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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航向不一样的人生
徐娅敏

■微书评

如果有机会挑战一次前途未知的探险，你会
毫不犹豫地去吗？35 岁的《旧金山纪事报》小职
员乔·凯恩选择了“去”，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
他漂流在亚马孙的激流里，航向不一样的文化
与人生。

1985 年，在那个还没有卫星导航的时代，来
自不同国家、性格各异的 10 个人组成了探险队
伍，他们爬上高达 5486米的秘鲁安第斯山脉，从
亚马孙源头开始漂流，一路航向位于巴西的出
海口，最终到达出海口的两个人成为全球首支
成功航完亚马孙河全程的队伍。

6759 公里也许并不算长，但途中险阻、意外
层出不穷。首先，高原反应给了探险队一个下
马威。然后，队员们相继落水、翻船、一身伤
痛，接着，队员关系不睦使他们的行程缓慢，而
且他们还要面对亚马孙雨林里拿着自动机枪的
游击队追捕，更别说还有各种各样的虫蛇、病菌
滋扰……在亚马孙，大自然时刻展示着它的伟
力，人类在它面前显得无比弱小，探险之旅就是
弱小的人类在庞大的自然之力面前的一次次“知
其不可而为之”，一次次顽强地从巨浪、风暴中挺
过，继续划向前方。

乔·凯恩说：“山河愈是浩大，就愈是能激出
人的内敛。”亚马孙从身体和心灵上重塑了乔·
凯恩，这场搏命之旅其实也是他的自我发现之
旅。一方面，他从最初对独木艇一无所知，到慢
慢演习划艇技巧，到最后成为仅剩的两个首漂
者。他战胜了不自信，以执着的努力赢得胜利。
另一方面，这次探险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不
再是那个报社小职员凯恩，而成了河流和河流文
化的代言人，他多次重返雨林，和那里的原住民
共处，为他们声讨权益，记录即将消失的文化。

阅读《航向亚马孙》，我们感受到自然的伟大
与脆弱，更见识到人的恐惧与勇气、坚强、智慧。
在了解这条古老河流语言的同时，我们还了解到
现代文明对“原始”环境的破坏、改变，了解到地球
彼处还有那样的原住民文化，我们甚至会像凯恩
一样思考，这些特色独具的文化到底该何去何从。

喜欢充满“人情味儿”的写作，那种穿透
了普通意象的，类似冬天在户外呵出的白气
一样的东西。这种味道在阅读体验里能遇
上，但极偶尔，班宇的笔下却处处得见。

班宇笔下的盘锦或沈阳，是属于他的原
乡呼唤，是简单直接的深情，是带着儿化音的
干净语言。有这些城市、街区、人物“撑腰”，
小说一篇篇活灵活现，生活以其原初的面貌
脆生生地铺开在纸上，所有出场的人物都说
人话，办人事，哪怕带着某些浑不懔的逻辑与
恼人的强硬。

我在沈阳念过书，班宇直面的故事场景
也是我曾经生活过的物理时空，可我深知从
非虚构的生活经验转换为虚构的故事，其实
有许多沟沟壑壑要迈过。《冬泳》开篇的《盘锦
豹子》里，他笔下那个“小姑父”实际完全是一
个第三人称的虚构人物，但班宇不怕写不出

感情，什么都不能阻遏他赋予这些人物浓稠
的鲜活感觉，换句话说，是不是入骨入皮地书
写自己的家事并不重要，他笔底周旋出的热
络或亲近，让你在阅读时翻过两页便成了

“我”；“盘锦豹子”孙旭庭可以是我们所有人
的“小姑父”。

这种准确、鲜明，是班宇极有节制的语言
风格形塑的。他每两个标点之间的字都不超
过十个。放鞭炮，他写为“放鞭”。足疗产业，
他用 16 字就概括齐全：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浴足拔火，释放真我。这些短促与幽默，
是民间语言凝练出的智慧，也是班宇拳拳到
肉、字字点穴的独家功力。

