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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重性：遗失灵魂的人
谢志强

2019 年 10 月公布的 2018 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 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

克首部图文并茂的童书 《遗失的灵魂》获

得了多项童书奖，现今亮相中国。

版权页注明为长篇小说 。 就字数来

算，只能定为小小说，一千余字，是标准的

小小说篇幅 ，再加上绘画的页码 ，够 “长

篇”的规模了，可谓号称长篇。 但是，小小

说以开放式呈现，不失为新颖出奇。 一篇

小小说能装扮得如此豪华、亮丽，与绘画

结合，形成别致的文本。我设想，如若选择

五篇小小说，配上绘画，以“集团军”的方

式进入童书领域，会是怎样的景象？

好的童书，或称儿童文学，老少皆宜，

同时，也探索成人的主题。比如《小王子》，

它就老少通吃。

《遗失的灵魂》 探讨的是双重性的问

题。灵与肉，即灵魂与躯体。一个人忙碌世

俗的事情，把灵魂远远地丢在身后，于是

他觉得四周空空如也，同时，觉得躯壳里

也空空荡荡，他被诊断为弄丢了自己的灵

魂。 唯一的办法就是停下，等待灵魂赶上

来。 其中，描述他等待的时间，“胡子甚至

长到了腰间”，“终于……” 灵魂气喘吁吁

地追了上来，从此，灵与肉合而为一。

高级的作家还进一步往细里掘进：他

还做了一件事———把手表和行李箱（这两

个物件象征着快的现实）都埋在后院。 他

过起了慢生活。

于是，出现了儿童文学的元素：手表

里长出了美丽的花朵，仿若铃铛，行李箱

里生长着一个大南瓜。

花朵 、南瓜 ，是相对城市快节奏 （手

表、行李箱）生活的大自然的慢节奏，是季

节性的时间。

托卡尔丘克在一千余字的小小说里，

简约、 明快地呈现了一个重大的存在境

遇，从而让我们觉悟：应当过什么样的生

活？ 尤其是在加“快”的现实中，会缺失什

么？ 寻找什么？ 由此，警惕灵与肉的分离，

不致于沦为行尸走肉。

关于双重性———灵与肉、快与慢的悖

论，我们没有警觉，但可能经历过。我曾写

过类似的一篇小小说，归为艾城系列。 其

中的人物，行动迅疾，躯体总是跑在前面，

而灵魂滞后，她跑到目的地，疑惑：我来干

什么？返回去询问，知道了要做的事。灵与

肉的分离，这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称为

“没带脑子”，或“丢了魂”，可归为托卡尔

丘克所写的“遗失的灵魂”同类人。 看来，

这类人还有“普遍性”。

双重性问题，有个强劲的小说谱系，比

如卡尔维诺的 《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而

博尔赫斯、史蒂文森尤其擅长表达双重性。

2018 年 1 月 30 日，我读托卡尔丘克

的小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在扉

页记下如下点评：杂糅与碎片———当今世

界小说的进化标本。我感觉此作像是挣脱

或剥离了时间的束缚，以碎片化的形式呈

现，由此，成为一个永恒的故事。 寓言小

说，我尤其喜欢其中笼罩、流动、弥漫着非

线性的气息，像是民族记忆的定格。

换个角度，也可将其视为一系列小小

说式的碎片组成的长篇小说。我期待她的

长篇小说《云游》，由一百一十六个短篇构

成， 也可视为系列小小说组合成的长篇。

每篇都独立自主。

那么，小小说在当下，不是能够采取

系列的方式呈现吗？ 由此，形成了长篇小

说与小小说的能量平衡。

我甚至猜测，《遗失的灵魂》可能是托

卡尔丘克某部已写或将写的长篇小说的

一章。 因为，我在其长篇小说《白天的房

子，夜晚的房子》，时而见识过这类小小说

式的片断。 我在读长篇小说时，往往像小

孩玩积木 ，忍不住会 “拎 ”出其中一个片

断，当成小小说，托卡尔丘克和卡夫卡的

长篇，轻易地让我“拎”出好多篇，还独立

成篇，不失为一种阅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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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就是从这
个门槛迈出去， 沿着这
条小路走出去， 然后走
到北京、 上海， 走到延
安 ，走上风风雨雨的革
命征程……” 站在义乌
市赤岸镇神坛村的冯雪
峰故居前， 冯雪峰的侄
子冯潮忠这样告诉我 。

