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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创作谈

张柠长篇小说《玄鸟传
玄鸟传》
》：

面向精神世界的忠诚
□徐兆正

柠柠

“

孙鲁西是一个有别于经典
成长小说中‘新人
新人’
’的理想人物
的理想人物，
，
此处的理想指的是他不需要‘成
长’就获得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最
初认识，
初认识
，而那可以预料的终未认
识也未被时光与日常磨损，
识也未被时光与日常磨损
，仍与
此相当。
此相当
。
《玄鸟传》
《玄鸟传
》最终抵达的
最终抵达的，
，
便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真实。
便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真实
。

”
不例外。
在《玄鸟传》中，作者特意设置了一个“尾声”环节，此
时孙鲁西已垂垂老矣，他正在和自己的连襟萨依山坐在海
边神游太虚，继续幻想自己是一只“翔云潜底，俯仰自如”
的黑色海鸟。这个富有意味的结尾与小说开篇同是一个
常数，所以它也就直接让那些在叙事中循环往复的交替达
成闭环。从这一点来看，
《玄鸟传》可谓一部纯正的考验小
说。在经典成长小说那里不可或缺的改观精神与改造世
界，在这里或是被排斥，或是抬升到乌托邦的程度，而作者
显然是要借孙鲁西这个人物形象来做一次实验，即将现代
知识分子所能遭遇的一切困顿都施加在孙鲁西身上，他一
面改写了现实主义的逻辑，一面又极大擢升了想象力的高
度，两者的叠加则意味着把如实叙写的逻辑与奇迹的逻辑
结合起来，通过减少现实逻辑运作的时间，从而以另一种
形式抵达真实。
以世俗的眼光看，孙鲁西的人生无疑是彻头彻尾的失
败，但他对于精神生活的“虽九死其尤未悔”，对选择这样
一种生活的代价的承担，则可谓一以贯之。孙鲁西是一
个有别于经典成长小说中“新人”的理想人物，此处的理
想指的是他不需要“成长”就获得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初
认识，而那可以预料的终未认识也未被时光与日常磨损，
仍与此相当。
《玄鸟传》最终抵达的，便是这样一种理想的
真实。

发明自我
——读小海诗集《世界在一心一意降雪》 □陈 均

《世界在一心一意降雪》是诗人小海
40 年诗歌写作的精选集，以 10 年为期分
为四个单元，展示了诗人写作的全貌与变
迁。书名取自集中的《冥想》的最后一句
“世界在一心一意降雪”。这句诗可分为
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世界降雪”，这是一
种诗意风景；第二层次“一心一意”，表示
了一种专注的态度；当这两个词语组合起
来，背后隐藏的诗人主体就此出场。因
之，此诗就变成了诗人写作的隐喻。作为
书名，也成为小海诗歌写作生涯的象征。
小海被誉为《他们》群体里的“少年天
才”，甫一写作便不同凡响。这本精选集
的第一个 10 年印证了这一点。第一首诗
《狗在街上跑》写到人与狗的关系：
“ 狗在
街上跑/看着我们/向我们摇尾巴/跟着我
们奔跑/快快给它东西吃/让它摇尾巴/我
们把它打死/又吃了它的肉”。这首诗写于
1980 年，其核心情节与后来雷平阳的杀狗
名诗相似，但与雷平阳以残酷细节来展示
不同，小海更在意的是人与狗二者之间的
关系在少年诗人心中的感受，整首诗语调
自然、语感充分、视角反复变幻，以一种轻
松甚至愉悦的气氛来写残酷事实对少年
所造成的冲击与困惑，在主题、技巧、气氛
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 10 年的诗
大抵如此，诗人以少年视角来观察世界，
观察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感叹时间
的流逝，以及对于时间与奇迹的沉迷。
《狗
在街上跑》的写作，可以说是一次诗艺的
巅峰体验。而这一类少年诗，既是小海诗
歌写作的起点，也更可能是原点。
在第二个 10 年，随着年龄渐渐步入中
年，小海进入了一个“寻找少年”的时期。
这一寻找，与其说是寻找消逝的少年世
界，不如说是寻找借由少年诗带来的写作
原点。此时，
“ 家乡”成为“少年”的替代
物，在《北凌河》这首代表作里，诗人感慨
“我必将一年比一年衰老/不变的只是河
水/鸟仍然在飞/草仍在生长/我爱的人/会
和我一样老去”。这些感叹是随着时间与
空间的变化产生的，而诗人的目的就如冯
至一般，要“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因

