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2日 星期一

编辑：丁春凌 视觉设计：黄丽娜 检校：冯 赤 李世同阅读
YUEDU

07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水浒有两个。一个是作为中国
人，我们耳熟能详的施耐庵的《水浒
传》演绎的“水浒”，对于它的“真实”，我
们绝大多数人也从未有过丝毫的质疑；
另一个是历史上的“水浒”，是依据史料
还原给我们的一个真实存在的“水浒”。

那么，两个“水浒”之间究竟有多
大的距离呢？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
题。《水浒传》虽是文学作品，但并非全
是虚构故事，虚拟里还掩藏着一些史
实。《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以下
简称《史实》）一书为我们拨开 1000 多
年来的重重迷雾，以史学家的视角，抽
丝剥茧般地细致探寻《水浒传》深处的
真实影像。

《水浒传》像吸吐万物的大江大
河，踏着时间的脚步，将迷人的历史元
素、民间故事、稗官野史等营养化为己
有，施耐庵从这些史实、世俗生活、民
情百态等元素中取其精华，并破茧成
蝶。

其实，《水浒传》的“孪生兄弟”不

少，有 70 回本、100 回本、120 回本，还
有 150 回本、160 回本。著名评论家金
圣叹只取 70 回本，他认定百回本后的
30 回是伪作。从文本可见，前 70 回的
故事，经过民间加工已臻成熟，循着
这些好汉一个个落草梁山的脉络，清
晰可见一条贯穿全章的造反线索。

《史实》也认为，像鲁提辖拳打镇关
西、大闹五台山，林冲误入白虎堂、雪
夜上梁山，等等，都是可以单独成篇
的短篇小说，甚至相互之间可以无任
何关联。

一百单八将，历史上远没有这么
多。《水浒传》的主要人物并不是我们
念兹在兹的一百单八将。撇开虚拟创
作的渲染，《水浒传》中的人物原型到
底是什么样的呢？《史实》告诉读者的
是，宋江确有其人其事，但从北宋末年
到南宋灭亡近200年间，宋江一伙儿最
初只有36人。史料上的名字，与《水浒
传》天罡星 36 人的名字基本吻合。《史
实》认定，《水浒传》描写宋江讨伐方腊

完全是虚构的，征讨大辽以及平定田
虎、王庆之乱等故事，也是虚构的。

虚构对小说来说，当然是必须的，
“文学是精巧地说谎”。要让小说人物
“立”起来，就要勾勒出人物个性。《水
浒传》在历史人物原型的基础上进行
了创作改编，或移花接木，或添枝加叶，
或把更多故事汇集到一个人身上，《水
浒传》人物的个性鲜明正得益于此。

《水浒传》里的浪里白条张顺，是
在南宋张顺成型故事基础上改编的。
史料上记载的张顺祠，是百姓为南宋
将军张顺立的。南宋末年，襄阳保卫
战一打就是 5 年多。襄阳被围得水泄
不通，棉帛和食盐都用尽了，日子难以
为继！满载物资的百艘船只，在张顺
将军率领下浩浩荡荡而来。当时汉水
在雨季暴涨，但船队仍抵住蒙古军队的
箭雨，从汉水上游走水路成功突进襄阳
城。船队进城，不见张顺将军。几日
后，一具遗体溯流而上，视之，乃张顺将
军，“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

张顺的故事在南宋可谓家喻户晓，《水
浒传》借用过来，创造出了浪里白条张
顺攀爬杭州城墙的惨烈一幕。

神魔气息是《水浒传》给人物罩上
的一层“烟雾”，就像今天的玄幻小说
一样。小说中的戴宗绰号“神行太
保”，一使法术便腾空而起。腿上绑上
两枚甲马即绑腿，如同今天火箭加了
燃料一般，戴宗竟能“日行500里”。现
实中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的。其他
如公孙胜、张天师等，小说也都将他们
写得法术无边，但这些富有玄幻色彩
的故事达成了读者天马行空、无所不
能的愿望，以至于让一代代读者津津
乐道梁山好汉的故事时，心中从不曾
出现哪怕一丝的违和感。

穿过《史实》的字里行间，作者带
读者走进了掩藏在小说里的史实世
界，一个有趣的世界，一个沾满泥土并
带有温度的世界。从而让我们看到了
另一个“水浒”，一个我们现在生活的
土地上，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水浒”。

