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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水》是描写新疆兵
团二代子弟人生经历的小
说。主人公名叫黄建疆，他
有个二弟叫黄建新， 也就
是 这 部 小 说 的 叙 事 者
“我”，还有两个弟弟，老三
叫黄建国，老四叫黄建中，

这四个名字显然有着非常
强的印记，正如“我 ”所说
的，连在一起就是“建设中
国新疆”。

1963 年 ， 黄建疆在
地窝子里出生了。 他爹叫
黄世云，娘叫李幺妹，他俩
分别来自河南、四川，自愿
支边。两人起早摸黑，一天
一天， 小娃娃独自躺在床
上， 戈壁滩上挖出来的居
室唯一的光亮是一扇小天
窗，盯着盯着，他的眼睛就
成了斜视， 后来的黄建疆
有了绰号，就叫“黄老斜”。

文学理论家托马斯·

福斯特有个说法 ， “长相
特殊者，往往与众不同 ”。

人物的特殊外貌 ，往往都
会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一大动力 。 《远
水》也是如此。 很多故事都建构在“斜眼”

这个生理特征以及相关的心理机制基础
之上。

《远水》是一部有着浓重传记性质的小
说。 尽管作者并未明言。 张者原名张波，

1967 年出生在河南， 二岁时父母去了新
疆支边，1975 年他前往新疆寻找父母。 当
然，这并不等于说《远水》写的就是他的家
族故事。 “一碗泉”这个地点，有传奇，有伏
线。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
马孔多小镇，莫言的山东高密，都是家族史
诗无限铺陈的幕布， 不过， 对于写作者而
言，要求很高，很难掌控。 张者机巧，不走
繁复的路子， 他就抓着二弟眼中的黄老斜
来写，写一个人的成长，写一个人的沧桑。

这个人应当是有原型的， 但大概原型不是
一个人，在他身上杂糅了很多人的经历，属
于“疆二代”们的人生。

“传记体”小说的价值，往往就是以小
见大，由个体牵扯时代的命运，反映时代本
身的历史意义。黄老斜的形象，聪敏、义气、

吊儿郎当、好走捷径、运蹇时乖。 通过张者
的有意塑造， 开启了一个认识新疆兵团子
弟的窗口。黄老斜的心中是有怨恨、不服和
愤怒的。 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抛掷在荒凉的
野地，他们想走的路在“斜视”中总是不知
不觉跑偏，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难道就是
注定要承担的吗？他们如何理解上一代，理
解父辈、理解兵团战士的劳作奉献？他们如
何看待继之而起的商品化大潮里的第三
代、第四代呢？

一个沉重而苦索的文学命题再次浮
现：作者究竟要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带有时
代烙印的人物和社会？ 《远水》在本质上划
归为伤痕文学和知青小说， 它所创造的语
境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黑色幽默。 张者
用带点浪漫化的笔调，以些微的、不算出格
的荒诞 ，让主角成为 “堂·吉诃德 ”式的人
物，在笑中带泪的阅读之后，泛起酸涩的余
味，亦有感佩与敬意，就像一碗泉的水，以
为是苦的，其实底下连着地下水库，抽掉一
些 ，活泛起来 ，连绵不绝 ，喝一口 ，一生一
世，是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原乡。

《远水》分两部。第一部写青少年时期，

第二部是中老年时期。 张者 1984 年前往
重庆求学，第二部的情节大多出于想象，有
些过于人为制造的巧合， 没有第一部那么
自然鲜活。黄老斜少了风华意气，多了一些
市侩。又或许，这是更真实、更残酷的现实。

那个嘴角挂着痞笑、斜眼看人的少年，和他
的伙伴们，已经消失在大漠的风沙里，而张
者以文学祭奠了一代人的青春。

（《远水》张者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 2018 年 7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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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的人，让词语斜飞

