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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书写是近年
来长篇小说书写的重
要主题，四川作为脱贫
攻坚的重要省份，扶贫
文学的书写自然也更
多。 马平的《高腔》、李
明春的《山盟》、贺享雍
的《大国扶贫》、胡为民
的 《月亮村巨变 》等都
是如此 ，这些作品以脱
贫攻坚为主线，塑造了
在此伟业中的人物群
像，深切反映了脱贫攻
坚一线的真实场景。

章泥的 《迎风山上
的告别》也聚焦扶贫题
材，但有别于传统的扶
贫书写，无论是视角选
择还是主旨理念，都有
新的提升， 可谓扶贫题材书写的创新与另一面
呈现。首先是小说的切入点有所不同，作品将贫
困地区青少年的成长问题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
来，并未陷入观念先行与应制作品之流，反而是
对其的一种纠偏。

在视角选择上， 十岁的孩童视角是很聪明
的选择， 在限知的视角与全知的视角的交错中
将扶贫面貌全方位呈现出来。此外，小说还别出
心裁采用“跳角”的叙事策略，跳角即是视角越
界，是因为各种原因对视角与方位安排的背离，

在《迎风山上的告别》中，作者本来是选取了一
个孩童的限知视角， 但为了将从村地区精准扶
贫场面全方位呈现出来，又多次跳角，以全知视
角将政策、方略、措施、效果呈现出来。这既让扶
贫工作的细节得以展示， 也让一些扶贫书写中
的惯常细节退场， 就使得小说跳出了一般扶贫
写作的窠臼。

作为女性作家， 其特有的温情力量在小说
中多有表达，美与善不断在文中浮现。 当然，作
家永远是洞穿生活真相的那一类人， 在扶贫描
绘的同时，乡村的陋习、人性的弱点都未逃过作
者的眼睛，是对人性的多角度挖掘，在温情书写
的同时也有深刻的批判。

小说最大的亮点在于对贫困人口精神世界
的关注，当下的扶贫书写中，很少有作者真正聚
焦贫困人口的精神世界，而《迎风山上的告别》

对精神贫困的关注则很深，可谓一种精神扶贫，

无论是古诗词的插入，还是古典音乐的融入，抑
或是画画这样的场景，都是如此，将扶贫需先扶
志的理念通过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更深
的主题层面上， 作者表达了一种乡村的重建与
乡土文明重建的渴望， 展现出一种新的乡土文
学观，既关注物质文明的丰盛，也注重精神家园
的重建。扶贫也是扶志，是对人性、人情、人格的
全方位重塑，小说中陈又木最终能够生活自理，

接受教育，自立自强，就是扶志的成果。

作家对在迎风山上生存的芸芸众生给予了
同情和关注，是一种带有温度的底层写作。从破
败到振兴，从物质文明到精神的重建，城与乡在
观念上实现弥合和认同， 让故乡成为回得去的
故乡，而不仅仅是观念上的想象与寄托。这种文
学的团聚虽有一定的空想性， 却是作者对底层
关注与同情的真情迸发。但期许之外，如何让理
想成为现实，才是应该继续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迎风山上的告别》章泥/著 ，四川人民出
版社 2018 年 12 月版）

