爱中读陈爱中《《智性智性··异质异质··诗诗》》 □□姜姜 超超

陈爱中是勤奋的，青灯黄卷下躬耕多年，他的

视野渐趋扩大，研究事业也随之壮大。新近出版的

《智性·异质·诗——陈爱中诗学论稿》一书涌动着

清明的理性主义与智慧的唯物主义，充盈着别样的

纯粹性和丰富性。教诗、评诗、写诗，三位一体的陈

爱中多年来处于一场场冒险的精神旅行与心灵旅

行当中。

陈爱中为人谦冲自牧，总是埋头做着那些或有

趣味或枯燥艰涩的研究研诗多年，不知尝尽多少艰

辛。他早期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诗歌，似乎只要沿

着前辈开拓的路子走下去就一切稳妥了。现代汉诗

一路走来，留下的可不全是玉盘珍馐，群峰迭起之

下乱石穿云残骸遍地更是寻常景观，择选出来的有

限经典作品的背后则是千万篇不忍卒读的诗作。与

此同时，短短的现代文学30年早已被翻检千万遍，

似乎难有新的发现。陈爱中的研究多次重返历史现

场，带着历史的同情和理性烛照，同时使用“放大

镜”、“望远镜”来观看研究对象，力图从历史的故道

窥见诗歌鲜活灵动的河流，同时与同期的世界文学

洪流作对照。这些研究讲求扎实考证，耐心辨析纷

繁的史料而不为其所困，条分缕析推进论述，所下的结论往往不求宏大而显其精细。譬如，“从某

种意义上说，初期新诗的成功也就意味着近现代以来启蒙运动中最难的语言启蒙的成功。可以

说，这是一次强力的带有英雄情结的精英启蒙思想，以诗的名义在罔顾诗的存在的一次诗歌行

动，诗歌只是单纯语言更迭的能指象征，其所指自然是非诗的，那么也就是说，诗歌史对于初期新

诗的那些负面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初期新诗的应然状态。”陈爱中对研究对象的热爱略见

一斑。重新审视新诗的话语建构，是陈爱中尤为重视的发力点，他以“语言启蒙的一次营销”“公共

空间的诗歌事件”“对抗话语中的初期新诗”为靶向，借用旧材料而发新语，于寻常处挖掘新焦点。

这必须有过人的膂力与精湛的学力。

陈爱中对新世纪以来新诗批评的有效性问题做了深入探究，这些文章蔼然温厚，对缺点不厉

声指斥，也从不刻意拔高。新诗批评与新诗同步诞生，而受到的关注还远远不够。陈爱中质疑一些

新诗批评的“单向度”表现，试图提出从新诗批评范式的困境突围的策略，劝诫新诗批评的旨归应

回到“原初”上。他不仅发出病相报告，还发出急切之声：“批评如何跳出圈子化的审美格局和个人

喜好的束缚，从更为阔达的视野来寻找新诗的公共性关切、语言特性、地域特性等基本属性，并据

此而大刀阔斧地‘剔除’诸多非诗的因素，以尽可能地消解自媒体时代诗歌的‘解构性’负面经验，

就是较为紧迫的话题了。”温柔敦厚之语，乃是对从事新诗批评者的郑重相告。

陈爱中在诗歌批评中坚持诚恳对话，以温暖笔风表达精准判断与细腻表述。在面对李琦、张

曙光、包临轩、冯晏、杨勇、赵亚东等诗人文本时，他倾力发掘这些诗人独特的精神谱系、艺术贡

献，恰切估量了他们在中国诗坛的价值所在，这些论述呈现了清晰的逻辑链条与伦理关系，充满

了对诗人理解、对话和价值确认的关切。在行文时，爱中时常抖开“识悟的震惊”，有很多灵动警醒

之语。对读者来说，乐得见到批评者与优秀作家（诗人）灵魂之间的高速对撞与深度融合。可以想

见他袖手于前的深思与用语的谨慎推敲。换言之，对文字的敬畏，陈爱中与诗人们是心有灵犀的。

早些年，陈爱中间或写诗，最初的诗作腔调似乎很熟悉，不久，他打碎了这一切，诗歌面貌焕

然一新，诗质上的跃进让人瞩目。他的近作惯于探入经典，在雅致的语言中建构精严的诗体。“潜

袭的夜，狼的孤独//有诵经的虔诚和杀戮的认真。”“驴子走过街道，云雾惊厥的幻觉/有卧佛通透

的安详。”似这般的诗句技艺精湛，爱中诗歌创作的快速跃升是何时完成的？一个真正的诗评家应

该有他的独立性，有独立的发现能力和批判能力。如果解牛的庖丁与动物骨科专家集于一身，解

牛合该是一门精妙绝伦的艺术了。学术研究、现场批评、诗歌创作集于一身的陈爱中触角更加敏

锐，或许，诗人评论家才是他的新面貌。

该书收录了约翰·厄普代
克写作生涯的大部分短篇小
说，由作者本人亲自编辑整理，
主要集中在1953年至1975年
时期，其中大部分短篇小说最
初发表在《纽约客》上。该小说
集主题分为 8 个部分——“奥
林格故事”、“闯世界”、“婚姻生
活”、“家庭生活”、“两个伊索
德”、“塔巴克斯往事”、“遥不可
及”和“单身生活”，共103篇，
其中精品极多，如《A&P》《鸽羽》
《家》等作品都是美国各种文学
选本中的必选篇目。

