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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莽高地的生动书写和精神颂歌
——读辛茜报告文学集《苍莽高地》 □李佩红

东君小说集东君小说集《《面孔面孔》：》：

“新南方写作”的别样风景
□聂章军

”

■创作谈■新作聚焦

■短 评

蛋镇是朱山坡继“米庄”系列创作之后开辟
的新的文学地理，已经成为“新南方写作”的一个
地标。在《风暴预警期》和《蛋镇电影院》这两部长
篇小说中，朱山坡刻画了这个位于“南方以南”，
在频繁的风暴与洪水中绝望和希望并存、蓬勃而
陌生的小镇，他一方面调用自己的童年经历，书写
与故乡的血脉记忆，建构基于底层的乡土人事、风
俗异闻，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虚构、隐喻的能力，通
过奇崛、诡谲的想象与叙事，超越了单一乡土空间
的局限，实现了文学地理的世界性、超越性。

文学的飞地，因其与世隔绝，作者的想象力
得以肆意驰骋，现实与浪漫在飞地世界可以并行
不悖，读者也不会感到违和感。飞地与生俱来地
被赋予了童话和寓言色彩。朱山坡小说的蛋镇也
是如此。《风暴预警期》中，一年一度的风暴与洪
水将整个蛋镇掀开，又把蛋镇淹没。很多人无法
忍受这种折磨，想要逃离蛋镇，却总是宿命般被
困在这里。蛋镇同时又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蛋
镇电影院》里，美到不可名状的凰与“死而复生”
的凤，一起化为凤凰树并从蛋镇消失。胖子章在
洪水到来之时，乘上一叶扁舟驶向大洋彼岸的美
国。荀滑在逃亡时，跳入了电影银幕中的火车，几
年后居然以同样的方式归来。朱山坡在《后记》中
写道：“蛋镇，意味着封闭、脆弱、孤独、压抑、焦虑
乃至绝望、死亡，同时也意味着纯净、肥沃、丰盈、
饱满，孕育着希望，蕴藏着生机，一切都有可能破
壳而出。”可以说，蛋镇本身就是一种隐喻。

小镇位于传统乡土文明与城市商业文明的中
间地带，多元文化在这里冲突共融。《风暴预警期》
和《蛋镇电影院》故事的时间线大多发生在改革开
放时期，“70后”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成长起
来的第一代人，他们深刻感受着这一历史性的变
革。作为“70后”的朱山坡，改革进程也始终与其作
品的隐喻性相关。《风暴预警期》中那种山雨欲来
的氛围便是变革的征兆。台风对小说人物荣耀而
言是盛大的节日，台风一来，他便上蹿下跳，因为
荣耀认为台风是来清算罪恶的；荣春天在债台高
筑之际，渴望台风一夜之间把蛋镇毁了，这样他便
可以重新开始，借着新的生意东山再起；因为历史
遗留问题在蛋镇惶惶不可终日的赵中国，盼望着
伴随风暴离开蛋镇；而“我”同样希望趁着由台风带
来的混乱，趁机逃离饱受风暴洗礼的蛋镇。可以说，
冲击性的变革来临之时，在新旧交替的动荡时期，
惶恐与兴奋并存。《蛋镇电影院》中，商业文明给蛋
镇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远方的诱惑、他乡的骗
子和致使电影院空无一人的放三级片的录像厅。
改革开放是一场激荡的变革，带来无限机遇的同

时也带来挑战。小说中的风暴是自然物理意义上
的，更是精神层面的。作者借风暴中的蛋镇，隐喻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社会变迁与人心浮动。

