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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历史图卷下思考着的灵魂们”
本报记者 何晶

叶弥长篇小说《风流图卷》研讨会举行

2008 年初春，作家叶弥搬到一个临近

太湖的乡镇结合处，整理院子，种菜种花

种树，几乎与世隔绝。 一年后她开始写作

长篇小说《风流图卷》，写江南水乡的历史

聚散，寻常巷陌间的风流人物，也写一群

思考着的灵魂。 十年磨一剑，该作品近期

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近日，小说

研讨会在江苏南京举行。

“叶弥的中短篇小说自成一格 ，但这

部长篇小说是她创作道路上的突破，代表

着她新的起点。 ”评论家吴义勤指出《风流

图卷》对于叶弥小说创作的意义。 他阅读

这部小说的感受是 “五味杂陈 、 悲喜交

加”， 无疑， 这是一部让人一言难尽的小

说， 而丰富到所有人都可以对其进行阐

释，恰恰就是小说所应该具备的特质。 “这

个作品中呈现出思想的、情感的、人性的、

艺术的甚至是命运的张力，每个人都在一

个大时代里有各自的命运，每个人物命运

之间构成对话关系，这同时也是对时代的

一种丰满的呈现。 ”

每个作家对时代的理解都不同， 如何

在文学中表达、书写出自己理解的时代，是

对作家的一种考验。 叶弥的呈现别有不同。

正如评论家王彬彬所说， 很多文学作品写

作历史时都差不多， 但叶弥提供了一点新

鲜感。 “小说里的人物不是政治上的或者道

德上的英雄， 他们只是在坚持一个人的生

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对于生命的

理解，以及与时代的相处方式。 ”

这种生活方式即是小说题目所说的

“风流”，评论家吴俊将其理解为中国古典

小说思维中对于历史人性的荒唐径向的

阐释， 即用荒唐之言写出世相人生的荒

诞。 “叶弥用放肆、决绝、随意的方式提出

了一个疑问，人如何自处？ 她表达了自己

理解世界的另一种眼光，‘风流’无所谓价

值判断，它是对于世界的一种看法，在这

种看法里处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最终落

实到如何安放自己。 ”

因为从另一重视野打量历史与时代，

评论家洪治纲认为， 叶弥这部长篇小说写

得比较热闹、任性，这种“热闹”某种程度上

带有一点狂欢的意味， 是一种对于时代事

件的消解，也给小说带来结构性的意味，任

性思维和狂欢式的结构中体现着作者对于

日常生活价值的一种重新认定。 也就是评

论家张学昕所说的：“狂欢式的背后包含着

芜杂的历史、民族的精神震荡，身体、生命

和政治放在一个平等的状态展开叙说，写

出一个时代人的生命状态， 以毫无修饰状

态的生活史，写出人性的状态。 ”

叶弥在小说后记中写道：“（我）开始寻

找这个长篇小说里具有的思想性， 并明确

它。 到了 2017年下半年，我想通了诸多问

题， 也很幸运地找到了这部长篇小说应该

具有的灵魂。 长篇小说的灵魂，就是人物的

灵魂。 ”这部小说人物的灵魂是什么呢？ 在

评论家刘颋看来，人在历史的裹挟中向前，

也被历史塑造， 但叶弥小说中人物的灵魂

恰恰是在历史大潮中， 每一个人都试图站

立起来， 试图确认自我，“她写出的每一个

人物都有自己的意志、品格、独立性，她的

作品让人们反思人和时代的关系， 在时代

中人的主体性在哪儿，能动性在哪儿”。

人物的灵魂正在于人物的思想。 正如

评论家郜元宝所说，叶弥的这部小说里最

重要的就是强调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

想。 “小说的文眼正在于叶弥小说中所直

陈的那一段，‘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这么

慌乱地跑着，跑来跑去地寻找前途，人的

弱，全在于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 那么多

人上下求索，求的就是一条思想之路’。 ”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中一些人

物看似没有逻辑的行为也有了一种解释

的路径，“深入到人们的内心、 思想情感，

你会发现内心的逻辑远比行为会让我们

更为惊讶”。 《锺山》杂志主编贾梦玮则认

为，思想本来就是命运。 “追逐爱、思想，大

时代扭曲当中深醒沉浮，某种程度上正是

一个人的成长。 ”

