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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莲的长篇
新作《孤独树》聚焦
的是一个十分引人
关注的话题 ：农村
留守儿童。 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不断加
剧 ，越来越多的人
离开农村涌入城
市， 但是他们并不
能很快在城市真正
扎下根 ，他们的下
一代也无法在城市
生活 ，只能留守农
村 ，他们就是留守
儿童。 小说讲述的
正是农村留守儿童
之一的小马哲的生
活遭遇。

《孤独树》的取
名源自小说中马哲
种下的一棵柳树 ，

围绕这棵树 ，将马
哲以及千千万万个
农村留守儿童的孤
独表达得淋漓尽
致。离开亲生父母，

马哲的世界是极为
孤独的 ，于是他种
下五棵柳树 ，分别
代表爷爷奶奶 、爸
爸妈妈和他自己， 这是小马哲渴望家
庭温暖的最朴实的表达， 无奈最终只
成活一棵，就是代表他自己的被命名
为马哲的那棵。 这棵柳树， 成为了小
马哲排遣寂寞，说说话的唯一知心朋
友，无论是受到同学的欺负，爷爷奶奶
的打骂， 还是心情烦躁， 思念爸爸妈
妈，他都只有跑到这棵树跟前来，这是
何等的孤独！

作者从孩子的孤独， 写到所有人
的孤独。小说以小马哲的视角来展开，

父母的孤独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透过
文字能够深切感受到， 从梅梅对儿子
的想念，到马向虎拼命努力挣钱，只求
儿子能去城市接受教育， 他们虽然一
次次抱怨钱不好挣，工也难打，但依然
把孤独藏在心底， 继续在外打拼。 这
种离开故土和亲人的打拼， 又是怎样
的孤独呢？ 即使是活了一大把年纪的
爷爷奶奶，对世界的不理解，也是一种
孤独，他们对那些不再依恋土地，不肯
回家乡， 不愿意陪伴孩子的外出打工
者，也是不能理解的。

作者虽然没有在小说中发表任何
带有观点的论述， 但是其中所蕴含的
担忧是显而易见的。 有很多细节都极
具深意， 比如上文提到的和柳树交朋
友的马哲，再比如马舍奶奶离世后，受
过重伤的爷爷也加入了送葬队伍，因
为村子里没有更多的青壮年了！ 小说
中对西北乡村的描绘底色是有“挽歌”

情绪的，老人对农具的细心呵护，对牲
口的念念不舍， 对庄稼和土地的挂念
都是在对农耕文化的追诉。

《孤独树》 有一个开放的结尾，马
哲既没有参加考试，也没有找到妈妈，

只是通过马哲的视角写到火车来了，

一群又一群的人踏上火车， 奔向要去
的远方……离乡浪潮不可阻挡，留守
孩子却找不到自己的挚亲。 到最后，

马哲明白了，不是父母不爱自己，而是
现实生活需要自己尽快成长。 现实问
题的提出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离开
村子的人是否还会回来， 爸爸妈妈是
否复婚，荒芜的土地能否再长出庄稼？