如此直爽的班宇，却也有英雄气短的软
肋。《冬泳》里那种咬紧牙关的破碎与痛心，那
些为了爱的人做出的鲁莽事，让人直接想起

《白日焰火》里生愣愣的爱与杀戮。那不是二

次元推理里慢条斯理的谋划算计，没那么多
机关或者手法，就是为了在乎的人拼尽所有，
甚至如屠宰一般向着厌恶的人，侵犯了温柔
日常的人，迎面劈下。所有的愁苦与恨意背
后，都有着无数次冬泳后无法化解的周身血
液不循环。这种精神乃至深层意志上的冻
结，是班宇独有的薛定谔式的痛快：在道理与
法律之间的情感，才是最扯着人致命神经的
穴位。细品他的那些小说名，它们在简练中
深藏多层次的解答，并以一种不挑明的方式
与读者过招。如果用武侠谈论，班宇所练习
的“葵花点穴手”，就是击中那些介于痛快淋
漓与心有不甘之间的灰色地带。

班宇的故事，都没有明确的结尾。开放式
的可能把所有的短篇都变成了人生长篇的一
部分。有人可以从一帧胶片里开始渴望一部
电影，而班宇是让你渴望一读再读的说书人。

好作家具备好“武功”

“冬泳”里触摸到的温暖
伊 夏

复原24位历史人物的生命细节
本报记者 王云峰

正如作者所言：“只有中国的土壤，才
能生长出斯人斯事，只有中国的气候和天
象，才能滋生出如此的命运。当然这些人，
又反过来成就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
格。”透过纸页，历史深处的人物与今日作
者接通了心意。随着一位位遥远的人物突
然走近，读者如揽镜自照，原来，这些人从
未走远，就活在我们的眼前。

历史人物与我们仅隔一纸

本书不用一典，也没有业已成型的论
断，有的只是践行轨迹与喜怒生死。于细
微处着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身影被
作者的笔触勾勒出来。第一个人物是秦相
李斯。这位很多书中秦代著名的政治家、
文学家和书法家，原来是如厕时突然悟到
人生真谛的。他看到茅坑边的老鼠，一只
只瘦骨嶙峋，身上沾满秽物，随即想到粮仓
里的老鼠个个出落得肥头大耳、油光可
鉴。他忍不住感叹，人生如鼠，幸与不幸真
是环境使然。粮仓、茅房一墙之隔，境遇却
如此迥异。

从此，李斯这只“乡下耗子”，开始了去
往心中那个大粮仓的漫长跋涉。一路拼搏
奋斗，他终于爬上权力巅峰。然而事情总
有两面，在李斯得意于人生如日中天时，他
并不能清醒地看见自己的走向。

李斯最后败给了赵高，被判了五刑和
诛灭三族。此时，李斯才知道自己参与修
订的刑律是多么残酷和丧心病狂。韩非临
死前的那句话又在李斯心头回响开来：“善
于攀缘的人，总是命丧绝壁；善于游泳的
人，总是身葬江河；而实施刑律的人，总是
身陷牢狱。”

李斯不是个例，作者所选的历史人物，多
以令人扼腕的悲剧命运收场。按照作者的说
法，他们有共同的特性——“悲剧的生命意

识、灵魂里那种常人触不可及的高远梦想”。
唐朝都督阎公新修了滕王阁，趁秋阳灿

烂，阎都督于阁中设宴招待群贤。席上照例
要请人挥笔撰文，记下这一盛况。其实，都
督女婿早就费尽心思备下了一篇锦绣文章，
只等合适时机呈现到众人面前了。所以当
都督请席中人提笔作文时，无人应承。

然而一个叫王勃的愣头小子搅和了阎
都督的好事。他不知深浅地奉上了一场华
美的语词盛宴，让滕王阁获得了千年历史
上最贴切的礼赞。1300 多年后，一切都消
散了，只有《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依
然在无数人中口耳相传。然而这注定是王
勃一生的绝唱。他离开南昌，下广州，入广
西，遇到大风暴雨，淹死在海上。他在滕王
阁上的那篇名文叫“饯别序”，他是否知道，
自己27岁的一生将一去不回？

那些历史深处的人物，被作者一个个
拖将出来，那些浸在人性情里的见识与趣
味，被清晰呈现，读来仿佛揽镜自照。

读者可在历史人物身上见仁见智

纵观全书，作者没有刻意猎奇新史，只
是在现有素材基础上重新组合。他摒弃了

条条框框的僵硬说教，只求饱满真实，尽力
让历史人物在书中复活，甚至在书写中生
活。因为这个缘故，一个个人物分外生
动。读者读起来，是那样的熟稔、那样的自
然，透过一个个人物的生命轨迹完全可以
见仁见智。