独往人间竟独还

朱灿

王正方先生给自己的回忆录取名

为《十年颠沛一顽童》，十年，是他在“一

湾浅浅的海峡” 的这头所度过的岁月。

顽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一种性

格，甚而一种“称谓”，而对于王正方先

生，则是一种与一生不绝的苦难决绝对

抗的结果，是用此生颠沛的岁月所练就

的本事了。 生活带走了很多东西，但看

起来，好像从未改变他。

我们读这本回忆录，可能不由自主

就被那种平易而富有趣味的调子带走

了。 如果回过头仔细想想，再以我们的

自身经验为参照，也许仍然很难体会这

样的“调子”背后，又隐藏了多少苦难。

这些苦难割裂了他所在的那片土地，割

裂了原本当有的安宁的童年。 《十年颠

沛一顽童》，实则是一本反着写的书。

还是孩童的王正方，随家人流徙在

自己的国土上，从湖南到江西，又到北

京，各种辗转，更似流浪。说不尽的大大

小小生死无际的琐事。书中对每一个地

方甚至每一件事记述如此详实，却不全

然是作者记忆好，那些战火连天国破家

残的经历以及这其间的点点温暖，早已

烙印进生命深处了，不是想忘就可以忘

得了的。 灾难的记忆不用加工，其本身

永远比表述所呈现的更大，而那些看似

极其细微的温润的东西，也不会因其细

微而消亡。在童年便已经历外在巨力的

王正方先生， 因其童年的素朴之质，其

平易有趣的回忆背后，有着那种少见的

仁厚和至善，这样的东西，是他生命的

底色。 故而自小至今，其生存便是这素

朴的“只要活着，就有快乐”的状态。 生

命在灾害面前，衍生出了不屈的宽仁与

爱。 一个真正心胸开阔且幽默之人，他

的开阔与幽默， 源自见到的真相太多，

而真相就在那些苦难之中。 木心先生

说，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

啊。 黑暗太大，但至少，雪自己知道，那

个时候，它在落下。

读这本书的意义，便在于此。 在于

除王正方先生之外，还有很多雪，在黑

暗中悄然落下，一点声音都没有。

在和平的年代，也容易产生健忘症

者。我们读这本书，除了满篇“顽童”外，

更当看到前面的“颠沛”两字。马尔库塞

说：“遗忘过去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

征服造就苦难的势力。思想的崇高任务

就是对抗时间的流逝而恢复记忆的权

利。记忆是获得自由的手段。 ”讲述这般

曲折的一生经历，也正是王正方先生获

得自由的努力。 他如此“顽童”，因为他

自由。

对于王正方先生而言，他真正意义

上的前半生，可能便是占据这本书大部

分的在“这头”所度过的时光吧。这看似

童趣翩然的十来年时光，竟将其后半生

打磨得如此纯然质朴，而这本在后半生

写就的回忆录，更像是告别书。 据王先

生在发布会上所讲，书中言笑晏晏的长

辈亲朋零落殆尽 ，曾经相扶相携，度尽

劫波，到头来，独往人间竟独还。

这个时代流行的正是这种悄无声

息的告别，我们的淡漠，对不住往者与

来者，也对不住自己，我们不当如此。我

们无从经验，但可以记住，应当记住。

（《十年颠沛一顽童》王正方/著，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版）

欲望与神性之争
赵莹

在欧美文学史上 ， 特别是小说从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传统向 20 世纪的

现代主义过渡时期之间， 亨利·詹姆斯

的名字如雷贯耳，他被一致认为是心理

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创作生涯

长达半个世纪， 创作的形式也多种多

样， 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

产。 他写了大量的长篇与中篇小说，还

包括许多文学评论、游记和剧本，而他

在后期创作的《鸽翼》更使其创作达到

巅峰———他以自己局外人的目光，捕捉

人物内心深处的触动，展现人物之间的

矛盾与主张，开创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新

时代。

亨利·詹姆斯在《鸽翼》的序言中提

到了自己的写作初衷：“一个处境岌岌

可危的女子，不知怎么的身不由己地跌

入了某种深不可测的陷阱之中———用

戏剧的行话来说，这就是那样的一种情

景极为自然地包含着和产生的东西。 ”

这位年纪尚轻就已命不长久的人，就是

小说中的主角———拥有巨额财富的美

国女孩米莉。 她并未在小说的开篇出

场，她的人生起初存在于旁人多重交错

的视角中———在莫德姨妈和马克勋爵

眼里，她身上的财富多到无法想象。 她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公主”，却有着最悲

惨的命运，她的父母、兄弟都已经逝去，

除了钱财和疾病，米莉一无所有，因此

这个心思细腻的女孩内心孤独而自卑，

渴望着温暖与陪伴。

在小说中，米莉曾短暂地收获了亲

情、友情与爱情，然而这一切都是基于

利益展开的阴谋，米莉的命运注定是跌

宕起伏的一出人生戏剧。她的朋友凯特

并非真心与她为友，她唆使自己的未婚

夫丹歇接近她，想伺机获得遗产。 与美

国女孩米莉相比，来自英国的凯特与她

截然不同，她的美丽与朝气是病弱的米

莉永远都得不到的特质。凯特是这部小

说 中 人 物 刻 画 最 为 丰 富 的 角 色 之

一———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

者，她憧憬着米莉的巨大财富，渴望借

此跻身上流的圈子， 摆脱姨妈的束缚。

她与作者笔下的另一部小说 《名利场》

中的贝基·夏普颇为相似， 贝基利用不

正当的手段获得自己的地位，最后留给

她的是精神的空虚和寂寞，凯特的终局

亦是如此———她失去了深爱她的男人

丹歇，也失去了获取财富的机会。亨利·

詹姆斯并未将有意识的道德目的承载

于文学创作之中，而是从间接的叙述中

涵盖更为广阔的知觉经验，令人产生反

思的力量。 《鸽翼》中的凯特和丹歇都是

如此， 二人游走于对与错的边缘地带，

以他们情感的悲剧性结局带给我们心

灵的洗礼和人性的思考。

虽然米莉始终陷在谎言的泥淖之

中，但在小说中，米莉充分展现了她的

率真与单纯，她欣然接受了凯特送予她

“鸽子”的称呼，并用自己的力量给予别

人保护与帮助，这种崇高冲淡了她身边

的黑暗，与凯特相比多了一份真诚和坦

率。米莉为“鸽子”这一贯穿小说的意象

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力量，在她柔弱的身

体下，也有着自己对于现实的审视和认

知。 在伦敦期间，她渐渐学会以自己的

知觉来判断周遭人的善意，就算那时候

她对凯特十分信任，但还是隐约感觉凯

特对她有所隐瞒，最终在马克勋爵的话

语中拼凑出了事情的真相。她被恐惧和

背叛的痛苦所包围，“鸽子”的隐喻逐渐

放大，如同《圣经》中《诗篇》所歌唱的那

样，“啊，但愿我能像鸽子一样，振起双

翼，高飞远去，得享安息”。 她放弃了自

己求生的意志，将威尼斯作为自己最后

的处所。而且，即便如此，她也依然以自

己最大的善意去包容凯特和丹歇，还愿

意将财富赠予他们，是米莉将自己 “鸽

子”的双翼笼罩在两人之下，如神灵般

超然，庇佑着他们的人生。 双翼之下总

有阴影相伴， 在相互对抗的价值中，妥

协或许是最后的出路。虽然米莉在小说

的最后已经消失，但她的记忆始终横亘

在凯特和丹歇之间，成了他们分道扬镳

的因由。

王尔德曾说 ：“人总应该有点不可

理喻之处。 ”在《鸽翼》中，有着为爱放弃

一切的米莉，也有为利益抛却道德的凯

特等人，他们内心的意识流动，构成了

欧美世界上流社会的浮世绘，当鸽子扑

棱翅膀飞上天际的时候，羽毛振翅的声

音，恬静、美好，而那一刻，所有人的心，

为之翼动。

（《鸽翼》亨利·詹姆斯 /著 ，萧绪津/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9 月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