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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沧桑是一位不断自我刷新的实力
散文作家，她新近出版的散文新著《纸上》
（十月文艺出版社）再一次令人惊艳。收
入集中的《春蚕记》《纸上》《跟着戏班去流
浪》《与茶》《牧蜂图》《冬酿》《船娘》7个中
篇散文，如同璀璨的“北斗七星”，闪烁在
苏沧桑散文的艺术天空中。

作者秉持一种传承中华古老文明薪
火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将目光投向社
会生活的广袤旷野，搜寻湮没在时光深处
的文化风物与人事，以一种深度介入的行
走和亲历现场的体验，裁剪出一幅幅具有
浓郁江南世俗生活气息又深深浸淫着新
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风情画卷，同时也抒
发了作者内心深处一种浩渺的文化乡愁。

《纸上》的书写是一种基于隐性的人
民史观的书写。作者以一种深挚的情愫，
描绘了一组生活在社会文化旷野的普通
民众群像，叙说了一个个发生在南中国民
间社会的人生故事，展示人物平凡而诡谲
的命运图卷，作品内涵深厚，婉转动听。
《纸上》叙事的河床上汩汩流淌着一种质
朴真情，或表现为对逝者的追思与愧悔，
或表现为一种对笔下人物艰辛生活的深
切体恤与共情的悲悯情怀。作品将笔触
探入人性深处，勾勒人物在自然环境和社
会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呈现人物的内心
波澜，揭示人物的内在精神，表现人物的
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首先体现为人
物内心深处一种诚信不欺的古老的道德
律，其次体现为人物对劳作与文化遗产的
生命融入，其三体现为人物在艰难环境中
的患难与共、相互扶助。书写艰难环境中
亲人之间、爱人之间、朋友之间流溢的温
暖情感，表现人性的淳朴美好，这也正是
《纸上》这部散文集最大的情感价值所在。

与作者之前的散文相比，《纸上》更见
构思的用心与精妙。一是借鉴小说结构
艺术手法，高密集度地使用并置叙事；一
是旁逸斜出，纵横勾连，营造一种时空交
错、回忆与现实交织的艺术场景。在《冬
酿》中，作者将山村时间分别与婴儿沧桑
的时间、姨公的时间、祖父的时间、父亲的
时间、母亲的时间、少女沧桑的时间、北京

时间、诗人张一芳的时间、酒吧老板康康
的时间、山后浦15号的端午时间、笕桥时
间、戈登的时间，庚子年立春“我”在杭州
春江花月小区，年轻人（女儿）的饮酒新方
式（黄酒冰镇，红酒热饮）等场景与情节如
梳齿横列，进行并置叙事，讲述“我”与酒
的情缘故事，将“我”的成长史和家族命运
史浸置于酿酒文化的柔波媚光中去显
影。《春蚕记》将湖州江南最后的养蚕人家
与“我”家十一楼书房演绎的故事并置。此
外，《与茶》一文，按时间的推进和空间的变
换展开叙述，亦是一种异形的并置叙事。

作者常常在叙事的过程中忽然宕开
一笔，将古今中外、现实与历史纵横勾连，
穿插、比况，在现实态的叙述过程中植入
对历史的介绍，将读者的思绪拽向远处，
以此拓展作品的艺术时空。譬如《冬酿》
对黄酒文化的介绍；《船娘》以虹美幼时的
视角和行踪，带出西溪的历史人文以及在
对虹美夫妇退休后重回西溪的叙述中，插
入厉鹗与满娘的爱情悲剧；《牧蜂图》以
沈建基为叙事中心，由点及面，带出伊
犁河谷薰衣草园唯一的养蜂人周小通、
周荷英夫妇，以及“90后”青年郭靖；《跟着
戏班去流浪》以“我”的采访，带出那个不
堪的年代。