【美】约翰·厄普代克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厄普代克短篇小说集》

小说集收录《四人捕象》
《北方狩猎》《等待路远》《玫瑰
疾病》4篇小说。一桩诡异的失
踪案，卷入四个心怀鬼胎的男
女，他们别有用心却又极力遮
掩，直到四人聚首，骗局昭然若
揭；一个男人为逃离生活中的一
地鸡毛，追寻祖先的足迹回到故
乡，渴望成为狩猎英雄，蛮荒与
酷寒中，让人分辨不出到底谁才
是猎物；在盘根错节的日常和不
断涌现的意外中，人被推入绝
地，不受命运垂青却丝毫不认
命，每个人都如疾风中的野草
一样，顽强坚韧地活着。

魏市宁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北方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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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修身，日本长谷川商会
会长，作为日籍华人代表回到
中国时，离奇地因“心脏破碎”
而去世。因此，记者开始了对林
修身生前故事的探询与追踪。
然而，经过各个不同人物的讲
述之后，林修身的形象却越来
越难以辨认，被构建起来的个
体历史同时也在被解构。在民
族国家、性别政治、道德伦理、
情爱欲望的种种重负之下，一
个“剥洋葱”式的故事逐层呈
现。“我于是分明地意识着那心
的消失过程。它确凿地存在，然
后渐渐地化为尘埃”。

陈希我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心！》

璎宁的名字出现在散文这片繁茂的绿野，显得“突然”和

“冒失”。在此之前，她写诗多年，不知道自哪一天起，就“突

然”和“冒失”地写起了散文，写得洋洋洒洒，风风火火，一发而

不可收，终至长成一株挺拔的树。

有人说，诗人跨界写散文，想写坏都难。这话有一定的道

理，艺术彼此有相通的审美向度，互相渗透、纠缠与影响，是水

乳交融的关系。但如果留心观察区分，又并非如鸡生蛋那般

简单。事实上，任何一种文体都自成独立结构，有自己的家族

履历和生长路径。散文创作入门易，写好却极其困难——不

难，还会称之为创作吗？对。散文写作更需要具有丰富的阅

历、心灵的投入、悲悯的情怀，独到而敏锐的识见和深厚的品

质学养，缺一不可。

时间对文学的淘汰也自有规律。人类对那些无论思想或

艺术都具备“真理”品质的著作不忍舍弃。因此，俄罗斯白银

时代的散文家洛扎诺夫如此感慨：“我的理想是宁静、高尚、纯

洁。可我距离它有多么遥远啊。当你有了这样的意识，你就

会想：文学太难了。”我想说的是，即便像洛扎诺夫这样的文学

天才和艺术狂人，在一生中也只留下了两本薄薄的小书。

细读文本，我发现璎宁散文中散发着诗的基因，这是符合

逻辑的，也是一个写作者注定要经历的过程。在她的第一本

散文集《飞翔的另一种形式》中，诗化的词语风格表现格外突

出，自古以来，诗性写作都是一切作家的理想目标之一，这让

璎宁的写作有了天然的存在缘由，无需做出困难的选择，她只

需沿着这条路径向前发展就好。

经过大致梳理，我认为璎宁的散文创作应该有以下几个

创作阶段：早期，像许多散文写作者一样，故乡与童年记忆成为她最早散文创作

的源泉：月光下的田园，花朵树木，遥远的乡村野地，炙热的亲情故事，旧乡村的

自然与风物在她笔下尽情体现，并被赋予诗意的美好、凄苦与浪漫还原。中期，

作为油田职工家属的身份，让璎宁与一个叫纯梁的小镇发生不解之缘，这个小镇

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石油，于是这里就有了钻井队和采油厂，璎宁的爱人是

采油厂的员工，他们把家安在了纯梁小镇，并且一住就是20多年，璎宁以一个油

田职工家属的身份，围绕着与纯梁小镇发生的种种联系，漂泊与流浪，愉悦与艰

辛，坚守与蜕变，写了一批与石油有关的散文。在2017年，她因为这样一批具备

独特视角与观点的石油散文，获得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提名奖，自此，她的

创作开始引起关注，并被中国作协吸收为会员。如今——也就是此刻，璎宁的创

作状态和走向大致体现在我所作序言的这本叫做《隐形的麦芒》的新著中，我们

惊喜地看到，她的散文又向前走了一大步，由早期的美文式写作变得沉实内敛丰

厚，不动声色却具有力量，如《玫瑰刺》《骨刺》《在大雨中呼喊》《隐形的麦芒》等篇

章直指生活的核心。其疼痛与内伤，生命意识的探寻与追问，读之让人久久不能

平静。无论词语表达还是人物设置都气场浓郁，整体把控恰到好处。在这本新

书中，璎宁果断地与过往的写作做了断崖式告别，不再沉溺于书写田园牧歌似的

小抒情与小确幸，个人遭际的生活退向背后，而让笔触进入人性幽微深处，进入

一场文字的探险与冒犯的旅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

璎宁的创作题材与关注视点在大幅拓宽，她写在花店门口摆地摊的女人，公

路边上卖蔬菜的智障者，以及站立在风雨中的异乡客……充满关切与悲悯情怀，

彰显人性温度与光亮。她被这些时间中的人物照耀着，一路前行，不再犹豫。诚

如她本人所言，自己是一穗麦子，曾经有故乡的土壤作为依靠，朴实温暖厚重。

在她告别石油小镇，进入城市生活以后，她不得不把自己隐藏在市声喧嚣的角

落，完成石油小镇到城市人生的再一次蜕变。对于写作，她正暗暗发力，逐渐成

长成熟，并且成为散文河流中独特的一脉。即便她仍然处在生活和命运的夹缝

之中，依然为生存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停游走奔波，但她的目力与认知都在上

升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