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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的文学梦和桃源梦

作家马原喜欢在作品里谈论马原! 对
先锋文学多少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有过
一句颇能体现马原风格的话#$$%我就是
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 '这是他发
表于 89:; 年的短篇小说(虚构)的开篇&

事实上"作为小说家的马原"也经常出没
在他的随笔里& 他在(论马原)里谈论马原
说"%当代写家中我与马原相识最久'"%我
听过他的课" 看得出他读了很多小说"且
读得相当细致'& 在(有马原的风景)里"他
又说"他叫马原"是个写小说的汉人&

马原谈论自己"都像是谈论另一个客
观的存在& 历经二十年的沉寂后"马原回
归小说创作"当读者在(牛鬼蛇神)里的大
元"长篇新作(姑娘寨)里的马老师身上"

看到改头换面的马原" 会忍不住琢磨*这
是真实的马原"还是虚构的马原+

如果这么较真"你就落入马原的 %叙
事圈套'! 马原信奉的是%遇见'的文学观
和方法论"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梦里"

只要被他遇见了"那只能是真的! 他是自
己作品里的上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
有了光! 马原说要有祭司"于是在(姑娘
寨)里"就有了一位九十多岁的祭司别样
吾"写这个人物的时候"马原每天都和他
生活在一起! 而且马原还遇见了四百年前
姑娘寨的先民! 如果你问"你是真遇见了
吗+ 四百年前的先人"你怎么可能遇见呢+

马原绝不会正面回答"那是他运用小说家
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 他只会说*你没遇
见是因为你太理性了"你在面对神,鬼的
时候"没有像我这样有一套迥异于常人的
感觉系统& 但归根到底"你没遇见是你没
我那样的幸运&

该怎样理解马原的幸运呢+ 具体到(姑
娘寨)的写作"说来倒也简单& 到了云南西
双版纳勐海县南糯山上的姑娘寨以后"马
原就把它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家乡"他

一个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为这个自己的
终老之地做点事& 他这几年也的确一直在
做"最重要的事"就是和一些同道共同讨论
和策划了勐海五书"包括植物,动物,昆虫
三本自然之书" 还有普洱茶和童话两本人
文之书& 马原负责撰写童话"自然是受了卡
尔维诺写作(意大利童话)的启发& 但作为
一个小说家" 他同时也希望能成为姑娘寨
历史的注解者之一& 遗憾的是"他遇见的哈
尼族没有语言"没有文字"只有口口相传的
历史& 但没过多久"他就不再觉得遗憾"反
倒是深以为幸运了& 正因为哈尼族没有精
确的历史文本" 他才得以更多借助其历史
和传说"从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角度"做%我
的展望"我的介绍"我的描述'&

马原是颇为懂得幸与不幸之间的辩
证法的& 他最终落脚在给了他幸运的姑娘
寨"源于他在十年前得了重疾& 当时"他也
和常人一样感到绝望"觉得人生无常& 他
怎么都想不明白"这么不好的事情怎么就
落到自己头上了& 但他自言还算是一个有
点自制力"很多人得了大病"都会先想到
该怎么治& 但他不一样"他做出了在所有
人看来都完全无法理解的决定 * 我不要
治"我不治了"我要从医院逃出去& 于是他
跑到了海南海口"因为海口有椰树牌矿泉
水& 他想"既然人的身体以水为基础"通过
换水" 或许能让不请自来的疾病不请自
去& 等病情比较稳定后"马原对自己的选
择有了信心" 于是寻找更好的换水环境&

他想到的是"出好茶的地方通常水都特别
好"好水才能够养出好茶& 于是"他去了出

好茶名茶的海南的五指山"台湾地区的阿
里山"还有福建的武夷山"最后来到了南
糯山"来到了姑娘寨"到了这儿之后"马原
就决定不走了&

当然"马原在姑娘寨安家 "不是说要
无所事事在这里养老& 实际上"他对自己
做了一个规划"他要实现他的书院梦& 因
为他是一个小说家"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地
道的文人"他对书 "对书房"对书屋"对书
院"有不变的向往& 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他把自己的积蓄"还有每年都会收到的一
些版税,稿费"以及其他的收入都投进来"

造了九栋房子"于是有了九路马书院& 而
书院与其说是书院本身"倒不如说是马原
的桃花源& 马原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陶
渊明"国外也有一个梭罗& 他们都为后世
的人们树立了一种生活理念"一个非常了
不起的人生样板& 自打生病以来"在近十
一年的时间里"他都在最大限度地靠近陶
渊明,梭罗的生活"都在努力按自己的理
解"打造属于自己的桃花源&

正是有了书院的揭幕"(姑娘寨)的发
布"马原才得以和当年%先锋文学七剑'里
的另外三剑残雪,苏童,洪峰"有了这三十
年后的首次聚会& 残雪感慨道"她与马原
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了行为
艺术& 在九路马书院"有从童年时代就向
往的美景*童话中的建筑,原生的大树,夜
里满天的繁星" 草丛中小动物的吟唱"汩
汩流淌的山泉" 还有观天象的最佳位置"