徐丹

我常常以为，写诗的人与

读诗的人应是分离开来的，至

少在文学批评这个领域如是。

而实则不然。 现实的情况是，

写诗的人缺少读诗的知音，不

是因为曲高和寡，而是因为浮

躁人心。 在此种情状下，写诗

的人往往不得不站出来，负担

起读诗的重任，把写诗与读诗

的工作都一并揽下了。 这是一

种悲哀，也是一种幸运。 悲哀

自不待说， 而幸运的部分，是

我在看过诗人西渡的 《读诗

记》以后才愈加笃定的。

西渡最初是以诗人的身份

广为人知， 其后又在诗歌批评

领域崭露头角， 成为了一名既

写诗又读诗的“双栖”文人。 在

《读诗记》里，西渡作为一位诗

人的才思有妥帖的显露， 西渡

作为一名诗歌批评家的慧智有

丰富的呈现；在这本书中，他把

自己的两个角色融为一体，成

就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这种身

份的转换交杂， 虽也少不了无

奈的慨叹， 但作为一位有担当

的诗人而言， 接受和承担是更

高的使命， 显然具有莫大的意

义。 正如西渡在《读诗记》中所

述：“……诗人要放弃自己的作

者身份， 把自己变作一个接受

者， 从某个更高的存在那里迎

候诗歌的到来。 ”