蛋镇作为改革时代的缩影，支撑起其隐喻性
的，归根结底还是蛋镇中的人与故事。《风暴预警
期》和《蛋镇电影院》的叙事策略都是“以短篇的
形式写长篇”，即以小镇上的一个个人物，书写他
们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故事，各自成章，又浑然
一体。群像式的小人物，通过他们身上的卑微与光
辉，“蛋镇”便自然而然“破壳而出”。两部小说出现
的人物有重叠之处，其经历、性格具有一定互文性。
相比较而言，《风暴预警期》各单元之间的故事联系
相对紧密，《蛋镇电影院》则比较松散。前者通过最
后的一场葬礼，实现人物命运的“百川归海”；后者
则以电影院为源头，形成一条条小镇居民人生轨迹
的“涓涓细流”。通过小镇中众多的典型人物，两部
作品以碎片化的方式拼接出一个底层世界，成为
可以从不同侧面折射这个时代的隐喻性的飞地。

生活环境会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小镇的生活
不同于大城市，在大城市，一个人可以轻易隐藏在
光怪陆离间，个人在城市的繁华喧闹中显得微不
足道；小镇则不同，越是狭小的空间，人情关系越
是盘根错节，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办的每一件事
都会成为他人的谈资。常说“小隐隐于野，大隐隐
于市”，在当代社会，实则隐于城市易，而隐于乡镇
难。所以，蛋镇中每个人的存在都十分鲜明，其怪
异的性格与行径也暴露无遗，是小镇放大了他们灵
魂中的一切。他们每个人都在自说自话，急于表述自
己。《风暴预警期》里的郭梅很少出门，也不愿和其他
人打交道，因为他瞧不起蛋镇的人。但这样一来，她
的一言一行反而更引人注目。由于蛋镇中的每个人
物都或多或少有些精神不正常，他们的表述显得纷
乱而不合逻辑。但正是这种纷乱与错综复杂又构成
了一幅色彩缤纷的小镇图谱，富有冲击力的同时令
一个个小人物卑微而复杂的人生跃然纸上。

蛋镇的每个人似乎都有某种旁人难以理解的
畸形的怪癖，而这种怪癖往往是支撑他们活下去
的唯一动力。这些“小镇畸人”之所以成为畸人，是
因为他们心中的欲望得不到发泄，久而久之郁积成
为心结。他们怪异的行径实则是欲望的爆发，靠着
某种认定的理念而获得生命的意义。通过风暴、洪
水等极端的气候特征与灾难，偏执孤独的小镇畸人
形象，和具有人文向度的叙事，朱山坡在《风暴预
警期》和《蛋镇电影院》中着力于打造的是一个充
满异质性的位于“南方以南”的“新南方”。这显著
区别于小桥流水、温婉典雅的江南文学，体现了

“新南方写作”的一种可能性。

《《面孔面孔》》整体呈现整体呈现
了一种退却观察的视了一种退却观察的视
角角，，它不再介入汹涌驳它不再介入汹涌驳
杂的叙事杂的叙事，，而是隐身在而是隐身在
无数的个体和吉光片无数的个体和吉光片
羽之后羽之后，，这一看似退缩这一看似退缩
的行为的行为，，恰是一种沉恰是一种沉
潜潜。。它保留了生活中它保留了生活中
细微的发光颗粒细微的发光颗粒，，以瞬以瞬
间的局部光泽去浸润间的局部光泽去浸润
整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整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
有人说读了我的有人说读了我的《《面孔面孔》，》，感觉有点像摄影家玩的那感觉有点像摄影家玩的那

