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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一萍的创作一直以来主要是通过
寓言化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呈现! "激情王
国# "我的绝代佳人# 等作品都有这样
的意味! 新作 "白山# 也是这样一部关
于历史的寓言式书写! 小说讲述了脑部
受伤后的英雄后代凌五斗的从军经历 !

作品呈现出作为 $

$'

后% 作家普遍的历
史观& 用新历史主义的态度 ' 非自然的
叙述方式以及反讽技巧书写了一个关于
个体' 历史' 民族的寓言( 作为英雄后
代的凌五斗& 因父亲的原因被批斗受伤&

患上怪病 & 在父亲战友的帮助下参军 &

却每每用异乎常人的举动来为很多人制
造麻烦& 他自己一路被塑造成英雄和典
型& 却得不到应有的成就感 & 就连自己
的感情& 也因为其他因素被干扰 & 凌五
斗很显然成为了历史的牺牲品 ) 但作者
并不简单控诉历史& 而是以极富个人化
的方式挖掘出历史与人性的丰富性与多
样性& 对历史有反思& 对现实更有警示!

作为 *

$"

后% 作家& 卢一萍具有他
们这一代作家典型的代际特征 & 惯用主
观的+ 个人的方式呈现历史 ! 题记中所
引 *我要生活在历史在外 % 似乎可看作
他们共同的历史观! 作者选取了具有疯
癫意味的凌五斗作为主人公 & 本身对历
史就有揶揄的意味& 其间发生的各种事

情既有宏大的背景& 也在亦真亦幻的书
写中解构了历史本身! 除了凌五斗 & 其
他人物也是历史洪流中的悲剧性人物 &

孙南下被父辈强迫参军& 被吓死 , 钱卫
红因照顾英雄凌五斗被迫切除生殖器 ,

德吉梅朵' 尚海燕因革命需要被迫离开
凌五斗& 等等) 尤其是名为黑白猴子的
两只小猪的遭遇更显荒诞性 & 而这些人
物的遭遇是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发生 ) 另

一方面 & 很多地方作者一再淡化历史 &

很多时间通过插叙转述的方式来进行书
写& 这正是作者的个人性的历史记忆与
历史观的表现)

卢一萍的这种历史书写染上了明显
的个人印迹) 特别是& 主人公一直向往
的白山& 并不是真的一片洁白 & 而是有
着很多的污点与墨点& 这里不是一片净
土& 也充满了隐瞒和欺骗 & 这其实是本
书最大的反讽之处) 其他方面 & 疯癫者
凌五斗被大家称为幽默者 & 而他仅仅是
实话实说' 发自内心& 他的语言和常人
的语言这两种语言被对举 & 也有反讽的
意味 ) 此外& 小说整体上都有一种黑色
幽默的味道& 这也是因为反讽的姿态导
致的结果 ) 凌五斗得的是不能说谎病 &

却一直活在谎言的世界里 & 记者对他的
报道普遍失真& 他一步步被塑造成英雄&

被典型化& 沦为宣传的工具)

显然 & 这种个人化的历史书写以及
反讽表达不能完全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呈
现 & 作者只能采取非自然的书写策略 )

所谓非自然的书写就是作家用想象建构
另一种现实& 如超现实主义 ' 魔幻现实
主义' 神实主义' 反常识书写等 & 简言
之& 就是书写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 ) 比
如作者选取世界屋脊这样很少有人触及

的背景' 以凌五斗这样得了怪病的甚至
有点疯癫性质的人物作为主人公以及凌
五斗的先知能力' 大量的梦境书写 ' 凌
五斗的蓝皮肤等都属于这种叙述方式 &

这种方式或许是作者面对敏感的历史 &

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 这种写作策
略在中西方文学中大量存在 & 如亡灵视
角' 儿童视角' 动物视角等等 & 都是如
此& 这样的书写技巧创造出了别样的真
实& 是一种作家的真实' 艺术的真实)