《读诗记》是西渡的最新诗

歌评论集， 既包括精短玄妙的

诗歌点评部分， 也包括细入肌

理的诗歌细读部分，详略有致，

自成一体。 写诗需要耐力和心

力， 写诗歌评论同样需要，因

而，在这部叫做《读诗记》的书

里， 我们大抵可以窥见西渡的

匠心与努力。若是要细论《读诗

记》的内容主旨，我想从两个方

面来加以释读应是恰当的：读

诗与人；读，诗人。

读诗与人的关系，不言自

明。 窃以为，读书的人应当读

一些诗，即使不读书的人也应

当读一点儿诗。 在诗行与诗行

之间， 在文字与文字之间，我

相信，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想

要的情绪 ，想懂的心事 ，甚至

是，想明白的道理。 正如西渡

在书中所言 ：“诗歌最根本的

特性是为人类提供令人惊异

的经验。 ”相比文章而言，诗的

教化作用要逊色一筹，但诗歌

怡情怡心的作用绝不输于文

章。 且看《读诗记》里的诸多诗

歌名作，无一不揭示了读诗与

人的关系 ，对此 ，西渡在点评

中亦有恰切的评述。

诗歌写作是基于普通人

生活经验之上的艺术创作，但

其书写的主题仍是与普通人

的生老病死 、喜怒哀乐 、沉浮

起落有关的点滴丝缕。 无独有

偶 ，读诗的工作 ，在品评诗歌

本身的基础上，实则也是解读

当下世人的生存境况和心理

状态的过程。 在这一点上，西

渡的读诗工作可谓做得透彻，

其书所叙亦堪称玄妙。

读，诗人；是品读诗歌的过

程中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好奇

和习惯， 也是在西渡的 《读诗

记》中随处可见的点评内容。在

书中， 西渡不仅专注于对各个

诗人诗作的行文结构、 语词风

貌、修辞手法、流派特征等的独

到分析， 也致力于对各个诗人

的人生历程、生存背景、自我意

识和风格特征的细致描述，从

而使品评内容丰富有余， 又不

失韵致，实属难得。

读诗未尝不是读诗人，诚

然，读懂一首诗的关键往往也

在于对诗人本身的解读 。 在

《读诗记 》中 ，西渡对戴望舒 、

穆旦 、舒婷 、骆一禾 、张枣 、海

子 、臧棣 、多多等诗人的诗作

进行了详略有致的评述，并结

合诗人的人生经历和当时心

境对其诗歌的创作背景和内

在情感展开了细腻深刻的分

析，情理皆备，令人折服。

在本书的“后记”中，西渡

说 ：“在我们的时代坚持写诗

的人，一定是特别而令人起敬

的，感谢你们的书写让很多像

我这样的读者在寒冬里感到

温暖，在平凡的岁月里体验到

奇迹。 ”而我想说，在我们这个

时代 ， 坚持写诗的人固然可

敬 ， 但坚持读诗的人更显珍

贵；既坚持写诗又坚持读诗的

人 ，如西渡者 ，实该得到这个

时代的厚爱。

（《读诗记 》西渡/著 ，东方
出版中心 2018 年 7 月版）

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林颐

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

忆录 《往事与随想 》，远远超

过个人生平的记录囿限 ，以

作家自己的话来说 ， 这部厚

重的大作是 “历史在一个人

身上的反映”。

作品的编写自 1852 年至

1869 年。 全书共八卷，回忆录

的大部分文章都曾陆续在赫

尔岑创办的刊物 《北极星》和

《警钟 》上登载 ，后又在伦敦 、

日内瓦等地刊发单行本，成书

编排不完整 、不系统 ，事件错

乱，但赫尔岑并不打算修正时

间线， 也不打算调整结构、规

范主题 ， 他觉得 “这都是事

实”，写下的那一刻，就是最真

实的内心。

我们读到：赫尔岑家族的

日常生活 ， 八面玲珑的参政

官 ，古怪的 “化学家 ”，总是板

着脸的父亲，劳作不息的仆佣

们 ；老头儿斯捷潘诺夫 ，战争

期间为了生存，卖了一些庄园

的木柴， 遭到主人的惩罚，至

死忠心耿耿； 渴慕新潮进步，

向往一望无际的汪洋（不管有

无彼岸），勇于尝试，敢于反叛

的年轻人们； 初萌的恋情，罗

曼史，私奔，缔结秘密婚姻，彼

此的誓言，爱与奉献；流放，西

伯利亚，组织革命，失败，友情

的背离与异化； 四处流亡，与

秘密警察周旋，办刊，出版，论

战 ；与国内形势的联系 ，与各

色人物的交道，与各种思想的

接触……因为是“我”，感情饱

满，非常动人。

赫尔岑的书写皆立足实

处 ，而笔墨之所向 ，灵活到难

以描述。 爱之所苦，情之所系，

思之深潜 ，论之犀利 ，敏锐的

感受 ，激烈的反应 ，这是一颗

勃勃跳动的灵魂，他对高贵与

虚伪 、对骄傲与卑鄙 ，有着极

致的表达 ， 而又完全不涉粉

饰、不作教条，这是真实的“一

个人”所能到达的境界。 因为

“我”之存在，“我”所打下的深

深烙印，这些文字不管在什么

时候被人阅读，总会激起读者

的感动，所以经典，所以不朽。

在“我”的基础上，才能理

解何谓“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

反映”。 这个“我”有着“人”之

共性 ，有着 “人 ”之普遍性 ，有

着生而为人的闪闪发亮的东

西。 这个“我”也有着独特性。

赫尔岑的周围集结了一批欧

洲当时激进的思想家，借助赫

尔岑的主观描写，与某种不可

言喻的戏剧性，他们共同构成

了一幅广阔 、真实 、入木三分

的图像。

对于恰达耶夫，尼古拉一

世宣判他是“疯子”，而赫尔岑

说 《哲学书简 》是黑夜中的枪

声；“别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跃、

最容易激动、最富裕辩证精神

的勇猛战士”， 而斯坦克维奇

“不仅理解力强，富有同情心，

而且善于调和矛盾”； 加里波

第具有“以自己的勇敢使久经

沙场的老兵折服的人民领袖

的本色”， 通过与马志尼的长

期交往，赫尔岑展现了意大利

革命者更多的、更复杂的层面

与内部斗争； 斯图亚特·穆勒

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自

由作了有力辩护，法国无政府

主义者蒲鲁东则被赫尔岑定

义为 “蓝胡子式的丈夫 ”的暴

力威权； 赫尔岑对罗伯特·欧

文满怀同情， 赫尔岑认为，对

欧文的认识，应当归结为：“理

性观念和精神独立是否与国

家意识并行不悖？ ”

少年赫尔岑与友人奥加

辽夫一起在莫斯科的麻雀山

上宣誓 ，“我们要为我们所选

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 ”。

青年赫尔岑对人和人类，对追

寻个人的自由、现在的自由有

着深刻的信仰，这在尼古拉一

世统治下的俄国难以实现，因

此他不得不远赴异域。 中年赫

尔岑是一个成熟的 、 充满斗

志、意志顽强且依然虔诚地致

力于社会重建事业的人，将炽

烈如焚的激情倾注于一系列

的政论、批评与随笔。

赫尔岑在清楚认识、逐渐

深入西方的过程里，也在不断

寻找直面真理的勇气。 在他对

西方的吸收与批判中，我们能

感受其精神探索的全部深刻

性， 还有其理念的未完成性。

赫尔岑曾经不止一次地称自

己是革命的 “堂·吉诃德”，正

因为如此，明知自己投身的社

会理想距离实现无限遥远，而

奋不顾身 、一往无前 ，这里面

包含的热情和真切的痛苦，是

“一个人”全部的付出。

（《往事与随想》[俄] 赫尔
岑/著，项星耀/译，四川人民出
版 2018 年 8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