作家范小青则将此理解为叶弥小说

的自由无拘：“很多地方的处理不是通常

生活经验可以理解的，也不是通常想法可

以体验的， 你无法看出叶弥是自然而然

还是刻意为之。或许可以说，不讲逻辑就

是叶弥，这就是叶弥的特点，也是力量和

魅力所在。 ”这也是作家鲁敏所说的 ，在

《风流图卷》中看到了叶弥本人和作品的

某种“重叠 ”，“这可能是叶弥某种精神自

传的呈现，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强大的

自信推着她打破各种不管是叙事还是逻

辑上的约束”。

《风流图卷》是叶弥写作的一个新标

识。 正如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韩松林总结

的那样，叶弥是一位有胆量的作家，在素

材 、题材的选择上 ，在背景 、场景的设定

上，以及主题、主旨的确认上，有着大胆的

一面；叶弥也是一个有力量的作家，她对

人物的深度刻画是有力量的，而且有力量

之美。 叶弥以《风流图卷》描绘了一段特殊
时期的动荡历史，写出了自由、爱与美的

坚定信念和不灭的信仰对人生与时代的

巨大支撑力量。

研讨会由江苏省作协和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共同主办 ，韩敬群 、汪政 、王春

林、何平、齐红、叶开、金理、马芳芳、方岩、

黄相宜等评论家参与研讨。

抵达宽阔，抑或通往独特？
本报记者 傅小平

“她世纪———‘窈窕文丛’研讨会”聚焦青年女性作家写作
从写作特性上讲， 无论各个

优秀的作家有多么不同， 都可以

分为两类：一类是独特的，一类是

宽阔的。一般来说，独特是青年作

家的专利， 而宽阔是一个作家在

逐渐走向成熟后需要达到的境

界。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 是否每

个作家都得走通往宽阔的道路，

他们可否在独特的层面上， 让自

己变得更为独特？ 何况， 无论独

特，还是宽阔，都需要深入辨析。

有的作家从窄门出发， 抵达了宽

阔， 也有的作家从表面上看写得

波澜壮阔， 却总是脱不了逼仄的

精神底色。

有必要指出这一点， 是因为

青年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在写

作道路上总会碰到这样的困惑。

为了抵达某种宽阔性， 弱化性别

意识， 让自己的写作呈现出中性

的面貌， 或者在写作中注入强烈

的社会关怀，增加文化含量等，往

往成为她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作

为一种写作的探索， 这无疑值得

肯定， 但她们的写作会否由此走

向宽阔，或者在技艺上更进一步，

却有待进一步探讨。

事实上， 这正是近期于北京

鲁迅文学院举行的 “她世纪———

‘窈窕文丛’研讨会”上，与会青年

评论家聚焦的核心话题。 诚如鲁

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所

说，女性写作，在当代中国乃至世

界， 都已然是蓬勃发展的一个现

象。 “我拿到《收获》杂志 2018 年

第六期后，浏览了全年的目录，发

现刊发的三部长篇小说中有两部

是女作家写的， 中篇小说有九部

是女作家写的， 在青年作家专号

发表作品的九位作家里， 女作家

则占了七位。”而以《锺山》杂志主

编贾梦玮的观察，《诗经》 中女性

口吻的书写， 就占有非常高的比

例， 更不要说如今女性写作蔚为

大观，即便从学术角度来讲，她们

的写作也提供了新的审美。 这句

话也道出了何以把曾参加过 《鍾

山》笔会的周李立、阿微木依萝、

庞羽、朱个、余静如、池上、孙频、

祁媛八位女性作家的作品集，命

名为‘窈窕文丛’的理由所在。

譬如，周李立的写作，在评论

家何同彬看来， 便是弱化了女性

主体意识。 这让她在写某些作品

中获得了成功， 却有可能对有效

介入当下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带来

了一些障碍。以他的观察，当代女

性写作者普遍缺少强劲， 甚至带

点强悍的文学表现力， 这与她们

有意无意忽视或模糊性别立场是

有关系的。

而阿微木依萝写作的主要关

切点，就像评论家岳雯说的，不在

性别立场上，而在虚构死亡上。她

最大的创造性， 是把生和死融汇

成一个混沌的空间， 让亡魂在迷

雾一样的空间游荡， 最后回到自

己的应许之地。在岳雯看来，不管

是主题的设置， 还是结构文本的

方式， 从她的写作里都能看到先