田野调查是苏沧桑进行散文创作的
一种基本方法。散文集《纸上》中，她对生
活现场的介入力度更大、程度更深、时间
更久。“跟着戏班去流浪”一句，形象而传
神地反映了她这种全身心、沉浸式的写作
姿态。作者将自己投身于颇显落寞的中
华传统文化旷野中，深入造纸、采茶、养
蚕、酿酒、养蜂和戏班、游船等现场，充分
打开触觉和感觉的毛孔，进行深度的个人
化生命体验，在行走中不断观察、体验、感
悟、思考、记录，具有强烈的亲历性与在场
感。譬如为了创作《跟着戏班去流浪》，呈
现民间戏班不为人知的生存状态和思想
情感，作者回到老家玉环海岛，深入越剧
草台戏班，与吉祥戏班的演员们同吃、同
住、同演戏，深度体验原生态民间戏班的
真实生活状态，在同她们的朝夕相处中，
对她们难以言尽的人生况味感同身受，对

百年越剧的辛酸苦乐有了更深、更具象、
更切肤的了解和理解；为了创作《牧蜂
图》，她追寻养蜂人的足迹，从杭州到新
疆，走过乌鲁木齐、奇台县、江布拉克、碧
流河、伊犁河谷、果子沟、赛里木湖；为了
创作《春蚕记》，她亲身实践，自己养蚕，记
养蚕日记……

苏沧桑的散文创作风格一直处于一
种流变状态。最初少女温婉，后来刚柔相
济，到了《纸上》这部散文集，又开始出现
向着柔性回归的迹象。纵观《纸上》收录的
7个作品，可谓满纸柔情、母性洋溢。满纸

“婴儿”“小宝宝”“小兽”这类拟人与比喻，
流露出一种江南丝绸般温软柔情的母性慈
怀，如此怜爱，如此温暖，不仅彰显了词语
的柔婉和温度，反映了作者散文创作风格
的隐秘嬗变，更表征了作者的生命形态与
生命观的悄然变化。

《纸上》是一部文化之书。作品重点
遴选了造纸文化、蚕桑文化、黄酒文化、越
剧文化、龙井茶文化、养蜂文化、西溪文化
等7种江南传统文化形态，讲述它们的前
世今生、工艺流程、趣闻轶事、历史传承，
表现各种文化形态“树根般深扎在大地深

处的内力”（《跟着戏班去流浪》），抒发了
一种浩渺的文化乡愁，也对古老文化遗产
的命运，流露出深重的忧虑。

《纸上》是一部以叙事为主的叙述性
散文。然而，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常常
难以抑制住心头喷薄的情感岩浆和表达
自己独到解读的冲动，在文学叙事的同时
辅以了大量的抒情与议论，从而使得作品
具有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刻的见解，
大大深化了主题，增强了艺术感染力。作
者或直抒胸臆，或寓情于事，或寓情于景，
或寓情于理。作品中的议论，充满真知灼
见。《纸上》如同一条面料考究、丝线绮丽、
针脚细密、图案精致的巨幅苏绣画卷，其
感受细腻、捕捉精准、笔调唯美、意境深
邃，具有一种丝绸般精微曼妙的艺术审美
特征。

《纸上》将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高
度结合在一起，艺术品味雅正、高洁，艺术
质量均衡、丰峻，艺术力量厚实、沉雄，节
奏从容不迫、不疾不徐，具有鲜明的个人
气质和独特的文学气质。它是苏沧桑散
文创作进一步迈向成熟的新见证，也是她
散文创作风格出现的新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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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苏沧桑散文集苏沧桑散文集《《纸上纸上》：》：■新作聚焦

2020 年，年轻作家陈春成的首部小说集《夜晚
的潜水艇》（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迅速引发广大读者
的关注，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写作的空间，也赢得普
通读者的热情赞誉。陈春成的横空出世带给当下文
坛一种久违的“异质性”。和我们通常看到的作品不
同，陈春成的小说不以曲折的故事取胜，而是借助非
凡的想象力游离在现实与虚构之间。陈春成以精致
的语言和精巧的意象，为错综纷繁的时代打开了一
条奇异的通道，引领我们进入一个五彩斑斓而又方
生方灭的世界。在他精心营造的文学世界中，万物冥
冥之中有着隐秘的牵连，大地的翻转激活了世界的
内面，人的内心无往而不胜，一种奇异的通感穿梭于
斯。小说所氤氲着的曼妙、神秘、宁静的迷人氛围，造
就了陈春成小说与众不同的质感和调性。