另一个“水浒”
曲 宏

继获奖作家鲍勃·迪伦和彼
得·汉德克带来的争议后，媒体纷
纷猜测诺奖委员会会打出一张

“安全牌”，但今年的奖项却颁给
了冷门作家露易丝·格丽克。在
世界范围内，她的作品还没有得
到与其地位相称的翻译。作为继
1996 年波兰作家维斯瓦娃·辛波
斯卡之后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的女诗人，格丽克却以诗作回
应了“这个世界还有诗意吗？”这
一文学需为当代世界承担的责
任。

露易丝·格丽克出生于 1938
年，其祖父是一名来自匈牙利的
犹太移民，但她称自己尽力避开
犹太裔身份和女性主义。作为一
位个体感受型的诗人，她的诗歌
少有政治色彩。我们可以从两个
向度阅读和理解这位女诗人，一
端是对于个体痛苦高浓度的抵
达，而在另一端存在着以日常化
的叙事、舒缓的语调以及简洁准
确的修辞，对于人普遍化境遇的
省思和存在性主题的阐释。

由个体痛苦造就的
精神自主

格丽克在青春期曾进行长期
艰苦的节食，最终患上了厌食症，
不得不退学接受心理治疗。对于
患厌食症的经历，格丽克认为，这
种病症“完美地亲合于我灵魂的
需求”，“饥饿感帮助我控制了贪
欲，对于获得一个独立的自我，是
大有帮助的。”痛苦和负面经验对
于诗人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塑造
作用，肉体上的自我折磨令青春
期的格丽克获得了某种自我掌控
的能力（即使这种不健康的行为
令她付出了长期痛苦的代价），还
令她并非在隐喻层面上理解了忍
耐痛苦与精神独立之间的关系。
在格丽克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
到她因抱持精神痛苦而获得的精
神自主性。

诗歌《十月》创作于美国发生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在诗
歌投射的世界里，我们首先触及
的并非一系列具体的意象，而是
色调鲜明的心灵反应与感情氛
围。诗中，当抒情主人公看到夏
日黎明的景色，她说：“我知道我
看到了什么：太阳，那可能是/八
月的太阳，正在归还/曾被带走的

一 切 ——/你 听 到 这 个 声 音 了
吗？这是我心灵的声音；/如今你
不能触摸我的身体。/它已经改
变过一次，它已经僵硬，/不要请
求它再次回应。”诗中以自白的形
式表达了经历暴力和创伤后的心
灵：它拒绝被安慰，甚至拒绝这痛
苦被剥夺，因为这某种程度上即
意味着拒绝交出创伤的解释权，
保留痛苦的心灵与清醒的心智。

神话书写与个体经
验的“范式”

格丽克早期的作品被评论界
认为是“罗伯特·洛威尔和西尔维
娅·普拉斯的一个充满焦虑的模
仿者”，可以说，格丽克的诗歌创
作极大地依赖于个体的痛苦经
历，并借此探讨生、死、爱等诗歌
主题。但是，格丽克仍然与自白
派存在较大的区别，与后者挖掘
私人经历和创伤的自传相比，格
丽克直言：“我利用我的生活给予
我的素材，但让我感兴趣的并不
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感兴
趣的，是它们似乎是……范式。”
在自身与经历所构成的纽带之
外，诗人显然还对另外的东西充
满了探寻的热情：在人类集体的
文化心理和叙事中寻找个体的位
置，哪怕这个体的内心反应是那
样的琐碎、日常化和转瞬即逝。
我们可以将格丽克对于希腊、罗
马神话的人格化书写看作她将自
身生活素材转化为“范式”的一种
尝试。

诗集《阿弗尔诺》写被冥王掠
走的冥后珀尔塞福涅，《草场》以
奥德修斯与珀涅罗珀的故事为主
题，《新生》写俄耳甫斯与欧律狄
克……格丽克善于通过对希腊神
话的再解读表达现代性主题，希
腊文化的精美、生动与纯粹和生、
死、焦虑以及家庭生活等种种现
代社会的主题交织在一起，令人
难以忽略 T·S·艾略特对她的影