我曾经想，普希金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
作家，跟他有一个会讲神奇故事的奶妈有
关。高尔基的外祖母也是一个肚子里塞满
了民间故事的人，以至于把肚子都撑大了。
我瘦弱的奶奶肚子里好像没有什么货色，她
安坐如佛，沉默寡言，像一团湿润而温暖的
泥巴。奶奶对我说得最多的话是“饿吗？”
“冷吗？”剩下的就是看着我微笑。我父亲倒
是喜欢讲故事。寒冷的冬天，他会破例变得
温和体贴起来，在屋子中央生起木炭火盆，
让孩子们跟他一起围着火盆坐下，听他针砭
□
时弊，也听他讲故事。他讲的不是神奇故
事，都是些讽刺故事，让细节和情节变成针
尖麦芒，刺在讽刺对象身上，比如傻女婿故
事，
比如犟头农民故事。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位书生在乡间小
路上行走，发现路中间新开挖了一条排水
沟，不知怎样才能过去，在沟边徘徊犹豫，抓
耳挠腮。不远处正在锄地的农民见状，便提
醒他：
“跳过去啊！”书生点头致谢，站在水沟
边沿，双脚立定，垂直跳起，结果掉到水沟里
去了。书生对农民说：
“ 我和你无冤无仇，
做什么要坑我！”那农民也不解释，放下锄
头走过来，给书生做示范，脚尖一踮，纵身
跃到了沟的那边。书生说：
“哎哟，那不是跃
吗？你怎么让我跳啊？”说着，轻轻一跃就越
过了水沟。
故事本意是讽刺书生，
故事本意是讽刺书生
，我却认为书生也有可取之处
我却认为书生也有可取之处。
。农民只
懂得行动，
懂得行动
，不擅长表达
不擅长表达。
。 其实农民的本意就是“ 跃 ”，但他只知道
说“ 跳（Tiao
Tiao）
）”，不知道有“ 跃（Yue
Yue）
）”。 农民能顺利地跳到水沟那
边，但说不出“海阔凭鱼跃
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
天高任鸟飞”
”这样的句子
这样的句子，
，也没有办法
现身说法地示范“鱼跃
鱼跃”
”和“鸟飞
鸟飞”
”的动作
的动作。
。实践和言说
实践和言说、
、行动和表
达、功用和玄思
功用和玄思、
、农民和书生
农民和书生，
，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
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
，
而不是固执己见地彼此讽刺。
而不是固执己见地彼此讽刺
。
我们很难想象，一位成年农民会做出“跳”这个动作。
“ 跳”是
一个既费力气，又不讨好的动作，它成本高，回报少，要克服巨
大的地球引力，还有掉下来摔死的风险。农民不喜欢“跳”，哪
怕“跃”也不错啊。相比而言，前后行走、左右挪移、拾捡抓拿，这
些跟自然和人际有关系的动作，安全且有回报，跟农耕生活理想
更相融相合。只有孩子和傻子，才会无目的地去做上下垂直运动
的
“跳”
。
垂直运动“跳”，是一个理想且危险的动作，它隐含着想摆脱
地球引力、自由飞翔起来的冲动。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它是行
走挪移等各种运动的基础，但它经常被行走挪移的小动作所淹
没。只有艺术想象才能将它突显出来。庄子所述《齐谐志》里那
只鲲鹏玄鸟，之所以能够做出大动作：飞往南冥苍茫大海之上，其
基本前提就是“怒而飞”，就是“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垂直运动，
也叫做个体生命的
“自由意志”。
高飞的自由意志，正是《玄鸟传》主人公孙鲁西所有行动的基
本前提。否则他就仅仅只能屈从于地球引力，做一些前后行走、
左右挪移、拾捡抓拿、蹲坐躺平的小动作。孙鲁西自然也没有做
出什么惊人大动作，因为他只有沉重的肉身和双腿，没有大鸟的
巨翅，犹如“抢榆枋”
“ 控于地”的小雀。飞翔的玄鸟行走在大地
上。这就是孙鲁西的宿命。