1911 年 4 月 24 日深夜，香港。林觉民
用手再次捻了捻灯盏，油灯的火苗向上蹿
了两下。这是特殊时期，林觉民有太多细
节需要交代。因为几天之后，他将奔赴广
州，发动一场腥风血雨的革命。真到了诀别
的时刻。他从抽屉里找出一块洁白的丝绸
方巾，要在这一方洁净的丝绸上给妻子写一
封绝笔信。这封绝笔信就是著名的《与妻
书》。这篇被收入中学课本的信件，通常被
认为是回顾了与妻子相互爱恋的生活，并将
夫妻之爱扩展到对普天下人民的爱，表达
了作者为国献身、甘愿牺牲的精神。

但是在作者笔下，读者看到的是一种青
春的死亡。生命虽然短暂，但灵魂却上升为
时间里久远的星辰。还是在日本留学的岁
月，林觉民每一次站在樱花树下，都恍然觉
得是在读生命这首绚烂而仓促的诗篇。

时间来到1911年4月25日凌晨。林觉
民写完信后，将方巾叠好，心里想着：“再过两

个时辰，黎明就要到来了。”当清朝的行刑队
一字排开，林觉民沉静地凝视着枪口，长舒一
口气，“这黑暗一定不会持久地笼罩着我的中
国”。旋即妻子那张脸又浮现出来：“意映，我
先走一步了，来世一定带你去任何地方。”

他将生命看得如此通透，将生死看得
如此淡然。那个夜晚他还不会知道，这封
情意款款的家书将穿越一百多年的风雨，
和他的精神一样，以永不凋零的方式在世
间流传。

今天的人们，恐怕已经很难理解情书
的力量了。可是，情书的力量在爱情的世
界里却是不可低估的。

1929 年，年轻的沈从文从大山里走向
城市，来到吴淞中国公学担任文学系讲
师。但没几堂课后，他就开始走神了。坐
在前排的一位女生让沈从文的心成了一把
无弦的琴，并被无端地拨动了。

先生拙于表白，好在先生有一支上好
的笔。出生于苏州富贵人家的这个女学生
张兆和却不以为然。一封封的情书如泥牛
入海，可情书还是一封接一封地寄来。一
年长假的上午，张兆和带着一叠厚厚的情
书去找校长胡适评理。胡适笑着说：“他固
执地爱着你。”“可是我固执地不爱他。”张
兆和嘟着嘴说。

那天的谈话没有结果。情书还是不知
疲倦、不问前程地继续飞入张兆和手中。文
字是神奇的，一个个都饱尝了心思，长出了翅
膀，像一枚枚奇特的种子直抵张兆和的心。
又过些时日，张兆和怒不起来了，沐浴在这样
博大的情思里谁又能说不是一种幸福和光荣
呢？不觉间，“情书圣手”与“乡巴佬”在作者
笔下精妙地构成了沈从文的灵与肉。

读着《故人在纸一方》，惊叹原本认为
遥不可及的那些历史人物，如此亲切而又
有温度，像是神奇的故人，活在我们的眼
前，历史人物与我们仅隔一纸。

终于有一天，地球上的几百万人类
忍受不了地球的制度文明，自愿离开母
星地球移居月球，飞船“将上百万名选
择了新生活的人们通过那道没有水的
深渊。随后港口关闭，不再接受外来移
民，仅对贸易协定允许进入的货船开
放。”这就是厄休拉·勒古恩的科幻小说

《一无所有》的故事设定，而那两颗盈盈
相望的行星，一颗是乌拉斯星，一颗是
阿纳瑞斯星。

有科幻女王之称的厄休拉·勒古恩
1974 年凭借这部《一无所有》一举拿下
了当年的雨果奖和星云奖。而这部作
品传达出来的主题，如不完美的乌托邦
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幽微深邃的探讨，无
疑也引起了评论家们的极大关注。作
为一部乌托邦科幻小说，书里描述的阿
纳瑞斯星并不是一个资源富饶、人们生
活无忧的世外桃源，阿纳瑞斯是一个干