响。格丽克独有的，是以天真无
邪的眼光，在一个因天真而显得
陌生的语境中再审视和解读神话
人物的心理。

诗集《阿弗尔诺》中的诗歌
《忠贞的神话》写冥王哈迪斯认定
自己爱上了珀尔塞福涅，他为她
改造地狱，并将之命名为“珀尔塞
福涅的少女时代”，最后他向她表
白：“你已死，没有什么能伤害
你。”《阿弗尔诺》中充斥着精神死
亡的主题，少女珀尔塞福涅被冥
王爱上并掠走便是精神死亡的隐
喻。而在这之前，珀尔塞福涅早
已厌倦了自己的少女身份，自然
界中的一切都是她的“亲戚”，在
水里看到的太阳也是“叔叔在监
视”。很明显，这是对一个男权社
会中女性丧失精神自由的批判。
格丽克写道：“一方面，灵魂漫
游。/另一方面，人类生活在恐惧
中。/在两者之间，是消失的深
坑。”珀尔塞福涅在被监视的恐
惧中欺骗自己“从不孤单”，于是

“像是对祈祷的回答”，她被黑暗
之神带走、消失、走向死亡，在诗
人的叙述中，很难说珀尔塞福涅
不是一个无辜的共谋者。神话人
物一瞬间的遐思成就了一首诗歌
的意义，即，将鲜活的个体境遇纳
入了西方文化传统和更为广泛的
文化批评视野。

以心理分析抵达人
类存在真实的境遇

《草场》以《奥德赛》的故事为
素材，但诗人关注的并非史诗中
奥德修斯的海上历险，而是关注
微妙的男女关系以及家庭创伤等
主题。当奥德修斯即将远航，他
在黎明最后逗留的时刻抚摸着珀
涅罗珀的肩膀，而妻子却真切地
感受到丈夫那急于冒险和离家的
心情：“像一个想再次感受渴望的
人/他珍视渴望甚于一切别的情
感”；就像海边的希腊农夫急于看

到日出，“仿佛黎明将把他们从农
夫/变成英雄。”奥德修斯对于冒
险的渴求在《人质的寓言》中受到
了人物内心自言自语式的质询：

“难道战争/只不过是一场男人版
的化妆打扮？/一个游戏，意在逃
避深层的精神问题？”聚焦奥德修
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格丽克以

《忒勒马科斯的罪》《忒勒马科斯
的善良》《忒勒马科斯的左右为
难》等 6 首诗令我们看到他的回
忆、自白、自我剖析和忏悔的心理
档案，喃喃自语的诗歌语言如同
在心理医生的诊室中回荡着的个
人讲述，对一个本性热烈而自愿
毁灭的父亲和一个守着织布机、
想象丈夫放荡生活的母亲带来的
家庭创伤进行反思。这些诗作以
其深层次的思维影响着我们，如果
我们不能在共同的故事或信仰原
则中挖掘真理，那么是否更应该在
人格化的体察之中洞察真实？

无论是面对创伤、丧失还是
死亡，格丽克采取的皆是一种永
不抗拒冲突的立场。青春期接受
的心理分析治疗对于她的诗歌思
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成为她
的一项“智力任务”——令她反对
自身思想倾向中清晰表达出来的
部分和种种妄想，用怀疑检验自
己的话，从而在智性和道德的层
面上，尽可能地抵达人类存在真
实的境遇。这也使得她诗歌的两
个向度交织在一起，于痛苦的核
心之外，闪耀着静穆与朴素之美，
回应着在一个哪怕是充满了焦虑
与痛苦的现代世界，所应具有的
诗意思考。

格丽克曾责备自己的心理医
生，将她治得太好、太完整了，这
样她将再也不能写作。1990 年，
她在随笔中写道：“事实上，这个
世界毕竟是存在于我之外的，正
如它存在于所有自我中心主义者
之外。”格丽克突破了她自身的痛
苦，对她而言，诗歌是最好的疗
愈。

阅读格丽克的两个向度
崔子怡

正如作者陈格非自己所说，
“这是一本探讨幸福的小说，描述
作者这个年龄段的男男女女在爱
情、婚姻、家庭、利益、责任等问题
上的争鸣与思考。”通读了陈格非
这部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血色
幸福》后，萦绕在脑海的始终是一
行加黑的文字：幸福是什么？