陈春成以他超然的叙述语调为我们打开了宇宙
和人自身的种种可能。如果说人的肉身只能停驻于
有限的时空之内，那么人的想象则可以超越肉身的
局限而任意游走。《夜晚的潜水艇》中，那个耽于幻想
的“我”不啻为作家本人的强烈写照。“我”被过度生
长的幻想所缠绕，无法专心做任何事情，而其中“最
让我着迷，也是最危险的一个
游戏”是主人公在头脑中造了
一艘潜水艇。每天夜晚，“我”
想象自己驾驶着潜水艇在海
底探险，还搭救了一艘名为阿
莱夫号的潜艇。但是，这些过
多的幻想不仅毫无用处，还有
损于适应社会的能力。就在这
些幻想渐入佳境之时，父母及
时阻止了“我”的行为，“我”不
得不放弃“海底探险”，重新回
到“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中来。

《夜晚的潜水艇》由此成为个体
步入社会的残酷寓言：从幻想
少年到泯然众人，适应社会规
则的代价是想象力的萎缩，更
成为“自我”消失的隐喻。

《夜晚的潜水艇》借助幻
想游离于虚构与现实之间，带
有似真似幻的艺术效果。但在陈春成这里，幻想并不必然地指向虚构，
毋宁说是通过消弭虚构与现实的方式，来试图打开世界的多重维度。

《裁云记》《传彩笔》也都极尽浪漫幻想之能事。前者虚构的“云彩修剪
站”固然同样有着消弭个性的含义，但陈春成又颠覆性地改写了柏拉图
的“洞穴隐喻”，它不再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有限性，反而成了通向自我
的各种可能性。后者甚至另辟蹊径地解读了江郎才尽的故事——江淹
得了传彩笔后，成了真正的天才，却因为写出的作品无法示人，因此被
误解为才尽。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有曲径幽深的荫蔽之所，有难
以言说的梦幻仙境，有归于沉寂后的大道皆空。

陈春成的小说固然发挥了作家天才般的想象力，却也在炽热的情
感与安宁的内心之间寻求某种精妙的平衡。《竹峰寺》写得舒缓、细密、
扎实耐读，有着文人小品般的闲适幽默与冲淡平和。如果偏要找出小说
的情节主线，那么藏匿钥匙的行为或许可以看作小说的主要情节，不仅
构成叙事上的线索，更被赋予了主人公寻求安宁的别样意义。小说中，
面对故乡的剧变和老屋的消失，“我”瞬间失去了生活的隐秘支点，怀着
惆怅的心绪再度拜访竹峰寺，决定把钥匙这个承载着“我”对老屋乃至
故乡全部记忆的物件藏于寺中，以求得内心的慰藉。“我总希望一切事
物都按既定的秩序运行下去，不喜欢骤然的变更。”一旦既定的秩序遭
到破坏，“藏东西，是我惯用的一种自我疗法”，因为“确定无疑的事情有
这么一两桩，也就足以抵御世间的种种无常了”。由此看来，《竹峰寺》成
了一个如何在动荡世界中寻求内心安定的故事，却也在闲适的氛围中
隐约透露出些许恍然与怅惘。

这种恍然与怅惘成为陈春成小说想象力爆发后的某种剩余物。由
此，我们方得知，看似古朴宁静的竹峰寺只是藏于深山之中而无人问
津，直至成为与外界自行阻隔的幽僻之处，唯有心绪不宁的县城青年尚
可借此消磨（《竹峰寺》）；李茵在匿园树池边的恍惚，并非宇宙间有什么
隐秘的牵连，而是“记忆所引起的情绪还隐藏在某些细节中”，是当那些
美好的童年不再，唯有将其定格成闪亮的日子，才能回忆起“八九十年代
独有的粗糙与晶莹”（《李茵的湖》）；更不要说拥有超凡天赋的音乐家古
廖夫，因外界环境无法从事艺术创造，造成身心的极度异化，这才有了幻
想中的演奏会，“用音乐引发的幻觉，来抵御恐惧引发的幻觉”（《音乐
家》）。