种街拍种街拍。。我不懂摄影我不懂摄影，，但我喜欢拎着一种想法在人群中晃但我喜欢拎着一种想法在人群中晃
荡荡，，我要捕捉的是每一张面孔我要捕捉的是每一张面孔，，每一个瞬间发生的事件每一个瞬间发生的事件。。
我相信我相信，，这些在一瞬间呈现的物质面貌与某种永恒的事这些在一瞬间呈现的物质面貌与某种永恒的事
物有着暗在的联系物有着暗在的联系。。夏尔说夏尔说，，诗人是无数活人的面容的收诗人是无数活人的面容的收
藏者藏者。。小说写作者何尝不是如此小说写作者何尝不是如此？？描述一张面孔描述一张面孔，，就是描就是描
述一种世相述一种世相。。吾国吾民热衷于饮食吾国吾民热衷于饮食，，恋慕锦衣恋慕锦衣，，看到种种看到种种
谣言艳闻喜欢到处传播谣言艳闻喜欢到处传播，，碰到种种天灾人祸也喜欢伸脖碰到种种天灾人祸也喜欢伸脖
子观望子观望。。诸如此类的事体诸如此类的事体，，过去有之过去有之，，别国有之别国有之，，或许已经或许已经
不算新鲜事了不算新鲜事了。。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在世俗力量的挟裹在世俗力量的挟裹
之下之下，，有时会持一种清醒的判断有时会持一种清醒的判断，，有时则需要一种懵懂的有时则需要一种懵懂的
想法与模糊的快乐微微麻醉一下自己想法与模糊的快乐微微麻醉一下自己，，在瞬息万变的时在瞬息万变的时
代让自己的脑回路也低回不已代让自己的脑回路也低回不已。。这就是我和这就是我和身边为数众
多的人的现状。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喜欢用世俗的眼光打
量别人与自己：从一个人的表情发现周遭世界的变化，从
每一个杯子里动荡的水纹感受内心的悸动。

《面孔》写了4卷，计340余则，有人问我，这算是小说
还是散文，我无从回答。它不像小说，也不像散文，更不像
诗，但又兼有上述几种文体的某些特征。如前所述，我大致
可以将这些文字归入笔记文。很多人由此联想到了《世说新
语》这一脉传统。不过，需要申明的是：《世说新语》中记载的
多属历史人物，与之相关的事件、地点大都是于史有征。而
我所做的，是去历史化处理。也就是说，我要书写的面孔，是
无名者的面孔，他们没有置身于历史大事件里，而更多的是
浮现在我们的现实中，他们中的某一张面孔也许就曾出没
于我们身边。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超现实的、荒诞的、乃至无
厘头的情节，这也是它有别于《世说新语》的一个地方。在写
法上，我故意给自己设置了种种限制。使之受限，或许也能
使之出新。一段文字，常常是由一个词、一个意象或一句话生发开来的。记事
之外，我也下了点功夫，寻求一种内在的气韵，每则文字之间也约略作了排
布，求的是外在的整一性。把它们单独拉出来不见得精彩，但放在一个整体框
架内，它们就会因为内在的勾连、呼应而变成浑然一体。

《拾梦录》的写法说是杂树生花，或许近之，有很多地方，我是信笔写来、
点到即止，有些句子像是突然从风中飘过来的，而我只是伸手接住而已。如
果说《拾梦录》是一幅画，那么，我以为，它是由众多个点连缀而成的。

《异人小传》算是志怪一路。我所做的，就是以一种现代的叙事方式向中
国古典小说致敬，也可以说是以古老的形式激活现代的文本。如果说《面孔》
是向《世说新语》致敬，《异人小传》（续）则沿袭了我早前写作的那篇《异人小
传》（见拙著《东瓯小史》）的风格，意在向志怪小说致敬。

《卡夫卡家的访客》就篇幅而言，它是一个中篇，但从内在来看，它则是
由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短篇构成的。形式突破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但找到
了一种独特的形式之后，我就知道怎样调整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修辞关系
了。这篇小说是以卡夫卡的一篇小文章作为引子，引出了一系列人物。可以
说，除了卡夫卡，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正如卡夫卡的《变形记》里
面，除了格列高尔变成甲虫，其他人物都没变形。在叙述的推进中，我故意使
用了一些迷惑读者的手法。之所以这样写，当然不是拿读者寻开心，而是希
望读者可以像读一本史传那样去阅读它，我甚至希望他们读到其中某个人
物时，就像碰到一个老朋友，可以交换一个默契的眼神。