小屋很安静。 这是一座
建于清宣统二年的四合
院，平时由冯潮忠看护。

有人来参观， 他把门上
的锁打开，领着人进去，

主动做讲解员， 人走后
又把门锁上。

冯雪峰故居坐北朝
南，高大的院墙上有一道
墙门，门额上写着“为善
最乐”四个大字。 旁侧镶
着一块石板，石板上面是
作家丁玲的题词：“雪峰
故居”。故居是个四合院，

就像我们儿时住过的众
多老宅中的一幢。 中间一方小小的天井，冯
潮忠说，这屋子是冯雪峰出生那一年造的。

冯雪峰从小天资聪颖，虽然 ９ 岁才得
以上学，却是当时这个农民家庭唯一的读
书人。 他聪颖好学，看书过目不忘，小学毕
业后，他背着家人偷偷跑到金华投考金华
中学，以第一名被录取。 不久，他又以第二
名的好成绩， 考上了金华省立第七中学。

1921年他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再从杭州走
到上海。 1925年，他开始“北漂”———在北
大当了一名旁听生。 故居的板墙上挂着他
当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时的照片，18岁的
他双目炯炯，英气逼人。

在 “北漂 ”时 ，冯雪峰以惊人的毅力
自学日语，没有多久，他就能翻译日文的
诗歌、 散文 、 小说和进步的文艺理论 。

1927 年，年仅 24 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而后在上海经柔石介绍认识了鲁迅，

从此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发表了译
作 《花子》《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

并奉党组织之命，与鲁迅先生商谈，成立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实现了进步作家的
大团结。 在上海，他在一边逃避通缉一边
翻译作品和创作， 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自
己的信仰中， 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唤起国
人的觉醒意识。

去年 ９ 月，我站在金沙江畔，想起冯
雪峰是现代史上唯一参加过二万五千里
长征的作家。 长征路上，他不仅要打仗，

还要搞宣传、筹购军粮，同时还要投入战
地采访与记述， 甚至一度在征战中迷路
失联。 如此种种，长征成了冯雪峰一生最
难以磨灭的记忆， 而且他一直想把长征
的经历和故事写成长篇小说。

1937年冯雪峰回到了老家，他开始静
心创作反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小说
《卢代之死》。 1940年，这部关于长征的小
说初稿基本完成，约几十万字。 正当他感
觉一大心愿即将完成时，却突然被国民党
暗中逮捕，押送到了江西上饶集中营。 “被
抓前，大伯曾交代家人，家里阁楼上的几
担米要好好看管，别烂了。 其实那里藏的
就是大伯写好的书稿！ ”冯潮忠说，不幸的
是后来这些手稿还是全部丢失了。

冯雪峰墓位于故居后面的小山坡
上， 顺着故居屋后桂花树边的石子路上
山，穿过一个小湖之后，几十米就到了墓
地。 冯雪峰与妻子一同葬于此处，他的墓
很特别，没有墓碑，青草丛中有三块大石
头，呈“品”字排列。 墓的一侧是他爷爷奶
奶和母亲的墓，不远处是父亲的墓。 据说
魂归故里是冯雪峰的愿望， 因为年轻时
奔波在外，没能好好尽孝。 他希望死后能
葬在长辈们身边，永远陪伴他们。