不妨说，陈春成小说的张力正发生在既定秩序动摇的时刻。一方
面，他所耽溺的幻想正在那个消沉的时刻，当事物的意义开始弥散，祛
除任何附加而回归其本初的形态之后，那广大的消沉接通了天地人的
灵明，幻化成自我内面的某种力量。这种看似神秘主义的背后是陈春成
通过剥离现实与其特定功用的联系，悬置了原有的行为和对立模式，从
而开启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心之所向的诗词、典籍、庙宇等古代艺
术文化，并非呈现出作为物自身的属性，而成了超然物外的情感依托。
陈春成一方面赋予常之物以通灵的神性和超凡的鬼魅，甚至不惜在神
秘之境言说，为的就是挣脱现实社会既定的秩序规则；另一方面又渴望
在意义弥散之际重新找到确定的事情，哪怕是想象性地召回某种象征
秩序，来寻求内心的安宁。

不过，尽管小说呈现出内在的紧张，但它并不影响陈春成小说特有
的迷人气质。陈春成的小说是唯美的，他以敏感的内心捕捉到天地宇宙
间极其细微的颤动，在小说最动人的时刻，陈春成将不堪一击的生命取
样，在纯澈的欢乐中消解肉身的形态，幻化成宿命般的魅影传奇，却也
在消失的瞬间弥散入万物的永恒。

这种唯美动人的抒情话语，可以追溯到汪曾祺、废名等现代小说家
的行列；也有人称之为幻想文学，以凸显其打破历史线性叙述的可能
性。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但我更愿意把陈春成的小说归入浪漫主义的
写作脉络之中，因为浪漫主义在彰显自我抒情的同时，还意味着写作方
式的转型，背后则是时代精神的变革。当人们沉醉在“宁静中回忆的感
情”，而非此刻我们身处的现实，陈春成的浪漫幻想就只能通往不断向
内的“自我”。陈春成小说中的“我”，符合了浪漫主义文学主人公的全部
特征——情感充沛、耽于幻想、极度敏感。这既不是现代社会精于计算
的过于理性的个体，也不是后人类主义者宣称的被技术算法支配的“动
物机器人”，而是建立在人文主义传统之上，有着无限可能的主体形象。

这并不是说陈春成的小说没有触及到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恰恰
相反，这种“退行式”的写作成为年轻作家想象“自我”和“世界”的方式
本身，实则隐藏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当我们无法建构起足以支撑自
身存在的价值感的时候，就只能退回到古典时代对人的自由想象当中，
借助抒情主人公的无限幻想来实现主体的自由。陈春成用人的内心生
活来替代外在现实，却也在天马行空的幻想中暴露了年轻人漂泊无依
的精神状况。不妨说，陈春成虽然有几分汪曾祺的淡然闲适，却唯独少
了汪曾祺的坚守执著，少了历经磨难和委屈之后，依然对人的种种葆有
的信心。当然，陈春成还是以他特有的方式提供给我们那些抚慰人心的
时刻，尽管故乡逝去的县城青年无法抵御这个世界的无常，但他还是把
带有温度的记忆，永远存放在竹峰寺的青苔之下，留给我们对人的“可
能性”的永久期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苏绣苏绣””
□□涂国文涂国文

■第一感受 从逐水而居到逐水而思
□李一鸣

“唯有洞察，才能和解”，这是缘于
一条大河的漫长心灵史。从逐水而居到
逐水而思，鱼禾在长篇纪实散文《大河
之上》（海燕出版社）中完成了一场人与
河流的促膝长谈，这是对客观存在的亲
切感受，又是设身处地的人文想象，是
人的心灵对一条大河发出的美学邀请。
作者以历史与地理、现实与神话、水文
与生物、时间与空间为纬度，以个体生
命对大河的心灵经验为经度，织造了对
一条大河无限哲思的可能，字里行间彰
显着极具深意的文化与生命意识。