锋小说家的影响， 这使她的小说

依然带有习作的性质。 而过分依

赖直觉和感性， 刻意让小说支离

破碎， 如果没有内在的逻辑作为

支撑，也会堵死通往别处的道路。

庞羽则试图让自己的写作，

拥有某种中和的气象。 但在评论

家方岩看来， 这样的尝试还有不

小的上升空间。以他的阅读观感，

庞羽对京剧独有情钟， 在写作上

也受京剧影响。“她有一部小说叫

《我是梦露》， 里面有一个男主人

公， 名字就叫刘邦。 那问题就来

了，梦露和刘邦的名字本身，就携

带了巨大的历史信息， 庞羽强行

用一些信息强化作品所要表现的

意图， 也会让读者对小说如何体

现出虚构能力打个问号。 包括在

《争吵千字文》 这样的短篇小说

中， 她借助带有隐喻性的一些物

来加强小说的表现力， 但这些物

能否承担起她要描述的情节和故

事，是值得商榷的。”与此同时，方

岩注意到， 庞羽在小说里写到社

会重大历史事件， 却没能在这些

事件和个人情绪、 经验建立起有

效的关联。如此，对诸如此类的重

大事件做隐形处理， 反倒会起到

更好的表达效果。

与此相仿，朱个的小说，如青

年评论家韩松刚所说， 包含了一

个更深广、更阔大的空间。 “她进

行的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写作。在

《火星一号》里，她要表达的空间不

仅仅包括物质空间，还包括精神空

间，而在物质空间里，又包括看得

见和看不见的物质，朱个对这种物

质存在有独到的体现。 ”韩松刚还

从她的小说里读到了一种公共意

识。 “朱个在写作中，通常把自己与

他者联系在一起作为共同体来考

量，并通过这种共同的联系，来确

定一种共同的规则。 所以，在她的

小说里， 很少有破坏性的戾气，很

少有一个人歇斯底里的情绪爆发，

即便是愤怒，也是非常理性，非常

有度的， 体现出了一种均衡的美

感。 这种秩序意识和均衡的美感，

在‘80后’的作家当中是比较稀缺，

她的写作可以说给青年作家提供

了审视广阔世界和复杂人性的更

大的一种可能性。 ”

话虽如此，这样的均衡，也让

朱个无论在想象的滑翔，还是在对

现实生活的挖掘上，都欠缺极致的

表现。 以评论家黄德海的理解，朱

个对一些想象中的东西投入更多

的热情，有时候倒是把对现实生活

秩序的认识压制住了。 由此，他建

议朱个的写作，无论在飞升还是降

低的过程中都再调试一下。而余静

如的小说，在黄德海看来，从写作

风格上说沉稳不炫耀，在人性的观

察上，则有时候剑走偏锋，主人公

经常是有障碍的， 有一点偏执、自

闭，反复犯同样的错误。 这会给人

想象空间有点狭窄的感觉，与宽广

的生活样貌不太相符。

相比而言， 池上的写作与生

活样貌本身有更高的契合度。 评

论家刘颋表示， 池上一般会写人

物在较长生命阶段里命运的转折

与变化， 而这些人物通常都是被

忽略的小人物， 但他们又不甘心

被忽略， 正是在被忽略和不甘心

被忽略之间， 人物的性格张力得

以凸显。 “从整体上来说，池上比

较擅长在种种冲突中呈现人物命

运的偶然和必然。在她笔下，每个

卑微的生命都在争取自己卑微的

幸福。 尽管很多时候他们找不到

真正的入口， 或者说找不到突围

的出口。 ”

如果说面对当下复杂、 多元

的现实世界， 池上选择了较为缓

和的叙述角度， 孙频则如评论家

郭艳所说， 采取了一个比较突兀

的视角， 由此她的作品中呈现出

更多人性的幽暗、晦涩、扭曲和变

态，以及由此带来的锐利和深刻，

而这种深刻是建立在人物偏执的

性格之上的。在郭艳看来，这在某

种意义上是孙频的写作策略。“可

能有的读者会认为她的视角比较

单一， 毕竟现实生活远比这个视

角更为阔大。但无论如何，孙频的

刀锋叙事是值得肯定的。 ”

问题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信息

时代里， 要求每一个作家都有那

种阔大的视角是否就那么理所应

当？在评论家何平看来，每一个独

特的作家进行的其实都是实验室

的写作。以祁媛的写作为例，收入

集子《眩晕》里的六篇小说都跟出

租屋生活有关， 而且她所写的都

是青年艺术家的生活， 可谓局限

中的局限。“但有别于努力把写作

拓宽到不同领域的很多作家，祁

媛把她小说里的人和世界隔离到

一个舞台上来， 让出租屋这样的

空间，成为她的艺术实验室。正是

在这样的实验室里， 祁媛反而可

能触碰到像我一个学生在公众号

里写的 ‘生活中被忽视的真实’，

包括那些被世俗禁锢的部分，并

把世界的某种本质表述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