那棵日益茁壮的柳树， 是否能带走马
哲的孤独？ 小说至此戛然而止， 留下
的思考无穷无尽。

（马金莲新作《孤独树》，刊于《花
城》2019 年第 4 期）

走进未燃的灯里
林金壹

上一次看到多多的诗 ，还

是在他作为“朦胧诗派”的成员

之一和舒婷、食指、顾城等人集

体亮相的时候。 而这一次，多多

以他自己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

专属于他自己的诗歌世界。

打开书籍， 随手翻动几页

就已感受到这本《多多截句集》

在设计上的别致：没有序言、没

有目录， 有的只是诗歌文本本

身。 而那些语句，也并未像传统

诗集一般整首整首地排列 ，只

分散在各个空白页上， 或一行

独立，或二三成行，像是散落的

珍珠，既可单独观赏，又可以线

串联，读出散文诗的味道来。 这

样的一本书，与其说是诗集，倒

不如说是精美的 “诗歌笔记

本 ”，图文并茂 ，每一页都藏着

诗人写下的惊喜。

金圣叹在评论《水浒传》时

曾提及 “草蛇灰线法 ”，即作者

在构造小说情节时留下隐约可

见的线索。 如果以同样的眼光

来看待诗歌， 或许也能找到打

开多多的诗歌世界大门的一把

钥匙。 萨特认为，“他者”的存在

是 “自我 ”显现的先决条件 ，并

且两者的基本关系是冲突。 但

在多多笔下，“我”和“你”（另一

个 “他者 ”）呈现出更多样化的

状态。 他们可以相互依附，让一

棵树成为另一棵树的影子 ；可

以共同静止， 以一方的驻足来

停止另一方的徘徊； 可以彼此

躲藏， 让真实的心掩盖在事物

的后面；也可以相互分离，让一

方成为另一方的遥望者与守候

者。 在简短的诗句中，多多道出

了“我”和“你”的微妙关系———

好比一根橡皮筋的两极， 朝着

相反的方向远离又始终紧密联

结着。 在这样的矛盾统一体中，

一切都在不停变换中 ，“我 ”和

“你”相生相克，爱与怕、出发与

折回均是一体两面， 而唯有时

间是恒久存在着的。 综观诗集，

多多探寻人类历史的起点和所

有时间的原点的努力流淌在字

里行间。 那个“我”企图在自己

“看不到的事物 ” 里看到时间

“那朵漫长的玫瑰”， 然后通过

这条玫瑰栈道回到 “狮子还会

思考，美人眼中还没有怒火”的

时候，羡慕着那时的我们“还能

走进不可理解的事物”，感叹着

“她们洗浴的气息已放慢了河

流的流动 ”，然后试着在 “心灵

创造不可见” 的谜题里破解生

活的寓言，欣赏“像创造一样稳

定”的美。

跟随着多多， 我们也仿佛

在时间隧道里驰骋， 带着一无

所知的虔诚窥探宇宙在混沌之

初的奥秘。 诗人在和“他者”的

参照中觉醒， 在原点的探索中

翱翔， 所要成就的仍是那个独

具个性的自我。 这个“我”在黑

暗里睁着眼沉默， 想要点燃沉

默中的那盏“未燃的灯”，“以照

亮从未抵达我们的每一日”。 这

个 “我 ”深深依赖着紧张 ，哪怕

痛苦多如羊毛也仍 “坚守活着

的状态”，不允许任何人前来打

扰自己的孤独。 这个“我”让人

想起 “热得发冷 ”的鲁迅 ，即便

眷恋着黑夜也要为他人带来光

明， 即便热爱孤独也甘愿为他

人奉献和牺牲， 在绝望中挣扎

着活着。

诗人是寻梦者，相信自己的

梦会开出花来； 诗人是孩子，任

性地画下自己的幻想，想让所有

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诗

人是一棵孤独的橡树，有着沉重

的叹息也会举起英勇的火炬。多

多用他作为诗人的独立精神和

玄思妙想写下了这些“没有目录

的诗歌文本”， 让我们得以走近

诗歌本身，看见那颗隐匿在灵魂

深处的赤子之心。

（《多多截句集》多多/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1

月版）

自行冲刷出河道的对话

朱灿

评论家张新颖在其一本书

的序言里曾谈到这样一种认

识———“时间在里面”。 这本书

不神秘，书的名字也叫这个。 一

直印象深刻， 因其容易明白之

处在于，我们“在时间里面”，而

难于做到“时间在里面”。 难做，

源自这里面还有一个自觉的东

西，我们都是寻常人，“自觉”这

种东西， 可能我们也只能回头

找， 在那些过去了的切切实实

的日子里、事情里，在那些由经

历衍变而来的经验里找， 而最

终走出经验，这时才能找到它，

