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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里的文章大家
——评评““思想的边界思想的边界””丛书丛书 □□舒晋瑜舒晋瑜

一个人的瞬间选择和瞬间行动构成一
个人的完整生命史。单个瞬间的选择与行
动由深埋于体验、记忆和情感结构中的“过
去史”推动。瞬间即历史，瞬间即整体，瞬
间链接着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构成的时
间序列。艾伟的新作《过往》以短篇幅和快
节奏将一个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光和三个孩
子的最后关联阐释到极致，折射出哲学的
沉思气质。简洁的语言和紧凑的节奏，使
读者不得不主动舒缓阅读与叙述之间的紧
张关系，停下来思考故事是否有另一种展
开的可能。

小说中，艾伟展现出高超的生活提炼
能力和敏锐的心理洞察能力。他将父母和
三个孩子的繁芜生命提炼为一些重要瞬间
予以定格：1、哥哥秋生对弟弟夏生提出接
受母亲回到永城的要求表示明确拒绝；2、
父亲为母亲写《奔月》，母亲演《奔月》走红，
成为戏剧名角；3、哥哥秋生向父亲说出母
亲的婚外不轨行为，父亲从家中出走消
失；4、冬好被诱骗怀孕，母亲不管不顾，秋
生夜骑带冬好从省城回到永城；5、母亲回
到永城后，在剧院和庄凌凌抢演新剧主
角；6、母亲偶然得知秋生有人身危险后，
携刀杀死杀手；7、兄弟二人在母亲病死后
将母亲同葬于父亲自殉时的海岛。

以上七个瞬间行动构成了父母和三个
孩子的基本关联史，如以自然时间序列将
数字进行重组：1234567的自然时间顺序
变成2341567。艾伟在叙述中将瞬间故事
单元进行了重新调度、组合，之间的转折与
反差客观上引领读者好奇、探究和思考，也
为读者创造了在精神观念上复杂又清晰的
个体。人物行动链的交错中既有人伦关联
的温情，也有生命自来的残忍，揭开平静和
光鲜外表下生活的真实面目。

在一家人此消彼长的行动链中，核心
人物和核心冲突是母亲戚老师。这是一个
在小说中熠熠生辉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
艾伟说：希望这位母亲能以虚构的方式活
在人间。事实上，穿着浅绿色旗袍回到西
门街的母亲戚老师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又
登上舞台做回主角，她虽死犹存，虽败犹
荣。人世间是有那么一些女人，以超常

规、超常人的方式吸收周围一切能量，以
非同寻常的方式将她的个人生命值提升
到最高点。她是一个为了演戏不惜委身
于权要的女人，是一个为了进京演出可以
扔下怀孕的女儿于不顾的女人，是一个在
丈夫消失后装作不为所动的女人。两个
维度的筹码救赎了作为一个母亲的自私、
逃避和不负责任，她是一个有进取心的
人，也是一个会演戏的有天分的演员。当
还原为母亲时，她内在的理性驱动力促使
她作出种种非常规行为，一个把戏剧带进
生活的演员，她生活的戏剧性因演员的身
份而得到理解和宽恕。“秋生承认母亲身
上天生具有一种让原谅她的气质”。母亲
犹如南美高原上盘根错节勃勃生长的仙
人掌，在烈日、贫瘠的土地和艰难的生态
中，吸收所有的能量，成全作为一个人和一
个演员的自身成长。

从“爱人系列”至今，艾伟始终显示出
对于女性命运探讨的真诚和耐心。在母亲
戚老师这个人物身上，显示了女性生命的
两重力量：目标和情感。母亲提高个人生
命值的目标驱动是反常规，即拥有三个孩
子的母亲弃家不顾、远走高飞；母亲修复个
人生命的情感驱动则是回到伦理常规，她
在晚年生病以后重新做回了一个温情的母
亲，对丈夫的愧疚虽无声却真诚，她几乎以
哀求的方式希望和孩子们共度余生，放下
了最后的尊严。但悔恨已经难以修复，难
以弥补，母亲就是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
鸵鸟，到生命的最后也依旧不敢面对残酷
的真相。她的退缩正是情感的回光返照，
也是人性的自我修复。许多年来，她就像
一束光，射向远方，从不回首，青年、中年和
晚年的母亲，情感驱动补偿了孩子们童年
时代的母爱匮乏，呈现了女性乃至人类残
酷又温情、卑贱又高贵的艰难处境，她们的
光芒万丈是以“吞灵药生翅膀空悔恨”为代
价的。但这种代价以个体生命值的获得为
目标又是必然的。如果戚老师未成为一个
具有艺术造诣的戏剧名角，她的三个孩子
所受到的成长伤害会小得多，但或许秋生
和夏生最后时刻对母亲的爱和理解也会少
得多。经受过生命苦痛的历练，逐步懂得