“幸福长成什么样？是单眼
皮还是双眼皮？是姓赵？还是姓
钱、姓孙、姓李？”这是作者在小说
中的诘问，也是读者在阅读时的
诘问。品读这部小说，从一个个

饱满的细节中，从氤氲在小说里
的情绪中，我似乎找到了幸福的
答案，又似乎觉得幸福远没有我
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小说讲述了“985”名牌大学
的女研究生林琳从 25 岁到 35 岁
10年间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
讲述了林琳从善良纯真到独立成
熟，从校园到军营，从莘莘学子
到巾帼不让须眉的奋斗者的故
事。人的理想和幸福都离不开
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作者作为
小说人物的同代人，对各个时期
社会生活的把握精准到位，对笔
下人物做了形而上的思考，力争
还原主人公在时代裹挟下的理
想和追求。展现了建立在理解、
尊重、尊严、宽容、怜悯、情怀上的
人性和精神气质。“幸福到底是什
么？是下雨时的一把伞，是饥饿
时的一块面包，是寒冷时的一件
棉衣。幸福就是有人关心，有人
疼爱，就是在无聊的时候可以有
事情做，幸福就是奋斗、就是付
出，幸福就是成功的喜悦。”作者
道出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大力弘
扬的，充满正能量的幸福观。

这样题材的作品，稍不注意，

作品的主题和叙事就容易流入概
念化。细细读过，我的这种担心
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长舒
口气的阅读快感。作者凭借看似
平常的细节、平实的文字和对日
常生活的透彻理解，以及对现实
生活和爱情的想象力，将原本属
于通俗小说的爱情元素和家庭
伦理元素不断拓展，通过情节将
其上升到了社会伦理和家国情
怀的开阔视野中，使这部小说有
了自己的宏大格局。小说的情
感铺垫细密而自然，在情感的渲
染上该铺陈的铺陈，该节制的节
制，哀而不伤，乐而不俗，情感充
盈而又不外溢。从形而下的个
人生活和情感中脱颖而出，走向
一种价值引领，支撑起了“幸福”
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细小而又庞
大的主题。

“我们都是平凡人，渺小的个
体总是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都
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没什么喘
息的机会，只能不断向前。男人
肩上扛着九九八十一难……”读
这部小说，我会情不自禁想到辛
格笔下的一些人物，他们善良、坚
韧，尽管有时也柔弱，但就是受难

也以一种乐观的姿态来承受，因
此都能给读者以巨大的温暖。林
琳和这部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在严
酷的现实面前，在逆境和灾难来
临之际，他们也会彷徨，也会惴惴
不安，但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姿态
默默地承受，以我们这个民族的
姿态迎接或者挑战。他们都有一
颗宽厚之心，他们都能够承担一
般人难以承受的苦涩和艰辛，他
们以自己的“傻”或憨，实现了聪
明人难以实现的目标，对丑恶与
苦难选择了积极的救赎方式。
这是一种柔软的力量，也是一种
宽容和善良的力量，说它是水也
好，漫过荒芜便是宽广与无垠；
说它是锐器也好，直插冷酷的现
实和人性的内部。不管是水还
是锐器，都涵纳了人的坚韧和苍
凉。陈格非的可贵之处在于，他
不是简单地赋予主人公一种命运
的错位和尴尬，而是通过人物所
经历的“八十一难”，展现出人物
的善良、坚韧、重情重义，以及深
厚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样，整部
小说便有了向上的力量和伦理的
温情。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可圈可

点，有传统小说的叙事策略，抒
情、注重人物刻画，也有现代小说
的智性，人物性格鲜明，叙述收放
自如，文笔从容流畅。作者用革
命的浪漫主义方式看待世界，利
用小说人物的视角进行作者的自
我叙事，有着隐秘与灵性的审美
发现，通过情节的步步递进，将人
物关系和人物心灵逼进现实深处
最尖锐、最隐秘的部位，使他们的
自我抗争与现实生存之间，形成
了一种既日常又有戏剧冲突的状
态。情节沿着主人公的精神禀赋
游走，不仅轻松地化解了各种容
易流入空泛的窘境，还使一些充
满坎坷的，不公正的苦难遭遇变
得更有艺术力量。

关于“幸福”的题材不易写出
新意，作者用一颗通透纯明的心，
诚恳地感知生命，用自己的真诚，
使幸福在苦难中得以升华，使幸
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
大悲悯情怀。并用强烈的理想主
义色彩，表达出深刻的思想内核，
也支撑起属于自己的叙事。用理
想的光芒和人类普遍的情感，实
现了小说该有的震撼力、感染力
和启迪作用。