并体会到这种“自觉”带来的欢

愉———它照亮自己。 唯有照亮

自己， 才能见着那些淌过自身

的时间， 它们过去了， 但不固

定 ， 依旧虎虎生风姿态盎然 。

《谈话录》，从这个角度来讲，也

是一本存储着时间的书， 这些

时间依旧附着在那些平凡而不

安静的小事上， 它们在向观望

者诉说。

开篇， 张新颖有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说法：“如果把谈话比

喻成河流的话， 我并不想事先

为它准备好河道。 ”这是实话，

河道从来不是早就被谁准备好

的， 它是河流自己缓缓冲击形

成的，是河自己决定流向哪儿。

交流亦是如此。 按常规思维去

想， 一个批评家和一个作家交

流，更多的是一问一答。 实际上

却并非如此，这本书中，其实问

答的比例不重，更多的是谈论，

以陈述的方式进行的。 陈述意

味着分析的进行、判断的推进，

但它们离结果还相距甚远 ，甚

至可以没有结果。 没有了结果，

很多事情就在这样的交流之中

出来了。 这样的方式才能带来

“自觉”———一种交流上的。

交流对象的选择是相互

的 ，如果从 《谈话录 》的体量上

来看， 可以理解为张新颖选择

王安忆来作为交流对象， 这样

的选择，除开工作关系之外，还

有一点———王安忆特别擅长

“看”。

她看过许多地方， 许多人

事，从小的幼儿园，到长大后下

乡， 回来工作， 再继续求学写

作，等等。 前面几十年的泰半经

历， 在她那一辈人那儿是常见

的。 但很明显的，王安忆所见的

又不同于很多人， 小时候与保

姆生活，保姆是扬州乡下人，在

她那儿，王安忆看到了一种“鲜

艳的颜色”，这样的颜色带给她

一种非常 “清爽 ”的感觉 ，即使

山河动荡时势如涛，这样的“清

爽” 却如此敞阳， 甚至于可以

说 ，这样的 “清爽 ”既照亮了此

后的一段路 ，也 “照亮 ”了后来

的写作岁月。

随之而来的特殊时代里 ，

那些滋生而出的苦闷甚至绝望

感，在她那儿，则看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大部分源自时

代， 另外的则根植于个体的生

命， 时代气息激烈地裹挟着个

人， 个人极其容易地被卷入到

社会脉动中，因其看清，心理上

能稍得一宽敞之所，由是，便能

依循自己的某种感知而 “使精

神上有一个逃避的地方”。 能看

见个人与社会、 时代的纷繁纠

葛， 自然能看到为其他人所忽

略的东西， 一些特别重要的东

西。 王安忆在“看”汪曾祺先生

时，看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劳

动，一个是享受。 回望我们的文

学及文学史， 如此去看待 “劳

动”，是极其少见的。 而劳动本

身是蕴含 “快乐 ”属性的 ，忽视

这个问题，写出的劳动，则必然

不会带着享受的性质， 这样的

“劳动”其实是缺失的。 也即是，

在此一点上 ，王安忆的所 “见 ”

在拯救“劳动”本身。 因为看到

了这些，我们会发现，在王安忆

的笔下，少了一种“怨”，她所写

出的“怨”也只是根植于人生命

本身的阶段性的 、 生活性的

“怨”，而非支配着“谈劳动而色

变” 这一现象的背后力量所蕴

生的 “怨 ”，前一 “怨 ”尚有可解

之机，后者则是死结。

《谈话录 》中 ，王安忆谈到

了许多过往的事，这些事，正是

“谈话的河流”自行冲击出来的

河道。 这自然需得有人愿意陪

你一起冲击出一条河道来。 不

求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的壮阔 ，

但有顺遂自然的态度， 则生机

自蕴。

张新颖和王安忆交流了那

么多， 正好呈现了一个作家是

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 不一定

是需要一个有写作背景的家

庭，更需要你会“看”。 “看”这一

动作，本身就意味着打开，打开

自己，让生活进到生命里来，它

进来了， 个体的人才有机会出

去 ，出去了 ，才能 “自觉 ”，惟其

自觉，才能照见自己。

（《谈话录》 王安忆、 张新颖/

著，译林出版社 2019年 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