父辈对生命价值追寻的艰难和高贵，人类
经验情理结构的代际传递总是不得不付出
沉重代价才有所超拔和领悟。这是人类个
体之间的深情，也是人类物种的艰难。秋
生最后对母亲的体贴照顾和他开头对母亲
的拒绝冷漠完全一致，爱与恨同比，生命的
传递就是以命换命。

小说中，青年时代作为岛上知青收获
纯净爱情的父母、回城后在文化馆和华侨
商店谋生的父母、写《奔月》剧本的才子父
亲和发现演戏天分的母亲、彻底走红的母
亲和从家中消失的父亲，母亲后半生儿戏
的婚姻和最后在海岛与父亲同葬，父辈的
人生完整又残缺地画了一个圆。一切喧嚣
都归于墓地的平静，死亡的裙边与海水相
连带来静穆和安静，人生最终归于来处。
宁静的寺院、菩提树、天空和海面构成了生
命归处的最好场景。过往的一切历历在
目，海岛隔绝了与陆地的关联与躁动，给经
历了生命躁动的父辈提供了返归的容器。

在埋葬母亲后，兄弟俩依旧需要赶快艇回
到陆地，经过从陆地到海岛又回到陆地的
往返，兄弟俩对于父辈和自我情感的体验
产生了飞跃。秋生在二中的河道边看到埋
葬于河底深处的自行车被打捞出水面，这
一幕带有魔幻色彩，其寓意是当情感的伤
痕被适度修复，生命底层的秘密才有勇气
重现天日。父辈当年必然离开海岛又归于
海岛，理性驱动向前，繁花乱眼；情感驱动
向后，返璞归真，人生有去处也有归路，走
完一趟完整的路，每个人都以独一种方式
修筑完自身的情理结构和诗性哲学。

易被理解的易被遗忘。《过往》的亲情
故事激发我们的情感，其中人事却很难轻
下判断。小说家对于小说人物的立场，始
终秉持开放、体谅、平等、超性别的博大和
超善恶的人道主义。《过往》虚构的一家人
永远活在真实艰难的人间，与真实艰难的
努力和梦幻泡影的观念共同经历磨砺、淘
洗和新一轮的成长。

艾伟长篇小说艾伟长篇小说《《过往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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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人的心性真是各个不同。就说写虫
子吧，在鲁迅的失去了的百草园里，油蛉
在低唱，蟋蟀在弹琴，肥胖的黄蜂伏在菜
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
云霄里去了。这是一个万物有灵、有理
的喧腾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背后站着一
位看穿了人世间的万般诡诈、丑恶却不
会被改变一分一毫的天真诗人。周作人
也喜欢写虫子，书本里的虫子，作为掌故
的虫子。就像是写虱子，他一定要从王
安石胡须上的虱子说到《四分律》中的
虱子，再说到小林一茶俳句里的虱子：

“虱子啊，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
着。”书本、掌故中的虱子妙趣横生，但
它们要是真的爬到知堂身上的话，他也
许要懊恼、恶心的吧，真实的虫子令知
堂生厌、恐惧，书本、掌故才是他的百草
园。

《大地公民》也是写虫子、兽物的，张
羊羊的写法介于周氏昆仲之间：动物不
只是他抒情的灵媒，他还要追索它们的
来龙去脉，钩沉它们在书本、掌故中的踪
迹；他热衷于搜寻作为知识、传说的动
物，作为知识、传说的动物又以真实的动
物作支撑，它们一起组构成一种既是真
实又出于想象、既在那里又绝不只是在
那里的丰富的动物、灵动的动物。坚决
地走在这一条中间道路上，张羊羊描画
出本真到陌生、崭新的大地、天空、河
流，大地上羊吃草，天空中燕子飞，河流
里鱼“欻”地一声跃出了水面，这不就是
鸢飞鱼跃？这里的鸢飞鱼跃只要从字
面上去理解、去想象就好了，无关乎宋
明理学，或者说，只有跟“比德”传统一
刀两断，鸢才能飞、鱼才能跃，它们这才
是“大地公民”。张羊羊的“大地”拒绝
人类踏入，就连他自己，也只能艳羡地
看着这个清澈、温暖到绝对异己的世
界。我猜，说《昆虫记》“以人性观照虫
性，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的论调，大
概会让张羊羊感动不适的，他要反问的
是：人性如此，怎么可能观照得出虫
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意识形态附
会的《大地公民》还是有着一个不容置
疑的意识形态：对人性的狐疑。此一狐