我一直想写一种既小且美的小说，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由诸多短章构成
的集子。至于它是否可以因小而美，以小见大，要看手下文字的功夫了。我常
常担心自己对文字的苛求会变成一种妄求，这恐怕也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一种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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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感受

在众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里，有一位
从青海高原走出的女性作家辛茜，她的报告
文学裹挟着青海大地的长风浩气、炙热温情，
带着青海湖碧波优雅高贵的细腻与柔软，让
读者走进了庄严、凝重、圣洁、饱满的精神殿
堂，身处其中，不由得为之喟叹、为之感动。

《苍莽高地》是壮怀激烈的英雄交响。作
家辛茜生活在青海这样一片净土上，责任感
和使命感促使她拿起笔书写。劈山造路的慕
生忠，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工人战士和
牧民，一心为民的领导尕布龙，舍生忘死、英
勇献身的抗震救援者王成元，在空气稀薄的
可可西里荒原上保护藏羚羊的巡山队员，在
干旱沙漠中寻找油矿开发油田的石油人，为
保护青海湖生态环境感受寂寞的人。他们用
生命的最强音奏响英雄交响，感人肺腑、催人
泪下，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中华民族一以贯
之的爱国精神、家国情怀。

历史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把他们铸造成了英雄，而英雄共同的特质是
在苦难中百折不挠，为高尚行为甘愿付出高昂

代价，换取美好的结果。辛茜的初衷不是创造英
雄，她是为了提炼出英雄内心的“纯金”，为迷茫
者点燃火把，让人们获得战胜困难的能量。

《苍莽高地》诠释着人间大爱，这爱是对
祖国、对人民、对万物的观照和悲悯，是她笔
下一群大写的手握斧钺开山劈路、造福人类
的人。《圣火的意念》中，为凿通中国第一条青
藏公路，慕生忠将军“用烧红的钢筋在自己的
铁锹上刻下，‘慕生忠之墓’。嘱咐部下，如果
自己死在这条路上，就把这作为墓碑，但是埋
葬时一定要头朝着拉萨的方向，就是死，也要
头朝着拉萨的方向。”《勿忘金银滩》里，一群
科学家弃家别子，隐秘在荒无人烟的金银滩，
为祖国的强盛默默奉献，“飞机坠毁……当工
作人员找到郭永怀的遗体，发现郭永怀和警
卫员小木的身体紧紧抱在一起，他们好不容
易将两具烧焦的遗体分开，才发现那个装有
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就夹在两人中间，完好无
损……”在《在柴达木等你》中，“1955年，八位
女地质队员第一次来到这片亘古荒凉、风蚀
残丘的土地上寻找石油。回途中，黄沙铺天盖

地的笼罩了荒漠迷宫般的魔鬼城，让他们迷
了路，仅有的地标也被掩埋，第三天当队员们
找到他们时，八位女地质队员永远地长眠在
了这里。”如此，挺身而出、献出大爱、做出牺
牲贯穿着所有的文字，钱学森、郭永怀、尕布
龙、付锁堂、陈洪鑫、索南达杰、罗延海、赵新
录、王成元、黄福荣、尖木措……这些人的高
贵品质，经由辛茜的独自跋涉，从杂芜的历史
中重新梳理、打捞，最终使其闪闪发光。

《苍莽高地》是至虔至诚的深情祭献。辛
茜敢于挑战自己，她像一只布谷鸟，深情地表
达、理直气壮地讴歌，只为唤醒春天的万物峥
嵘，她的这份深情和高蹈根植于青海大地，根
植于青海高山雪原般圣洁的英灵，根植于内心
向阳的善性。用作家本人的话说，“一个作家不
论运用何种题材写作，写什么样的内容，只要
你传达出了人类共同向往和真实的情感，就一
定会得到读者的认同。”在《苍莽高地》中，辛茜
散文式的抒情和告白、充满浓情和正义感的文
学表达，抒发了对英雄的无限敬仰，给人带来
了精神的启迪和力量。