张张

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书中，
巴赫金考察了现代长篇小说成熟以前的四种变体，他将其
分为漫游小说、考验小说、传记小说与教育小说。其中，漫
游小说力图展现漫游者在空间层面目睹的世界多样性，考
验小说沿袭了这一写法，进而把主人公所经历的事件当作
对其品性的考验，由此洞察到人物的内心。漫游小说与考
验小说的时间皆是“传奇时间”，传记小说将目光由“非常
事件与非常遭遇”转向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人生诸阶段：
“出
生、童年、学生时代、结婚、人生命运的安排、劳动和事业、
死亡等等”。在巴赫金看来，主人公是常数还是变数，是将
教育小说同以上三类区分开来的关键。对于漫游小说、考
验小说或成长小说，固定不变的人物是其情节铺展的前
提，仅仅是当主人公不仅于外在命运、也在内在心性方面
有所改观，这种教育小说才逐渐逼近最早的欧洲现代长篇
小说，即成长小说。统观以上几种小说类型，乃是我们理
解张柠长篇小说《玄鸟传》的必要准备。
《玄鸟传》的写作融合了漫游小说、考验小说与传记小
说三者的特色。首先，传记是《玄鸟传》的本色。阅读这部
作品，事实上也是在追随主人公孙鲁西去经历其人生的各
个阶段——他的父亲孙长戈是一名军人，新中国成立后先
后担任“海滨县”的公安局侦查科科长、海滨县县长、县委
马”
）。他所未尝明言的是，即便是这代表精神飞升的一半
书记，后又进入省委组织部工作。因为家境优渥，孙鲁西
自幼敏于精神世界的玄想。成年以后，他来到省城求学； 也要再次一分为二，其一是出世，其二是入世。换言之，孙
鲁西的确不是在“劣马”与“良马”之间难以抉择，他是在
离开大学，先后进入制药厂与电视台，做过自由撰稿人与
民营出版者，也曾发起过一次“劳工互助计划”。断断续续 “良马”的内部踟蹰：是践行出世的自由呢，还是入世的自
由？前者的受挫往往会将他导向后者，而经历了一段时间
的工作之余，他还有过一次不甚成功的婚姻。其次，漫游
的出世，他又会再次走进那个令他感情复杂的人间。出世
是《玄鸟传》的特色。漫游对应的是题目偏正结构的前者，
（气功、冥想、漫游）与入世（新闻调查、资本批判、成立工人
可分为现实层面与精神层面。现实层面的漫游即如主人
互助组）的交替，
奠定了这部小说叙事的根本节奏。
公曾前往贵州大定与湖北黄梅，精神层面的漫游含义更
小说《玄鸟传》的叙事起点，来自于开篇的一个意象：
广，譬如他之所以肄业，是因为不愿在学术问题上妥协；之
所以在制药厂停职，是由于越过规定揭露了工厂的黑幕； 儿时的孙鲁西幻想有一只能够上天入海、无待于外的“玄
之所以无法继续待在电视台，是不愿卑躬屈膝地拉赞助。 鸟”。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孙鲁西往后余生不变的心
性。作为小说的常数，这个意象开启了《玄鸟传》的叙事，
孙鲁西人生的每一次转捩，都与外在的偶然性无涉，而一
其中除了有对孙鲁西外在命运等诸多变数的交代——它
概是其自由意志与追求精神性生活的体现。最后，考验是
们从反面印证了心性的不变；也涵盖了孙鲁西在出世与入
《玄鸟传》的底色。当孙鲁西自视为“玄鸟”，那么凡人视若
世两端的折返。由于本科肄业，孙鲁西只能进入一家保健
无睹的规则对他而言便是限制，其结果是每一次追逐自由
品工厂，他的工作是为这家工厂撰写宣传性的新闻报道。
的未遂都会转化为一次考验。
了解到药厂的内幕后，孙鲁西义不容辞地写出了揭露文
概括孙鲁西的人生履历，可以是：他上学（后肄业），他
章——后果可想而知。受到处分后，他只好练起了“独善
工 作（又 失 业），他 结 婚（婚 后 生 活 不 尽 如 人 意），他 老
其身”的气功，也开始写他的那部跨文体思想著作《玄鸟
去——这条线索正如巴赫金的总结：
“ 各种差异对立状态
（在小说中作为副文本穿插于正文）。消沉了一段时
的交替，如成功与挫折、幸福与不幸、胜利与失败等等”。 录》
间，孙鲁西再次来到电视台工作，随后又迅速抽身而去，退
除此以外，我们也要把握小说那更为本质的对立。孙鲁西
回书斋。这一节奏贯穿了整部小说，自由撰稿人阶段如
曾援引柏拉图的“灵魂马车”论，指出人应当抑制肉体的欲
此，民营出版与互助社阶段如此，当然他与苗蔓的婚姻也
望（
“ 劣马 ”
），发扬灵魂中具有冲天之力的另一半（
“良