冷多风、空气稀薄、寒风刺骨、尘土飞扬
的地方，环境恶劣，各种自然灾害频发，
在这里生命进化的最高形式只是鱼类
和无花植物。自然资源的匮乏使得阿
纳瑞斯人终年辛苦劳作才能勉强维持
温饱。但是这里却弥漫着一种安宁、清
新、刚健的自然气息。在这颗与其他星
球隔离的阿纳瑞斯星上，人们奉行人人
平等的社会公平原则，奉行集体主义，
在这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富和等级
差异，社会分工没有贵贱之别，也没有
政府、军队等国家权力机构，替代的是
一个叫 PDC 的负责行政管理的网络系
统，即生产分配协调处，在所有从事生
产的协会、联盟以及个人之间进行协
调。“他们管的不是人，而是生产。”

厄休拉·勒古恩虽然借助乌托邦手
法构想了一个平等社会，却也同时设置
了这个平等社会中难以消除的不平等

的因素，那就是人性。本书的主人公谢
维克 18岁时因为其具有物理学的天赋
来到中心城市阿比内深造，但是却遭到
合作者和老师萨布尔的嫉妒和排挤，他
的研究成果只有署上萨布尔的名字才
能发表，他和其他星球科学家的通信往
来被限制，甚至他的研究成果在乌拉斯
星上获奖的消息也被萨布尔刻意隐
瞒。而萨布尔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
为他是中央科学院的成员、物理学会
的理事，是科学协会和 PDC 倚重的专
家，萨布尔有权凌驾于谢维克之上，他
从哪里得来这样的权力呢？不是来自
既定的当权机构，因为没有这样的机
构，也不是因为萨布尔学术上的建树，
他根本没有建树。“他的这种权力得自
人性中那种天生的怯懦，得自公众的
认同。这是一个未经确认、未经授权
的无形政府，它在僵化每一个人的思

想，借此统治这个奥多主义社会。”而
任何一处需要专门技术以及稳定的制
度来维持运转的地方，都会不可避免
地生长出权力的根须。对阿纳瑞斯星
失望的谢维克前往乌拉斯星寻求理
想，却发现了隐藏在乌拉斯星繁荣富
庶背后的罪恶，在乌拉斯星这个资本
经济社会，财阀寡头统治着的地方，在
它美丽的蓝色天空、草地、森林和大城
市背后，其实是“一个布满灰尘的幽暗
地窖”，一个真正的地狱。于是谢维克
决定重返阿纳瑞斯星。全书到此戛然
而止。回到阿纳瑞斯星后会怎样？谢
维克找到了解决阿纳瑞斯星问题和矛
盾的办法了吗？

厄休拉·勒古恩在书中展示了充满
矛盾和困境的乌托邦社会，解构了完美
无缺的乌托邦世界，但是如何解决矛
盾，作者将思索留给了读者。

人类困境的两种展望
鲁 燕

纸上李白
梅若冰

祝勇在笔耕不辍的30余年间出版了500余万
字的作品，曾获朱自清散文奖、郭沫若散文奖等多
种文学奖项。他身兼作家、导演、故宫博物院影视
研究所所长数职，丰富的阅历和扎实的学术功底，
让他的散文既有文学作品的优雅，又有历史传记的
真实，更有纪录片的镜头感，仿佛描摹了一幅长长
的画卷，悠久的历史穿越千年时空，跃然纸上。

《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收录了祝勇近年来创
作的经典散文，从人物的视角纵观历史，用严谨的
细节、富有画面感的语言和苍劲有力的文字，书写
人物的心灵史，宛如从沧海中捧起一粟，却又在一
花中窥见整个世界。

祝勇擅长对历史细节极尽铺陈，从人物和事
件的极小视角切入，却用豪迈的笔法贯通古今，将
历史戏剧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的文字自带

“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沧桑和“竹杖芒鞋轻胜马”的
潇洒，故而造就《汉匈之战》《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纸上的李白——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宋徽宗
的光荣和耻辱》《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等一系列
经典散文，将汉武大帝、魏晋名士、诗仙李白、宋徽
宗和吴三桂被时代裹挟的人生描绘得淋漓尽致。

《家在云水间》《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则在柳如是
和陈渠珍身上体现了他柔情的一面。人物命运总
是无法脱离历史的进程，《纸天堂》《再见，马关》《刀
俎间的宝座》缕述社会变迁时期洪秀全、李鸿章和
清末故宫的悲剧命运，充满了人性的悲悯。读者
既像场外观众，又像事件亲历者，读来时而慷慨激
昂，时而沉郁顿挫，时而酣畅淋漓，时而悲怆扼腕。