总之 & 卢一萍在 "白山 # 中以一个
悲剧性的人物为中心& 叙写了一段关于
历史也讽喻当下的寓言故事 & 体现了新
生代作家对历史的一种全新的姿态 ) 当
我们把鲁敏' 路内' 乔叶 ' 徐则臣等同
代作家放在一起阅读& 就会发现他们之
间的诸多共性& 尤其是他们对历史的姿
态) 有论者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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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作家普遍表
现出一种历史感的缺失 ) 其实不是历史
感本身的缺失 & 而是他们选择了极富个
性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所理解的历史 )

当前文学界的一批 *

$"

后% 作家们普遍
爆发出一种创作的实力与活力 & 为文坛
带来了诸多的可能性& 值得进一步关注)

!"白山#卢一萍
!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

年
&

月版%

!上接第
!

版"

为丰富思想史研究的手
段& 全书偶把一些读者熟悉的
理论作工具&如以李泽厚的*积
淀说 %阐述张大千 *泼墨云山 %

与 *故国之思 %间的关系 &收效
甚佳, 还常以一些读者熟悉的
中西人物和文学形象作比较 &

通俗易懂) 中西比较如聂绀弩
的 *滑稽自伟 %与巴尔扎克 *笑
面人%的处境&古今比较如王辛
笛与李商隐的心灵异同& 此时
夏教授已将百年旧诗人文血脉
短暂地脉冲到千年以上) 全书
引用最多的& 还是大量现当代
学人的研究成果& 如钱锺书论
王国维&胡文辉论陈寅恪&黄天
才' 王克文' 谢家孝论张大千
-.夏教授或予采信并演绎 &

或予批驳并解析& 甚至对王辛
笛之女王圣思那般 *知父莫若
女%的评述&也有整体赞同和局
部保留两类处理方式) 这是夏
教授普遍用于全书的推理手
段&几乎遍布全书的论述肌理&

同样是*学术在场%精神的鲜明
体现)

四

最能体现*学术在场%精神
的& 莫过于对八位主要评述对
象中唯一健在者叶元章的论
述& 我以为这是书中最特别也
是最重要的一章) 由于学界对
叶的关注极少& 夏教授可资扬
弃的材料 /包括他自己的研究
成果0最少&因此调动自己的知

识储备最多& 阐述自己的思想
观点最丰& 其学术观点的原创
性就最大)又因叶除了旧诗&在
其他文学体裁上所涉不多 &夏
教授对其的论述就最切旧诗的
本体&也最切全书的主题)

叶诗的思想核心& 是古代
士子气节与现代人权诉求的合
体&前者偏于独立&后者偏于自
由& 源自其个性及其所处环境
的塑造) 至于对诗的价值或好
坏的甄别& 夏教授一如对王辛
笛的评价那样& 主要是从思想
史的角度看的& 即观察叶诗是
否能以区区几十首小诗& 回答
好当代的重大命题) 通过心灵
史分析和旧诗解读& 夏教授认
为叶元章完成了这一工作 &接
续了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
血脉 ) 我以为全书的最精华
处 &第一在于发现了思想者虽
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 &但仍殊
途同归地完成了思想的创造和
接力&其媒介便是文学,第二在
于这种接力既可存在于思想界
和文化界中& 也能产生于其他
的任何领域中) 尽管书中对叶
元章接力陈寅恪的线索和证
据 &诸如 *卧 %字的对照 +结集
时间接续的巧合 /其实也不是
那么巧合0& 虽然稍嫌单薄&但
其可贵之处便在于将知识分子
的思想性从专业的+ 著名的向
非专业的+ 平民的作了扩展性
的发现& 从而感到这才是全书
中最具现实和普遍意义的一
章)还要一提的是&像陈寅恪那
样职业的文化人和自觉的思想

者&数量少而又少,而像叶元章
那样虽出身书香门第但后来做
了其他营生的人&则要多得多)