■第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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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诗人可以一次次地回溯到原点，
但终究不能回到少年世界。所幸的是，小
海 找 到 了 新 的 方 式 ，可 以 称 作“ 发 明 自
我”。在第三个阶段的末尾与第四个阶
段，小海写出了诗剧《大秦帝国》与长诗
《影子之歌》。与之前的短诗相比，这两部
作品应是诗人倾注心力才得以完成。小
海以此摆脱现实与幻 觉 ，而 发 明 了 新 类
型的“自我”。诗剧《大秦帝国》以秦帝国
的征服为书写对象，评论者多关注其历
史题材的写作，但对于小海，与其说是他
在写历史，不如说他找到了一个历史空
间，这个空间不同于现实空间，而可供他
自由且自如跳跃。这是一种新类型的自
我，他潜入到众多的历史人物里，在宏大
主 题 之 下 ，代 替 他 们 发 出 小 小 的 咏 叹 。
这种游戏状态的自我，恰恰使诗人重新
回到了某种巅峰体验之中，就像那个在
“少年诗”中的自我。在《影子之歌》里，
此，
“ 家乡”这样一个勾连起“少年”与“现
小 海 又 发 明 了 另 一 种“ 自 我 ”，即 影 子 。
实”的事物，成为了小海着意书写的对象，
在帕斯著名的影子诗里，影子尾随着我，
以至于成为他的一个固定标签。
影子既是另一个我，又是无。小海则将影
当小海进入第三个 10 年时，在某一些
子设计为另一个自我，它代替诗人本身历
阶段的诗中，
“幻觉”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
经各种境遇，穷尽众多可能。相对于现实
感觉。譬如《罗网》一诗，劈头就写到“迷
的沉重，或许影子的轻盈带来了更多的自
信 罗 网 ，就 变 成 罗 网 ”，而“ 生 活 是 一 张
由之感。
网”，这首诗里种种零碎与漂浮不定的意
在《大秦帝国》与《影子之歌》里，诗人
象正是生活噩梦的显形，犹如卡夫卡笔下
发明了两类新型的“自我”：一类是在众多
的推销员变成了甲壳虫之后的视线。幻
的历史人物里歌咏的“自我”，另一类是穿
觉的出现，是失去了中心的表征。它来源
越于各种可能里的“自我”。这两类与日
于现实的压力，也因为对于少年世界的远
常生活中不同的“自我”，是小海在经历了
离。其实，在第二个 10 年，当小海书写“家
现实及幻觉的挤压与束缚之后，终于解决
乡”之时，这种现实的压力便已显露，只不
了自身的写作问题，发明并借此回到诗歌
过“家乡”成为诗人对抗或缓解现实、重返
的原点。
少年世界的手段。在《冥想》一诗里，
“天
“世界在一心一意降雪”，作为一种诗
空剩余四分之一镜面/切割你的手腕/山
人劳作的象征，诗人以诗意与坚韧对待世
中老人已经入睡/镜子划分了/赤身裸体
界，世界又将回馈于何种事物呢？小海以
的海浪，冥想/冥想赤裸裸的肉体”，这幅
他的写作生涯作出了回答，发掘新的自
画面如超现实主义电影，潜意识以强有力
我。自我不再为现实世界所囚禁，它可以
的姿态浮现，这也是一种现实的变形。而
潜入历史，也可以飞向天空，代替诗人经
最后一句，
“世界在一心一意地降雪”迸发
历各种想象的事物。诗人从沉重到轻盈，
而出，写作作为一种对抗、忍耐现实的方
因而永远葆有自由、愉悦且充满预感的少
式被提出。
年世界。