疑，《自序》中就有分明的揭示：“它们在
我们身边飞着，跑着，游着，很快乐的样
子，它们觉得我们善意，是朋友，却不曾
想我们给它们的大多数起了一个总名
字：野味。”就是这一份狐疑让我看清一
个事实：张羊羊温和、古道热肠，其实是
有“刺”的，古怪的，在他那里，有些基本
原则坚决不能让渡，就像“大地”不允许
被玷污一样。

《诗经·蜉蝣》曰：“蜉蝣之羽，衣裳楚
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李后主说：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
晚来风。”草木、虫鱼、鸟兽的生命总是匆
促的，它们朝生暮死，人类短短的一瞬也
许就是它们的一生。对此宿命，一直在
用彩色蜡笔画下树熊和它的浆果一样的
梦的张羊羊领会尤其深、痛，他知道他所
钟爱的对象的迅疾的生死，他更从它们
迅疾的生死中提前遭逢了自己的终极命
运。于是，他总是匆匆忙忙地谋划着自
己的未来，苍老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倔强
的童心，而苍老与童心的辩证也像极了
这些“大地公民”：它们一派天真，其实离
死亡并不遥远，它们也许很快就死了，但
它们依旧一派天真。所以，“大地公民”
就像是一个个结晶体，清晰地揭示着一
切有生的命运，仿佛有一道阳光照在上
面，格外澄澈。刻写下这些结晶体的张
羊羊是感伤的，因为美好的东西就是不
能在时光中静止；又是坚强的，因为他勇
敢地迎向它们以及自身的命运，他就像
加缪笔下“荒诞的英雄”。

前年的张羊羊作品研讨会上，我和
其他朋友对他提出“中年变法”的问题，
希望他突破自身的同一性，写出“杂色”
来。他是沉默的，此一沉默，我解读为温
和却斩决的拒绝。会后，我思索了很久，
大概懂得了他的坚持：时序去如流矢，就
跟几个投缘的朋友喝酒，喝着喝着就老
了；人生宛如飞蓬，就反复书写着自己忘
不了、放不下的“大地公民”，写着写着就
是一辈子了。生年不满百，短短的一生
只够爱一个人，只能写一首诗。能爱了
一个人，能写出一首诗，这一生就完成
了，就值了，不是吗？

一生只写一首诗
□翟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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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写于2020年疫情期间，原来的生活
节奏被打破了，有一种整个世界停止转动的感
觉。面对疫情，自然会有很多思考。我记得有一
位印度女作家说：疫情像一束光照见我们以前
不曾注意的被遮蔽着的世界的另一面。这句话
说的好极了。疫情让我们有了对这个世界重新
认识的机会。既然哪里都不能去，那就写作。我
不知道《过往》这本关于一个家庭内部的故事有
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对于家庭之于个体生
命的重要意义，我肯定会有更深的理解。说到
底，生命是如此脆弱和无常，微小的病毒就可以
轻易把人的肉身击垮，我们更要彼此原谅和珍
惜。事实上，这也是《过往》的一个主题。

《过往》写了一位“自私、说谎、逃避责任”，
但又是一位可以为孩子舍命的母亲。这位母亲
在我们通常的关于母亲的想象中显得另类，这
是一位有“自我”的母亲，她一生都在完成那个

“自我”，也因此，在传统观念上这位母亲看起来
不怎么合格。话说回来，“母亲”这个词为什么
就一定意味着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我觉得男
性也好，女性也好，任何人都应当有“自我”，要
努力表达“自我”并完成“自我”。我觉得在现代
社会，这样的母亲其实并不算另类，可能是我们
固有的想象把“母亲”这个词框死了，或者说把