冯雪峰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坚守
的一生。 他相信真理、敢于直言、忍辱负重，

他是信仰的坚守者，也是文学的坚守者。

感 恩
黄国荣

人一生中需要感恩的人太多太多，对

我这样四海为家且又痴迷文学的军人来

说，尤其要感谢文学的启蒙老师和那些为

他人作嫁衣的编辑，他们都是帮扶过我的

幕后英雄，更值得感念。

第一个启蒙老师应该是我们镇的陈茆

生。他是宜兴一中高中毕业，那年他以笔名

陈出新在《雨花》和《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

两篇小说，我记得其中一篇叫《李百晓跳出

迷魂阵》。 我们镇文化站搞文学讲座，请他

介绍创作这两篇小说的体会。听完讲座，我

深受启发，原来小说就这么写，今后我也能

写，这情景如同发生在昨天。

真正帮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老师

是要塞区战友李荣德。 1977 年军以下单

位的文艺宣传队解散了，我这个文化干事

再不用一天到晚编写文艺节目，一时有点

失业的感觉。李荣德那时已调济南军区话

剧团创作室当创作员，他劝我写小说。 我

上来就写故乡生活的长篇小说，一气写了

七万多字。李荣德看了，说我能写小说，但

这七万字不行，指出了许多毛病，说得我

满头冒汗。 他劝我还是先从短篇写起，上

来就写长篇，失败居多，浪费了时间和青

春。 于是我扔掉了那七万多字，从短篇小

说写起，1978 年就在《解放军文艺》和《前

卫文艺》发表了《突上去》和《正副班长》两

个短篇小说。他转业后在江苏文艺出版社

退休了， 我一直把他当启蒙老师保持联

系。

我把第三篇小说《鲤鱼跳龙门之喜》投

给了《萌芽》，很快就收到老编辑孙雪吟的

信。 我并没见过他，说他老，只是因他写的

信全是繁体字。 他曾退过我一篇伤痕文学

小说稿，他让我不要跟别人走，要写自己熟

悉的生活。 这一篇他说我找到了自己熟悉

的生活与语言，富有江南水乡的文学意味。

小说发表后，我与他却失去了联系，他退休

了，连句感激的话都没能向他表达。

《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 选载了

我的中篇小说《尴尬人》《平常岁月》和短

篇小说《信任》，有刊物开始向我约稿。 先

是《上海文学》的厉燕书编辑，我应约写了

中篇小说《陌生的战友》。 从约到发表，她

前后给我写了十多封信，作品一审二审终

审，一有意见她立即写信向我通报 ，确定

发哪一期，她又写信；确定发头题，她又写

信告之；后来发了二题，她又写信解释。她

还让我推荐作者，我给她推荐了我也只读

过她作品而未见过面的钟晶晶，后来《上

海文学》发了钟晶晶几部小说。 直到厉燕

书退休，我也未能见到她。 她退休时还写

信告诉我，接她班的编辑叫姚育明，让我

有事与她联系。 直到今天也没能见到她，

想起来非常歉疚。

我总感觉欠《上海文学》一份情，于是

我又写了部中篇小说《走啊走》，农民走到

今天，失去了土地怎么办？ 我把小说寄给

了姚育明。 过了一段时间，姚育明给我来

信，说《走啊走》写得很好，但七万多字，他

们刊物发不了，她已把小说推荐给了《收

获》的副主编肖元敏。 没想到《上海文学》

的编辑都这么真诚热情。

《收获》的编辑也是如此。 不久，我就

收到了肖元敏的信， 说小说稿他们研究

了，决定留用，因巴金先生住院，李小林主

编一时抽不出时间终审稿子， 让我等一

等。又过了一段时间，肖元敏再次来信，说

李小林主编已经终审， 说稿子不错，《收

获》可以用，但有点长，请我压缩到五万字

左右。 我按照他们的意见，将稿子压缩到

五万七千字，《收获》发表了，《中篇小说选

刊》选载了这部小说。

《芙蓉》要搞小说专号，向我约稿的是

谢不周。我用了一周时间为他们写了中篇

小说《履带》。谢不周很快回信，说很好，不

想把这个中篇放在小说专号里发，下一期

放头题。 当时因感冒，对小说有不满意之

处，于是我又重新改了一遍。 发表后，《小

说月报》 刘书棋特意从天津赶来北京，说

他们要头题转载， 要我连夜写一篇创作

谈，第二天一早他带回去发稿，那时还没

有网络邮箱。 这样我才认识了刘书棋。

《萌芽》《上海文学》《收获》《芙蓉》到

《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除刘书棋赶

来取稿见过外，其余帮助过我的编辑都没

有见过。 还有评论家孟繁华老师、陈辽老

师、胡平老师，他们评介推荐我的作品时，

根本不认识我， 完全是看作品不看人，在

浩瀚如海的作品中寻找佳作，寻找作家。

感恩的人，必定知足。 如论对父母、对

老师、对长辈、对朋友、对社会，他总感觉

欠得太多，必定会终生用心努力图报。 施

恩赐惠助人帮人者，对帮助过的人并没有

过多的奢望和要求，你心里有他，有空问

候一声，方便时看望一下，哪怕有喜悦快

乐一起分享一下，有苦闷忧郁一起排解一

下，也就足矣。 感恩不在礼，而在心；也不

必刻意，心中有，心意到，什么都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