■短

玄鸟行走在大地上

■新作聚焦

超

评

纤笔深处的沧桑家国
——读万宁长篇小说《城堡之外》有感 □张雄文
作家万宁屡以精巧铺陈的中篇佳构令人眼前
蓦然一亮，也令读者沉浸其文字世界，久久不忍释
卷。近期，万宁推出了长篇力作《城堡之外》，收到
书后，我迫不及待展开簇新的书页，一幅沧桑百年
的家国画卷缓缓铺开于眼前：
两个家族在滚滚时代
大潮激荡下，血脉亲情遭遇反复断裂与重建，个体
命运也在潮水中俯仰浮沉，与家运、国运紧密联系
在一起。
可以说，这是一部集万宁生平文学功底与见闻
学识的大成之作，的确做到了如她所说的“立足中
国现实、根植中国土地来写作，将大时代、大历史融
入其中，在中国一百年来的奋斗史里，小说中的人
物有着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
。全书最见笔力的地
方 ，当 属 其 匠 心 独 具 的 结 构 。 两 个 年 轻 的 主 人
公——都市白领蓝青林与网络写手郁澍历经都市
繁华，在清幽僻静而风光旖旎的湘西古罗村偶然相
识，很快坠入爱河。他们心心相印，不仅表现在日
常的举案齐眉，还一致决定在这偏僻之地做一对与
青山白云长相厮守的神仙眷侣，安闲度过余年。然
而，家庭变故突然而来，郁澍身陷接踵而至的有关
祖父辈的怪事中。近百年的时空变幻之际，蓝青林
与郁澍的家族史也随作者舒缓的叙事悠悠展开。
家族成员们不断变换登上舞台，接受时代的洗礼与
淘漉，
在家与国的冲荡中迎来了不同的命运。
万宁以血脉亲情作为故事原点，巧妙地将几代
人跨越百年的家国情怀融入日常细节中，又以家庭
为牵引方式，将历史宫闱传奇、百年家族秘辛等多
种宏大叙事元素交织在一起，显示了其巧于构建、
精于驾驭的创作功底。评论家贺绍俊因而称赞说：
“《城堡之外》是一部构思很精巧的小说，也是一部
暗藏着深厚寓意需要我们去破解的小说。”可谓切
中肯綮，
深得其中况味。
万宁笔力过人之处还在于其行笔铺陈的细腻
传神。这是她在其诸多中篇小说中便早已表现出
来的特色，
《城堡之外》又有传承和发扬。譬如“刚
刚电话里虽然听到了青林的笑声，可是仔细回味，
笑声里匍匐着哭的气息，湿答答的”，或者“麦含芳
头皮一炸，脑袋里爬进了蚂蚁，麻麻热热的，细密的
针刺感在快速流动”，这些书中随处可见的生动文
字，
与其说是小说语言，
毋宁说是曼妙动人的诗句。
小说中写到蓝青林让女儿西沐叫麦含芳
“老外
婆”
，西沐却没有张嘴，只是静静打量麦含芳。麦含
芳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对老人的感觉：
“从前自己是
小姑娘时，也是害怕老人家，看都不看他们，那些婆

婆婶婶都是一脸的橘子皮，褶皱蜿蜒，横肉松弛，且
向下垂落，还有，背多半都弯了厚了，因为劳累因为
缺钙，有的甚至长出一个肉坨坨，压在脊椎上，步子
颤颤巍巍的，整个人弯成九十度，脸永远朝着地面，
即使抬起也只能一会儿，便又回到原位。”
这些通过
心理活动展现出来的生活细节，真实而传神，像一
幅幅临摹而出的画面。
除了文本本身，令我感佩的还有另外两点。一
是万宁捕捉素材的细心与功力。几年前的一日，我
随意在网上闲逛，看到一张新闻图片：一个没有灶
台高的留守儿童，站在一张凳子上费力炒菜。我为
这孩子的贫困与自强而感慨良久，但也仅此而已，
随即忘却了。不久，读到万宁发在大刊上的一个扶
贫题材中篇，其间竟有相似的细节。足见她不仅看
到过这张图片，还将其精心收藏起来，又用在了笔
下最需要的地方。这种心细如发与巧妙嵌入，
《城
堡之外》一书自然也不例外。一次，万宁与朋友喝
茶，朋友说起了父亲的往事，一个普通农村青年如
何在大历史的裹挟下身不由己的悲剧。朋友讲完
后涕泗横流，万宁也一时百感交集。回家后，她顾
不上别的，先取了笔，将故事写在专门搜集素材的
本子上。写《城堡之外》时，根据情节的需要，她顺
手便将其安在书中人物姜达贵头上，可谓严丝合
缝，
神来之笔。
二是万宁“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坚持之功。
她的本职工作是报社编委，日常事务冗杂，深夜值
班、审稿也是常事。她只能在每个黄昏到来，工作
上的事情暂时处理完毕，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点时间
后，才打开办公室电脑文档，以纤笔柔情潜心构筑
《城堡之外》的家国世界。万宁极具江南女子的温
婉，体现于笔端便是不期速成，多不过三两千字，少
则数百字。腊月二十九、大年三十的黄昏皆如此，
甚至万家灯火里的年夜饭也曾没有着落。她后来
开玩笑地说：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曾在某个黄昏
与你一起吃饭，那我是真把你当朋友了。我的黄
昏，是我写作的时刻，我情愿在电脑前发呆冥想，也
不想浪费在饭局上。
”
四年如一日的心无旁骛，万宁终于有了这部
30 多万字的皇皇之作。听她苦涩讲述“真的就没
有混到一餐年饭”的往事，又抚摸手中《城堡之外》
厚重的文字，我不禁感慨，天道酬勤，何况还集其数
十年文学造诣之功。我深信，万宁这部纤笔深处构
建的沧桑家国，必定令更多读者有着全新的感触与
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