“母亲”道德化和理想化了。
这首先是一部关于母爱无私与人性自私之

间相互矛盾的作品，同时我也试图探讨亲情的
本质，探讨血缘、爱以及彼此的宽宥。母亲是这
部小说的出发点，相当重要，但我觉得《过往》不
仅仅是关于母亲的，里面还有一个父亲，还有三
个孩子以及剧团中的一众人等。小说较大篇幅
书写了秋生和夏生的关系、夏生和庄凌凌的关
系、庄凌凌和母亲的关系，并且这些关系是成长
的，连结着他们的前尘往事。这些关系上面有
一位母亲，母亲看起来像所有一切的因，其他人
物的命运是母亲行为结出的不同的果。我对自
己在这个篇幅内塑造了一批各具个性和特点的人物感到满意。

我喜欢萧耳一个说法，是关于《过往》中的母亲和父亲的。小说
中父亲留下两出戏，一部叫《奔月》，另一部戏的名字我们不知道。
萧耳说，两出戏中戏，一显一隐，母亲和父亲，也是一显一隐，彼此呼
应。父亲和母亲最美好的时光是在一座海上孤岛上的琴瑟和鸣。
父亲觉得哪怕他和母亲在海上的沉船上一起死了，也是幸福的。而
代表着复杂社会的陆地，将要吸纳他们，成就他们，也诱惑他们。虽
然我写作时不曾如此想过，我喜欢这样的阐释。

舞台世界是一个相对特殊的世界，也是个颇具戏剧性的场域。
《过往》写了一群生活在舞台上的人。对演员来说，舞台就是他们
的命。这也是人物行为的一个最基础的逻辑。在这部小说里，母
亲如此，庄凌凌如此，王静也是如此，她们天生属于舞台，她们需要
舞台提供给她们“氧气”才能活下来。但现实是，曾经辉煌的越剧在
现代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处于衰落之中，这更让她们的行为体现出
某种伤感和悲凉的底色。她们依旧爱戏如命，但社会已经不在乎她
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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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感受

外国导演一句幽默的话：好的作品就像一面
打碎的镜子，它们在太阳底下每一片都闪闪发
光。用这句话形容“思想的边界”这套书，再贴切
不过。书信在古代有“尺牍”“尺素”“尺笺”之
称。作为个人之间的文字交流，具有一定的私密
性，其内容和信息杂芜，远不能承担大历史的描
述；而从另一个角度，这正是它不可替代的优
势。书话、札记等形式在很多时候比学术论文更
有生命力。“对作家书信、日记及其他文献资料的
整理、解读和应用，会使文学史立体起来；对于作
家心态的把握，作品产生的背景和传播过程的梳
理，乃至于时代氛围的认识等都有重要意义，而
这些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还应当成为
文学史研究的本体。”（周立民《巴金书信中的历
史枝叶》后记）

据李存光先生统计，巴金先生一生至少写了
7000封信，目前公开出版的不足40%。巴金书
信的整理、出版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巴金
书信中的历史枝叶》中，周立民选取了巴金与郑
振铎、萧军、曹禺等人的往来书信，讲述了巴金的
友情故事。这些书信，很多是首次面世，它们打
开了巴金的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为我们全面认
识和研究巴金文学观念和思想提供了有力的佐
证，亦还原了一个作家真实可爱的整体形象。

“我要做一个普通的老实人。”这是巴金
1988年3月2日致李致信上的话，李致是巴金大
哥的儿子，也是巴金与之通信较多的亲友之
一。对于这个年幼便失去父亲的侄子，巴金有
特殊的情感。在新时期，李致执掌四川人民出
版社，轰轰烈烈地推出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的
旧作和选集，巴金本人也做过出版工作，两个人
的共同话题很多，因此来往的信件尤多。在这
封信中，巴金谈到他晚年一再思考的问题：“真正
了解我的人并不多，可能有些未见过面的读者看
到了我的心。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
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两三年里我应该
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云的债。我要做一个普
通的老实人。”这是巴金后半生面对自我不断的
心灵吁求。

巴金的书信中，当年不经意的几句话，今天
都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或研究的佐证，从
国家大事到文坛风云，信件往来者的个性、情
感，对于我们了解过往时代和活跃在那个时代
的人们大有帮助。这是《巴金书信中的历史枝
叶》的价值所在，也是“思想的边界”丛书整体的
价值所在。