在一本祝勇作品精选中，在林林总总的人物
身上，《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站在时间长河的此
岸遥望彼岸，以非历史的方式抵达历史的深处。
中国千年的悠悠岁月，正在纸上缓缓流过。

班宇，笔名
“坦克手贝吉塔”，
是尤其适合在冬
季阅读其作品的

一位作家。我们可以从他的
故事里读到许久未见的“人
情味儿”，也可以在他的小说
里闻到与童年、与记忆通感
的味道。那是表面冰凉但内
核发热的人情世间，是要花
费从孩童到成人那么久时光
才能品尝出的情感与理智。其
作品当中，《冬泳》尤为出色，
叙述描写简洁且有画面感，仿
佛置身电影中，又充满余味。

提示

班宇笔下的主人公，对于自己的爱情或生
命都在毫不吝惜地挥霍，这种挥霍是表面若无
其事的掏心掏肺。阅读《盘锦豹子》时，我其实
难以想象前妻拿着前夫的房产证去做很可能
竹篮打水的抵押，而那大老爷们儿居然完全没急
眼，对话一来一往里，隐忍至某种过分的地步。就
在你觉得不可思议，试着稍微调整到另一种角
度：一个如今生活幸福美满的人，面对落魄颓丧
的前任，有什么可以争与辩的呢。那种容纳，实
际完全控制在婚姻与情感早已分道扬镳的背景
下，却也像一块不至于完全冷透的红薯，余下那
么正正好的人情与脸面，没有侵犯，没有越界。

这种诡异感是如今高度现代规整的城市
生活所不熟悉的，现在的日子丁是丁，卯是卯般
地明确，可班宇的故事天然地发生在他成长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外部世界，譬如

“香港”，譬如《Go West》（单曲《向西行》），或者

参与了知识竞赛就可能获得什么意外奖励这
些，与日常生活有一种隔着磨砂玻璃一般的疏
离感。疏离带来微妙，带来活着的企盼，带来尚
未迟钝、尚有好奇的新鲜与跃动。这一点贾樟
柯拍过，双雪涛写过，那是东北人尚未如今这
般遍布各地的时光，那时候东北人还守着自己
的地界过日子，了解但不足够关心所谓的“外
面”。这种淡淡的漠然反而形成了某种保护与
抵抗，它使得一个地方的人浸透了当地意识，
十足地成长为特定地方的人，同时又不全然保
守，开始萌动起对更多可能的跃跃欲试。这种
流动感是如此迷人，在班宇的讲述里，他用自
己脑海中的西塔、铁西区与五里河们，来回溯
彼时彼刻。

如此建立起来的世界里，有亲昵，有安身
立命，有许多松软活泛的孔隙可以转圜，当然也
有消磨，有无力，有时常想逃走的动心起念。可

这才是活生生而复杂的经过，才是我所说的“人
情味儿”的真义。

《冬泳》适合影视化，因为它的张弛有度，
它的“深”描淡写，可最厉害的，就是它有人声喧
嚷后的余味。人们从不曾完全依赖急赤白脸
过活，每种命运都有起因与归途，好的作家尊重
线性叙事上的每个节点，他能让我们在体味文
本时每时每刻如临己身。

期待班宇写出中篇乃至长篇，就《冬泳》呈
现的力度看，他完全可以。有的写作者需要多
年才能打通的任督二脉，他靠着灵性，已经逼
近。只要控制住逗乐的力度，同时多留出一分
抒情，他有极大可能走得比现在更远。从这个
意义上讲，我忽然又不再万分期待看到这一切
被影像化，怕太实在的画面会堵住文字本身构
筑的蜂巢般的延展性。这种又爱又怕的感觉，
是想要珍惜与喜欢的自然体现。

走向更远的“外面的世界”

以“向字问人”为追求的作家徐海蛟前不久推出了历史人物散文集
《故人在纸一方》。该书以书信的形式切入人物，娓娓道来，款款相送。
以时间为线，从古至今，一口气讲了24位历史人物的故事。从“乡下
耗子”秦相李斯到近代“疯子”画家沙耆，再到“情书圣手”沈从文，跨越
两千余年。这当中有政客、有医者、有诗人、有才子、有画家……没有宏
大历史的叙述和人云亦云的评论，有的只是人世芜杂与命运离落。作
者期望找寻并复原的是那些为人熟知的人物背后被隐匿的生命细节，
探究和揭示深藏于时光背面的命运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