寻找艰难人生中的幸福底色
李玉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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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生活美意
张 瑜

提示

阅读露易丝·
格丽克的诗，可以
发现她在感受个
体痛苦方面具有

敏锐的触觉，痛苦的个体经
验是她诗歌的强大驱动力。
但同时，她对希腊、罗马神话
的人格化书写，以及对人物
点滴细碎、转瞬即逝心理的
把握，为她的诗歌带来了另
外一个向度。在个体经验与
人类普遍化境遇的两端，格
丽克站在冷静面对冲突和创
伤的立场上，最大限度地抵
达了真实。

对于任何事物的意象和感念，不同心境下触
发出的感情千差万别。比如面对走近我们的冬
季，有人嫌弃它的干裂寒冷，便会有人倾心于它的
冰雪美颜。在变幻无常的世界和生活里，无论世事
怎样纷纷扰扰，找寻一些美意留存心间总是好的。

此时、此地、此身有这样的感悟，受教于赏读
朱光潜先生的《人间至美》一书。该书收录了老先
生各个时期作品中通俗且经典的散文篇目，在这
本书里，朱光潜从煤炭成灰的慈慧殿三号讲到人
声嘈杂的后门大街，说草木、论宇宙、谈动静……
无论处于人生前台还是后台，先生感念升华出来
的文字均字字珠玑、净化人心，蕴藏着无言之美。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是我国著名的美学
专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著有很多重要的著
作，有着对美学、人生、处世、哲学、自我修养、文艺等独
到的见解，读他的作品，深深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

除了对朱光潜先生的学术造诣十分钦佩，我
也特别欣赏他看待人生的态度，豁达而通透。他
的散文，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而美好。即便在
乌云压顶之时，在他或娓娓道来或义正词严的论
述中，你也能收获拨云见日的力量。

每当谈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有人提起《月
亮和六便士》这本书，还有那句“满地都是六便士，
他却抬头看到了月亮”。六便士曾是英国银币的
最小单位，六便士和月亮便成为现实生活中面包
和高高在上的理想的比拟。

关于理想和现实的探讨题材，一直有太多的文
学作品在论述。未看《月亮和六便士》之前，我只知
其是这一题材中的经典，却好奇这本成书于1919年
的长篇小说，究竟讲了什么，会让它出版即轰动？

该书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为原型，用第一
人称“我”，讲述了主人公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故事，
斯特里克兰德在40岁的年纪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弃
富裕的家庭、美满的婚姻、健康快乐的孩子，毅然决然地
选择画画，即便他之后穷困潦倒、疾病缠身也没有放弃，
直到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

40 岁开始重新选择一个职业，一切从零开
始，你敢吗？人到中年，抬头望月的人不少，但真
正能放下一切追求理想者却是寥寥。

100多年前，作为英国小说家、戏剧家的毛姆
用解剖刀一样冷峻、犀利的目光剖视人生和社会，
有着广阔的生命视角。月亮和六便士这两个充满
象征意味的意象构筑了这部伟大的经典。但事实
上，很多时候月亮与六便士，并不是非左即右的两端，
它们常常穿插在我们的一生中。想起阿根廷作家切·
格瓦拉的话，“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

提起王阳明，第一时间会想起这位人物著名
的学说——“致良知”“知行合一”“亲民”。但论起
他是何方人士，缘何成为一代大家，生平履历几
何，我却只能语塞。

翻看《王阳明统说》一书，才算真正了解了明
代这位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军事家和
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

王阳明原名王守仁，世代书香官宦门第，曾祖父、
祖父、父亲三代进士……从王阳明的时代讲起，《王阳
明统说》一书论述了王阳明家世与悟道、践行圣道、学
说内容与其教育思想及社会治理价值的意义等，简明
地向读者呈现了另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王阳明，是一
本了解王阳明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

该书是作者刘兆伟、刘北芦在多年宣讲、研究
内容基础上的汇编总结，特别对王阳明的教育思
想进行了系统性、创新性的研究阐释，是一次传播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功实践。成书前，
作者还亲自走访考证王阳明修养场所、悟道场所
和去世场所，涤除讹误与迷信传说，带我们走近了
一个真实、端正、丰富的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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