这一切令人老想流泪& 残雪说"马原的选
择印证了她当年的判断"马原始终是中国

作家中最有理想主义的"最不入流俗的一
位& %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刚认识
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穷"马原到任何作家
家里"都从来不提什么要求"只说有一碗
面吃就够了& '

偌大的九路马书院都是马原实打实
一点点盖起来的& 这足以证明他当年经商
的经历发挥了作用"但他没有在这条路上
走下去"用作家余华的话说"他一直走在
漂泊的道路上& 而今到了姑娘寨"他似乎总
算安定了下来&这般安定都让他的朋友们担
心"他能否受得了寂寞& 但这样的担心或许
是多余的"因为马原没有空寂寞& 他实实在
在地盖了一间又一间房子"房子多了"扫地
也要三天才扫一个回合& 他还养狗,养鸡,种
菜,种花"偶尔也要看看电视"尤其是正在俄
罗斯如火如荼举行的世界杯&当然更重要的
是"他还写了好几本书"其中(纠缠)"和去年
出版的最初题名为(荒唐)的(黄棠一家)"都
被认为具有现实主义品格" 且很是接地气
的& 有必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马原的写作
向来偏形而上&马原说"他自己也不清楚"为
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他在所谓人间生活的
时候"并不关心身边的生活"也从来没写过
评职称,分房子,你情我爱这些东西& 自从上
了南糯山以后"可能是海拔的缘故"倒是有
一种鸟瞰人间的感觉& 他觉得"可能是这样
的落差"反而让他开始关心人群了& 但如果
以为他以后走形而下之路"那就错了& 因为
他后来写的(湾格花原历险记)等几篇童话
故事"还有近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姑娘
寨)"又回到过去那样的形而上&

如此看来"马原的人生和创作轨迹"似
乎印证了余华在评论(黄棠一家)时的一句
感受*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
生活是不值得的" 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
富"只不过是你开采了还是没有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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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是什么样不寻常的遇见+

马原!我遇见历史本身!遇见诡异神

奇" 我在前一段时间写过一个短篇!也是

写的哈尼族 !发在#人民文学$上!有几个

选本选了!需要我写一点文字!我就写了

一段!写了在姑娘寨的一些感想% 我就说!

有了文字以后!历史固化了" 但哈尼族没

有文字! 历史就真成了拿破仑说的那样!

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所以我说!我在面

对这么一个动态历史的族群时!感觉机会

来了" 我的想象力处于天马行空的状态"

因为历史没有被固化! 我也无需去订正

它!无需去判断有些事准不准!对不对"

记者! 在展现哈尼族秘密的同时"你
呈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奇幻景观"譬如老
祭司尊盘风为猴子举行送葬大典"一把金
勺子救了哈尼族人等等& 这些完全是你凭
空想象出来的"还是源于某些材料+ 让我
感到好奇的是"小说里的人与动物之间似
乎是有心灵感应的& 如此种种"都充满了
神秘主义色彩&

马原!我不用材料!你觉得需要材料!

是因为你太理性" 不过!你说得对!人和动

物在我这里是平等的!最近一些年!我写

东西总是要谈众生" 过去是众生支撑这片

天!但现在我发现已经没有了众生!我们

把众生的概念消灭了" 人类仅仅用 ()**

年时间! 就消灭了地球上所有陆路大动

物" 你想想!现在除了我们之外!我们这个

种群还有伙伴吗& 完全没有伙伴!任何伙

伴都没有! 人类的伙伴都是人类的敌人%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有一个没去正面讨

论的话题! 就是我们已经和众生分离了!

我们把自己从众生中剥离出来了%

记者!不管怎样"你首先在小说语言
上践行了众生的理念&

马原!那是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人

以为的所谓其他生物!和我们处在同一个

时空% 他们有他们的沟通方式!也有和人

可以相通的语言系统% 你看!所有童话里!

孩子都能跟动物对话!大人却不能% 为什

么& 因为孩子没被知识污染之前!就有和

万物通灵的天性!但知识把这些天性淹没

了% 自然主义者持的就是众生的理念!他

们希望看到人与其他动物对话% 我不过在

小说里把愿望当成了现实%

"巅峰体验#足球能做
到$小说也能做到$但
其他东西达不到%

记者!你不写小说的那几年"实际上也
没离开小说"你在课堂上讲小说了& 不能不
说"你的讲课"或说评论独出机杼"也时不时
冒出惊人之语& 像塞尔玛-拉格洛夫, 约瑟
夫-海勒"我们都知道是重要作家"但不至于
把他们推到不可企及的伟大的位置上&九路
马书院的%屋'里"你为拉格洛夫屋标出了最
高价& 而且你也格外推崇海勒"把他当成二
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而且没有之一&