与许多类似题材对黄河的拟人化
处理不同，鱼禾显然更为理性，更专注
于理解和感受对象自身的属性，眼光更
为冷静。她拒绝以属人的特性去比拟河
流。为了避免这种不敬，她试图反主为
客：“靠近一条河流或许意味着对自身
被动角色的体认——去‘感受’，而非想
当然地‘观看’。”这样的洞察与和解，大
约是约翰·伯格式的“看”——凝视，也
被凝视。大河是特殊的生命体，“它的存
在还有更为广大的意义，有属于自然本
身的目的。我必须放下全部成见，以赤
子之心去领略它的密语。”作者以这样

的心肠去“看”一条大河被时间所忽略
的禀赋，于是，具有自然属性的河流所
遵循的某种天道，人与河流之间那些令
人荡气回肠的交道，那些必须正视的疑
难，无不清晰显现。

作品开篇便是涛声滚滚，文意泼
洒：“我曾在不同的地点看过这条河
流——在氧气稀薄的约古宗列盆地，在
深秋的玛曲河湾，在龙羊峡，在梨花漫
卷的贵德，在兰州，在宁夏与河套平原，
在黄土高原，在大风劲吹的风陵渡，在
三门峡、小浪底，在河洛汇流处，在东坝
头……”关乎大河的热烈与悲凉，关乎
个体生命乃至一个民族的记忆与遗忘，
用笔从容隐忍，却格外有力，于滔滔不
绝中抵达一种陌生的艺术审美。这陌生
中蕴藏的气概令人肺腑为之一震，当作
者对逐水而居的民族之源，对这个民族
特有的文明之路展开刻骨的精神观想，
并以文学的方式慷慨表达，事实上，在
作者与她尊为主体去“感受”的对象之
间，一种诚挚的美学应答便已悄然建
立；而本属一己的观想，因为这样的亲
密连结，必然获得宏大的精神在场。

民族之源，华夏之源，在作者如此
走近河流的时刻，便投射于大河的源
头。大河之源，也是人的源头。作品开篇
对父亲的回忆着墨不多，于整部作品而
言却至关重要。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过
去将来时，是将以全副心力靠近一条大
河的情感伏笔。父亲叙述中的“漫水滩”
空旷辽阔，“十几个人往那里一撒，跟往
大路上撒了把石子一样”。父亲年轻时
代的记忆，也随着与漫水滩有关的旧事
物汩汩流泻：“他说他们那一拨兵，穿解
放鞋，用铝制水壶和搪瓷茶缸，说五花
八门的方言。他说他们使用白玉牌牙
膏，牙膏皮是锡做的，烧化了能焊平搪
瓷茶缸上的砂眼。漫水滩哪，他说，看一
眼，叫人心都慌了。”让父亲“心慌”的漫
水滩，就这样烙在了作者的心头：“那场
景在我印象里像颗钉子，尖锐，冷硬，在
某个角落里发出旧金属的微光。时日延
宕至今，我觉得我似乎也成了那样一粒
被抛掷到某个巨大空间里的石子，周遭

旷野辽阔，人迹断绝……”那一片烙印，
仿佛一方神秘的文化地图。关于黄河的
前世今生，图上标注着类血缘的符号和
密电码般的信息。军人父亲的专业地理
测绘，由此转化成一个作家铭心刻骨的
精神测绘。

对这条华夏生命之河的探究与思
考，需要足够强韧的精神力量。时代的
节奏越来越快，在生存的驱使下，更多
的人在被消耗中选择了对精神刻度的
放弃，成为惯性的陀螺。鱼禾则与之相
异。她于沉实生活中坚决地表明自己的
精神立场，在不断行走中执念于倾听一
条大河缤纷阔远的音律。大河之上，水
流与时间的潮声交替轰鸣，冲积出地理
意义上的大平原，也沉淀出精神维度上
的文化滩涂。纷杂的河道、繁复的水系、
古人的陉道、津渡与埽岸、今人的水库、
堤坝与公路……大河之上，有水患漫延
的唏嘘记忆，有王朝更迭、文明承继的
标记，也有两岸大地上的万物生长、欣
欣向荣。在作者笔下，这一切，是作为时
间的历史与作为空间的地理共同涵养
的黄河之魂。