细微的光泽细微的光泽
□□李李 晁晁

红色精神与故土情思
────读曾剑读曾剑《《整个世界都在下雪整个世界都在下雪》》 □□朱朱 凌凌 郑润良郑润良

中篇小说集《整个世界都在下雪》收录了
曾剑近年发表的多部中篇作品，内容涉及现
代婚姻生活境遇下的疼痛与热爱、当代军人
兄弟间的生死情谊。作家细腻书写东北冰天
雪地里的急行军，也用粗犷的笔触回望战争
的铁血岁月，同时追寻湖北红安那片红色土
地上的情感往事。其中的6篇小说分为两类：
一是黑土地，即写军营；一是红土地，写湖北
红安，那个叫“竹林湾”的村子。军营作品中的
人物，比如《我的上铺兄弟》里牧马的李大林，
《乌兰木图山的雪》里的“民兵小分队”，他们
独特的气质、他们站立的姿式，触动了作者的
写作激情，这种激情赋予人物，便呈现出丰富
真实，充满热情的士兵形象。“竹林湾”系列中
的人物，我的父亲、哥哥、聋二、光棍麻球、崔
寡妇……这些人物展映般进入作品，他们在
特定年代的困惑、烦恼、不安、愤怒，他们在生
活中的挣扎，他们对现实的逃避或自我拯救，
他们深藏在心底的淳朴与纯真，都鲜活地展
现出故乡那片红色土地上的红色记忆。

曾剑的小说在时代叙事的总体框架之
下，将目光投向扎实生活的“小人物”。他的大
多数小说描写的都是和平年代的军人生活，
主人公也不是头顶光环的英雄，而是普通人，
在小说中，曾剑不断为他们的生存、生计、生
活剪影进行描写。曾剑笔下的湖北红安、玄武
湖，与东北大兴安岭、辽西草原同样富有记忆
中乡土的灵魂。无论取材地点是湖北红土地
还是东北黑土地，曾剑都用富有诗意的描写
方式，对具有地域色彩的生产与生活活动进
行细节描摹，并且刻画出具有“坚毅而又隐忍
的性格、苦难而又丰饶的人生”的人物形象。
《整个世界都在下雪》《玉龙湖》的故事发生在
湖北，小说中艰难生存的小人物渴望摆脱匮
乏与无知、追求爱情与幸福；同时也保持着乡
村人的淳朴、善良和正直。同样，在军旅题材
创作中，曾剑也没有一味使用宏大叙事，而是
将叙事视角直接指向普通士兵的日常生活和
思想。《乌兰木图山的雪》里想把民兵训练成
正规军的武部长，《我的上铺兄弟》里黑石铺

某炮兵院校九中队的爱情梦想，《午夜飞翔》
里想挣得一笔钱的黑鱼，都不过是想解决“生
存”的问题，或者说为了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曾剑将乡土叙事与军旅叙事的结合，赋
予了乡土叙事更广阔的观照，乡土叙事与军
旅叙事的结合，赋予了他更开朗自信的笔调。
军旅叙事与乡土叙事的结合，赋予了军旅文
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的转变，使军旅小
说更加日常化，也更富有个人化与抒情性的
色彩。《岁月》是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的续
篇，写战争生活留在他们这一代人心中的记
忆以及战争对他们当下生活的影响，其中人
物剪影既是对故乡的灵魂依托，又是时代话
语中的精神指向。《乌兰木图山的雪》《我的上
铺兄弟》等作品，虽取材于军旅家国叙事，然而
其中对自然风物的描绘、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刻
画，仍是如红安系列一样富有生气。其中人物
也保留着“乡下人”和“军人”的双重身份，他们
对过好日子、娶妻生子等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充
满希冀和憧憬，也同样渴望幸福，在卑微中维
护尊严，在失落中寻找希望，这些特质让他们
不同于宏大叙事中的军人，跟纯粹乡土叙事
中的人物很相似，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
到的无数普通人，因而使其小说显现出基于
乡土叙事、又超越乡土叙事的审美特质。