马原!房间的命名!其实就按照我的

喜好% 我喜欢拉格洛夫!也跟给拉格洛夫

屋开最高价没什么关系% 我有别的讲究%

托尔斯泰屋和雨果屋都用的纯木结构% 我

把最切近自然的房子!给了两座文学的珠

穆朗玛峰% 你要去过托尔斯泰庄园!你就

会看到托尔斯泰睡觉的那个房间 ! 非常

矮!他那张小床只有七十公分宽!比经典

单人床还小!这个文学的巨人就睡在那张

小小的床上面% 那拉格洛夫!是什么样的

作家& 我认为她属于庄子说的大象无形的

那一类稀有的作家% 她的小说是那么轻松

随意!又是那么诗意!是水一样的存在% 我

认为她这是没有骨头的写作% 她用最少的

篇幅写出了最了不起的作品% 所以给她的

房子最贵!也有理由啊% 说到海勒!他是不

可企及的!很少有作家能够到达他那样的

高度% 在他的#上帝知道$里面!有一段大

卫王与上帝的对话!大卫王诘问上帝'(你

给了美国洛基山! 你给了美国好莱坞!你

给了我们什么&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试

问!这样的对白远超人类的智慧啊!是人

类能写出来的吗& 但这就是一个地球人写

的! 也只有一个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的

人!才想得出来这样的对白"

记者!但你似乎对昆德拉不以为然&

马原!我赞赏昆德拉!但不会给他很

高的评价" 这是一个饶舌到极点!也聪明

到极点的人" 你仔细琢磨!他的很多话都

是对的!但都说得比较刻薄" 也就*生活在

别处+这句话相对温和, 但作为同行!我从

来没佩服过昆德拉!我认为他只是个二三

流的作家% 当初做昆德拉研究!也是应学

生的要求!我起了个题名!叫-痴迷于讨论

的昆德拉$% 其实!捷克人也不太接受他%

捷克有哈谢克和卡夫卡啊!那都是了不起

的文学大师!-好兵帅克$不就是二十世纪

的-堂.吉诃德$& 但很多人喜欢昆德拉!也

很可以理解, 我们日常生活里!有的人总

是显得说的话特别睿智! 你就会喜欢!觉

得他牛,

记者!博尔赫斯呢+ 我读(姑娘寨)"感
觉从风格上讲"是海明威和博尔赫斯的合
体& 你似乎都没有给博尔赫斯留出一个
%屋'的位置&

马原!为什么要给他留房间& 你看我

这书院里的道路系统极其复杂!博尔赫斯

小径就它了!是不是也很美妙& 但在我心

里!海明威是一个绝对巨人!博尔赫斯只

是一个比昆德拉更聪明的人, 聪明人和巨

人之间的区别可就大了, 托尔斯泰写出了

-战争与和平$!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

-卡拉马佐夫兄弟$! 那都是绝对的高峰!

你一看就是巨人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 但

博尔赫斯不是这种作家!他只是特别聪明

的作家,

记者!你说过的一句话*托尔斯泰写
一部(战争与和平)"要写好多年"非常伟
大"也能留在历史当中"但是马拉多纳在
一场球里的几个瞬间"就足以和托尔斯泰
这部巨著相提并论"因为它在当时当地就
能激动亿万人&

马原!我说的是一种巅峰体验 !这是

没有办法的事情, 宇宙之间就有这么一种

能量, 它在一瞬间!甚至是不足一秒的瞬

间!就能点燃亿万人, 这一点!足球能做

到!小说也能做到!但其他东西达不到, 美

术不能!建筑不能!音乐也不能,

记者!你这般推崇足球 "部分原因在
于你痴迷体育+

马原!从我内心出发!我觉得如果我

体育方面的天赋再高一点!那我就是职业

体育家马原! 而不是一个小说家马原!因

为我迷恋体育!远远超出迷恋小说,

记者! 你成为小说家马原也不吃亏"

因为小说同样能带给你巅峰体验& 是否有
什么例子可以佐证一下"你说的这个 %巅
峰体验'+

马原!这么说吧!读梅里美-马铁奥$!

读到他把儿子打死的时候!我一下子眼泪

就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流泪,

-战争与和平$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见到

拿破仑的场景!我每次读到都会忍不住落

泪, 包尔康斯基穿着御林军军装被俘!拿

破仑看着他说!不错!你们打得很顽强, 就

在那么一个瞬间!包尔康斯基给拿破仑敬

礼!说了一句话!伟大统帅的称赞是最好

的奖赏,大意是这样,实际上!包尔康斯基

就是托尔斯泰, 我们都知道托尔斯泰是一

个民族主义者!他极端痛恨入侵者, 但在

那一刻!他战胜了他自己!他对拿破仑五

体投地!他绝对是不由自主, 他对库图佐

夫都没这样的表现, 当然了!要没有那么

大的主题!也没有前面的铺垫!单单是这

一段描写的话!就会弱化我的感受, 但-战

争与和平$! 它就这么博大, 像这样的场

景!在体育里面也有切近的呈现, 比如!博

尔特也曾输给过千年老二加特林!那些田

径迷们看到那一刻的时候!绝对会有那种

体验, 你看足球运动员就那么一脚传球!

一脚射门!一瞬间就引发集体的共鸣, 好

比是一群士兵过一座桥!引发共振!让一

座桥轰然之间坍塌了,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