古老神秘的华夏文明，从来就是神
话的沃土。这里有神话的来龙去脉，也
有神话与现实的隐秘关联：“华夏民族
的图腾‘龙’，一说意味着生殖崇拜。然
而，这能够腾云驾雾、翻江倒海的神秘
生物，难道不也是洪水咆哮的形象？龙
身如河，龙势如洪。它是属水的神，也是
镇水的煞。”神话赋予大河以灵魂。大禹
的父亲鲧对水的围堵失败，却因此有了
大禹的因势利导治水法。正是这方法无
数次消除了肆虐的水患。“曾有过那么一
些人，在构木为巢的原始时代，率领自己
的部族，有过导河积石、疏通百川的壮
举。那样的赞叹，想必是由衷的，也是有
具体指向的：‘微禹，吾其鱼乎！’”这由衷
的慨叹，如今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历史镌刻着大河的过去，地理描摹
着大河的样态，神话承载着大河的灵
魂，而现实拓印着大河的属性。从某种
意义而言，这一切堪称最为精妙的平
衡。也许正是这种平衡，共同铸就了黄

河的本质和命运，以及与大河之上的人
间万物永不止息的缠绕。“黄土地的诞
生”“水与风的杰作”“恍惚之河”“西口·
碛口”“或陉道，或津渡”……如大河般
流动的文字章节，仿佛是从浩荡无垠的
时空中撷取而来的珍珠。作者感受着大
河之上的自然万物、文化风情、历史习
俗、神话与传说，更对当下的黄河生态
有着切身体会。从“野外”到“索河风
景”，从古老的“泽薮”到珍稀的“原生湿
地”，无数“旧相识”中，包括“从门前经
过”的贾鲁河。人们在“深呼吸”，水系在

“深呼吸”，鸟儿在“深呼吸”，辽阔的滩
涂也在“深呼吸”。这是蕴含于万物之中
的活力，是大地之“肾”的生命律动：“野
性的恢弘、混沌与丰沛的元气，那种浑
然一体的生命感，强悍的生长性与同化
力，都是人工湿地难以模拟的。”

作品从大河的源头出发，又刻意与
源头保持神秘的距离，一路自然流转，
逶迤而来，激荡人心。对文本力量的大
胆释放，令这部长篇纪实兼有了长叙事
的悬念和民谣般回荡的旋律：“这条悬
在无数人头顶的大河，在千百年的奔流
中无数次决溢改道，成为令历代君王不
敢轻忽的朝廷要务，更成为令下游两岸
居民爱恨交加的‘母亲河’与灭顶之
河。”浩浩文学巨制，表述着对一个民族
一脉黄河文化的热爱、敬畏，对黄河前
世今生的回望与重温。风格之浑厚、情
意之深沉、祝福与隐忧，无不彰显着作
者对大河滋养的这片土地的刻骨热爱。
无论深沉或明亮、从容或犹疑、简洁或
繁复，无不践行着散文作品源于生活却
高于生活的永恒文学规律，呈现出作为
中国当代作家的坦诚与担当。

大河文化的深远神秘赋予了作品
丰足的灵魂营养，丰沛的文学创造力成
就了有别于其他同类题材的独特表达，
提供了具有特殊精神质地的美学经验；
对大河之上天地风物的满怀敬意与深
切洞察，使这部长篇纪实深沉开阔、恳
切感人。仿佛是自我身心的某种交锋，
更如完成了人与河流、人与自然万物的
握手和解。精诚所至，落笔入化。

《《纸上纸上》》将思想性将思想性、、
艺术性与可读性高度艺术性与可读性高度
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艺术品味艺术品味
雅正雅正、、高洁高洁，，艺术质量艺术质量
均衡均衡、、丰峻丰峻，，艺术力量艺术力量
厚实厚实、、沉雄沉雄，，节奏从容节奏从容
不迫不迫、、不疾不徐不疾不徐，，具有具有
鲜明的个人气质和独鲜明的个人气质和独
特的文学气质特的文学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