《面孔》里写了众多的人物，他们没有
来路，只存活于书写完成的一刻，而由此
辐射出去的空间，在文本里隐退。它们彼
此之间是否关联？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
观看由这无数小空间迸发出的不同形态，
可以勾连起一种熟悉的氛围。它由古及
今，从世俗形状到形而上思索，都留下了
无比贴近又无法确凿指认的来路。传奇、
公案、笔记文等传统书写的影响在《面孔》
里隐隐发散，但又不同，这副面孔总被作
家有意模糊，消隐在了一副副具体的面孔
背后。从这一角度观察，《面孔》可以视作
一位隐士的作品，这位隐士是东君书写这
一系列作品的总作者，“他”或许是位擅长
留白的画家，或许是位对语词挑剔的诗
人，更可能是两者的合体，像古时文人。总
之，《面孔》由“他”所站立的姿态和与现实
保持的距离所确立，这一存在空间既是混
沌的，又是清晰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
个隔岸观火又洞若观火者的形象。

借由这一形象，《面孔》展开了“包罗
万象”的书写，三百余则的短章，历时五
年，这一跨度堪比长篇小说的创作。《面
孔》的显在符号即是语言。它的弹性与内
敛、典雅与乖谬、凝聚与发散，是吸收了上
述因素的综合表现，通过作者的内化再度
呈现，如同古物包浆，闪现着时间赋予物
体的色泽。如果说作者即“隐士”的观察需
要有众多的切口进入，那么，它们都被统
一的语言风格统摄，这一切直接服务于书
写对象，没有杂音阑入，从而成为被辨识
的依据。

《面孔》的意蕴正依托了这样的语言
来展现刹那间的风景。这刹那里包含着趣
味、情感、异想天开与孤独之境。它照出无
数人的面孔，这面孔里有真实有虚妄，冲
突、矛盾在不经意间完成，这是旧时书写格
调与当代经验的碰撞，面孔在这里也可引
申为面具，作者隐身在这面具之下，检视
生活中的动人刹那。这些短章被“面孔”统
一命名，他们的存在很难被确凿分辨，所
谓“以不真为真，真为不真”，或许在这里
我们可以求助经典，“凡所有相都是虚
妄”“如虚空如捕风”，但抱着如此心态阅
读，许多重要的刹那必会被错过，因那种

种刹那里包含了普遍的生活与生命况味，
它的挣扎与无可奈何在那一刻并不独属于
小说人物。作家借助这刹那的力量去捕捉
面孔，从而塑形。这正是《面孔》书写的意
义，读者不能提前预制一个“空”的境界，
它必经由领悟抵达。

譬如二八六节中提到的“皇帝”（这一
节犹如童话、幻梦），这位乡村“皇帝”拥有
什么呢？“有一座黄泥筑成的皇宫，有一张
垫了砖头的龙椅。没有皇后，也没有储君。

‘皇帝’孤零零地坐在风里，说，好凉，好
凉。”但同时“皇帝”又拥有一切，“他指着天
空说，那么一大块天都是他的。云也是他
的。日月星辰也是他的。”我们很难确定这
个“皇帝”的形象代表什么，但我们总能体
会这一光景带来的感受，它以似是而非的
状态笼罩在我们心头。

这恍如梦境的篇章在《拾梦录》里进
一步得到发展，它是梦境与日常粘连的更
为紧密的发酵物，是对缠绕我们梦境的一
次次呈现，它不解决任何问题，只提供切
片。文中自道：“有时候，梦就是遥远而模
糊的现实，现实就是切近而清晰的梦”。这
些梦都有一个隐秘的因子，它或有现实所
指，或仅仅只是空穴来风。在这无法把握
的因子里，可以见到《拾梦录》的要义，正
是对“因”的琢磨，对它无可名状的感应。
佛典有言：“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拾梦
录》恰恰可以视作“因”的展示，这个因起
初可能十分微弱，但一俟诞生，便无可挽
回，所有的延伸也都是对“因”的氤氲化表
现，更多内容则需想象填补，甚至在这里，
想象也是多余的，因为这个“因”也是众多
联系中的一环，既是具体的也是虚无的。所
以在文本中，它回溯到了庄周，让庄周与蝶
互为梦境，让“原初”没能解决的问题持续
蔓延。