他们最终实现自我发现& 发出
*我是谁%的呼喊和*去依附%的
宣言& 因而是更有参照性和效
仿价值的)

凭借此章& 全书对旧诗与
思想史关系的论述& 真正实现
了由远而近和从点到面)同时&

全书对文学性与思想性的深层
关系的表态也在客观中诞生
了) 既然思想史的创造与接力
存在*自觉%和*非自觉%两种情
况& 即以后者和旧诗而言&*边
缘的文学 %与 *孤独的思想 %成
为绝配以后& 个人实现的心灵
拯救若被发现和延展& 必将成
为公共精神财富& 这些人就都
会被追认为思想家并与前者等
量齐观)而后者凭借的载体&便
是文学和艺术& 包括吴昌硕和
张大千)原来所谓*自觉%和*不
自觉%&也就是前者从思想到文
艺&后者由文艺达思想&从思想
到文艺& 难而少, 从文艺达思
想&易而多)这恐怕是人类精神
发展史上的某种规律)

五

文学性与思想性最显像的
关系是& 文学性必然含有思想
性&思想性则未必含有文学性)

历代尤其是近现代的优秀旧诗
表明& 思想性若能通过适当的
文学性 /包括技巧 0来表述 &不
但不会消减思想含量& 且会变

得优美典雅&更含蓄蕴藉&可在
晓畅或隐晦间任意选择以保障
安全系数) 想必是有感于这一
点& 夏教授也运用了大量文学
性的表述技巧) 例如 *花开两
朵 %或 *闲笔不闲 %的写法本属
传统小说& 前者用于分述陈独
秀和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及作
为&然后综合比较,后者则用到
学术概念的框定上& 如从 *必
谓%*应谓% 的名词解释中得出
自己的发现111叔本华 *人本
忧思% 对王国维 *宛若心灵核
爆%&使其将*境界%的理想从诗
学放大到人生理念*境界%) 夏
教授觉得此种*应谓%是钱锺书
生前都不曾论说过的高度 &因
此颇以自得) 同样的情况也发
生在对旁文的引用上& 如在引
用程千帆评聂绀弩的滑稽 *自
伟%时&发现与自己评聂绀弩的
诗性 *自慰 %&两词不仅谐音而
且同义& 夏教授面上的得色依
稀可见于字里行间)全书行文&

尽可能使用自然轻松的散文笔
法 &比喻新奇 &谐趣偶出 &令人
会心一笑) 例如说聂绀弩诗是
*绿色无间道%& 其真实的思想
犹如 *长于开皲的苍黑树皮的
银耳%,陈独秀诗实在是*秀%出
了他青年的人格成长+ 中年的
心路跌宕和晚年的沉郁飞纵 )

甚至将散文的布局引入论文的
构架& 或为论题的层层递进作
引导& 或为议论的逸出和溢出
作铺垫&例如谈到钱锺书对*西
学义谛% 的两个维度稍逊自觉
甄别意识却并非没有直觉时 &

夏教授就直觉与自觉的关系作
了精短的议论& 并将两者的亲
缘喻为 *橡子与橡树之关系%&

将文章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增益
不少) 再如对胡适+陈独秀*文
学革命论% 的学术证伪& 析出
*待证伪%*被证伪%的区别和联
系 &既为闲笔 &又为铺垫 &对常
识的重新诠释带有学术的洞见
在内&实在是作者与读者的*双
赢%之举)

掩卷而思& 我赞佩夏教授
从旧诗中系统地破解了中国知
识分子的心灵密码& 真实地还
原出百年人文的血脉走向 ,更
赞佩夏教授以如此充满文学性
的语言&将其释出)思想史的推
演与文学性的表述始终并行 &

好比道路与江河共同通向人类
要去的远方) 想必这也正是拜
了百年旧诗之赐)

幸亏他们还有旧诗)

幸亏我们还有旧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