作为“思想的边界”丛书中一种，《巴金书信
中的历史枝叶》帮助我们复原具体的历史情境，

勾勒出历史巨浪不曾吞噬的枝节，也有个人化的
微妙小情调。丛书的另外三种，分别是《“信”者

“信史”也——茅盾书信研究》（北塔著）、《郭沫若
书信中的当代中国》（李斌著）、《书信里的文章大
家》（逄金一著）。

2021年是茅盾逝世40周年暨诞辰125周
年。茅盾一直是中国历史最深切的见证者、参与
者、书写者，他的思想的厚重性、艺术的经典性、
文化资源的丰富性，构成了独具魅力和丰富内涵
的文化符号。《“信”者“信史”也——茅盾书信研
究》精选了茅盾与蔡元培、钱锺书、巴金、周作人、
俞平伯、赵朴初、施蛰存、戈宝权等中国现代文化
名人的通信，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研究和文化解
读。作品以扎实的史料和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
以诗人的情怀和激情，将收入书中的每一封信都
解读得淋漓酣畅、文采飞扬，其中有纠错、有补
缺，在对人和事的解读中呈现真实信息，还原书
信中的茅盾形象，为读者学习解读茅盾书信提供
真实可信的学术依据。

由往来书信入手，从其提供的线索出发，对
比考察手稿和正式发表的版本、未刊文字和已刊
文章的区别，是郭沫若研究进入深水区的必由之
路。李斌以往来书信的释读进入整体性的郭沫
若研究，从学界鲜见的大量的档案资料、未刊手
稿、未刊信札的角度切入，研究触角涉及当代中
国文化的诸多层面，突破了专业壁垒。《郭沫若书
信中的当代中国》以郭沫若 57 岁至 86 岁
（1949—1978）之间的友朋信札为基本材料和线
索，主要讨论了《武则天》《蔡文姬》《管子集校》等
重要著作的写作过程以及郭沫若作为中国当代
代表性文人和学者在新中国的对外交往中扮演
的角色等重要内容。郭沫若的内在关切、文学创
作、学术研究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
风尚。

《书信里的文章大家》中，作者逄金一整理了
20世纪90年代40位文化名家上百封来信，以图
片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还为每一位名家都建了一
个“人物档案”，介绍其身世著述，后附“信札故
事”，交代每封信的由来和所涉及稿件的内容
等。这些信札没有刻意的雕琢与修饰，作者的性
情和学养在只言片语中呈现自然的折射，从不同
角度重构了20世纪90年代纷繁的历史图景，完
整地还原了一个文学时代的文化环境和思想的
边界。

“思想的边界”丛书给我们提供了解读近现
代思想家、作家的书信的渠道，再现了书信背后
的故事，使我们有机会聆听书信主人讲述各自生
命中那些波澜壮阔或风平浪静的故事，同时也带

给我们一些思考。作者对传主理解、尊重，紧贴
其思想境界甚至高度契合。李斌对于郭沫若的
研究带着体贴，逄金一对于笔下的书信人物是理
解的、感恩的，他们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因而写
出的文字是温暖灵动的。《巴金书信中的历史枝
叶》书名本身就是一种诠释，既是从巴金书信中
反射其情感世界和思想脉络，也反射时代更迭的

“大历史”。周立民对于巴金研究多年，积累了大
量丰富的学术经验。他似乎很享受这种探秘，在
寻访史料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地解开心中的谜
团，从意外的邂逅中拨开云雾，让我们一窥历史
的本来面目。“翻动那些脆黄的纸片，抖去岁月的
烟尘，远远地打量，轻轻地走近，它们如同一部无
声电影，然而，不经意间的一个细节又让你觉得
纸上墨迹未干，那些人的音容笑貌极其鲜活……
沉浸其中，我又常为其中的趣味、风度而迷醉，现
实中的烦恼仿佛也烟消云散。当然，不仅仅是逃
避，更重要的是打开那些尘封的往事会发现很多
当下缺少的东西，比如自由鲜活的生命气象、神
采飞扬的精神状态，甚至痴里痴气的童真——我
不仅叹服那些人学贯中西的素养，更看重他们的
精神状态和自由心态，这些更像纯净的空气，能
清洗我们心肺中的污浊。”这是周立民写于《巴金
书信中的历史枝叶》的小引。这样投入的沉浸式
研究，自然令人联想到他的创作应是充满乐趣的
过程。此外，这些丛书的作者都有丰厚的学养
和学术研究背景，而且他们的研究并非仅仅是
学术气，而是带着个人的体温和感悟，甚至是把
个体生命融入研究的一种执着与热爱。而最终
与读者建立沟通的是文字，是表达的水平。几
部作品语言讲究，耐人寻味，又有图文的佐证，
在阅读的同时又有对艺术的赏鉴，多重的享受
令人不忍释手。

情理结构和诗性哲学情理结构和诗性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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