《异人小传》的存在是否可以视作《面
孔》的升级版本，即它以稍显完整的存在
形态道出了一张张更为具体的面孔？我以
为是。在东君的另一本著作《东瓯小史》里
就有《异人小传》的存在，这是新的续写。人
物的面孔在这里变得尤为精微，它被作者
赋予了情态，更有了故事的微小雏形，凭借
这回环式的雏形（人的、物的），我们便可顺

藤摸瓜，找到异人叙事里最核心的部分，即
这是流传民间的诸多奇人异事的接续书
写，是口头叙事里文字的再现和创造，这
里的重点在于接续，而不在于区分它到底
是再现还是创造。对异人的呈现实际是对
人性与环境的提炼，建立在作家扎根的本
乡本土和历史语境，如同《聊斋志异》，经由
了演义与鬼神化，它要达到的效果正是作
为人世副本流传。同时，《异人小传》是带着
能讲述的面孔出现的，它的效用，我以为不
在纸上阅读，而是再度打开口头传播的路
径，这是东君书写“面孔”的一个转向，即由
目光转向了耳喉，它是小说的那个“说”。

到了《卡夫卡家的访客》，面孔更进一
步立体、鲜明，拥有了纵深，更有着本书中
最为完整的故事形态，即人生。虽然它仍
以一个个无名诗人的生平简述贯穿全篇，
但我们恰能从其完整的生涯中窥视出一
个更为庞大的文化体系。文化的影响无时
无刻不笼罩着这些无名诗人，他们都是肩
负使命的人，虽然这使命感来得如此单薄
甚至岌岌可危，但这些彼此关联的诗人最
终形成了合力，如同一张网的经纬，共同
参与织就了这张看不见摸不着的传统之
网。作家试图通过这些诗人串联出不为人
知、不被历史所载的“小诗人”的群体，他
们是文化中显赫代表的另一面，是月之暗
面，但没有他们的构成，文化的样态与流

传就会丢失最广泛的基础。作家借用熟悉
的历史背景，通过这样一个巧妙的带着距
离的空间提示我们，我们很可能会失去这
样的基础。小说通过一个个飘摇的诗人形
象显现了文化流传中的不确定因素，作为
一种缩影，完美地建构了彼此对话的时空
场域，探讨了共通的境况，让人体认到文
脉的接续与顽强的意志是如何在一个个
个体身上展现的，哪怕这一进程带着不自
知的力量，或个体的偏好，它都像寒夜梅
花一样绽放，这所有的努力，都无意识地
指向了同一个目的，使斯文不坠。

传统会消亡吗？这一忧虑被作者暗
置，那被我们隐隐感受到的危机来自何
处？这是个体的职责还是整体环境的使
命？在《卡夫卡家的访客》里，这一笼罩所
有人命运走向的问题被逐一消解，因为有
个体的接续，这是平淡中壮烈的事业，也
是文化顽强与脆弱交织的症候。

《面孔》整体呈现了一种退却观察的
视角，它不再介入汹涌驳杂的叙事，而是
隐身在无数的个体和吉光片羽之后，这一
距离，这一看似退缩的行为，恰是一种沉
潜。距离的制造，是作家的“有色眼镜”，隔
着这副“镜片”打量人世，需要比往日更多
的耐心，它也是一种挑选，是一种筛查，它
保留了生活中细微的发光颗粒，以瞬间的
局部光泽去浸润整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