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焰火划过时空之笔
榛子

自近代中国起， 写上海的

小说不计其数， 前辈作家中有

《海上花列传》《子夜》《上海的

狐步舞 》《亭子间嫂嫂 》《半生

缘》《围城》《上海的早晨》等等，

极尽描摹光怪陆离之能事，当

代作家也不遑多让， 写上海的

小说林林总总各有风采。 然而

写上海若脱离往事钩沉， 若没

有上海本地人的行踪风痕，又

与别的城市何异？

禹风是上海文坛的后起之

秀 ，《静安 1976》以夏 、秋 、冬 、

春为时序， 以极具空间感的近

乎鸟瞰的机位， 全方位记录了

少年眼中 1976 年上海静安区

里弄街巷的人生百态。 小说的

第一章《外国人来了》属闲笔一

荡，街面上出现了外国人，预示

时代变化即将来临。 故事发生

在葛小宝居住的三层小楼，居

民楼便是整部小说的空间重

心。 小说以这里为圆点， 随着

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发展，

物理空间亦呈放射性延伸，由

家里到马路、到学校、到商店、

到公园，到点心店咖啡馆、到玩

伴家 ， 又到黄浦江和苏州河

……完成全景式拍摄。

同其他城市一样， 大上海

也在历史洗牌的阵痛中负重前

行。 了解从前的历史可以说是

解读《静安 1976》的钥匙，否则

不要说外地读者， 即便涉世未

深的年轻上海读者， 也难以领

会小说真味。禹风主张“所写必

我经我见”，由此可以判断，《静

安 1976》里的人与事 ，大体具

备非虚构的特质， 但其笔法却

有虚构文学的灵动， 没有老实

的平铺直叙，场景、人物、事件

频繁切换，整体通透充满生气，

这生气便是寻常日子的喧嚣表

象和暗流涌动。 在城市的日常

生活里， 各阶层之间从未停止

过由利益引发的彼此关照和互

相倾轧， 每天都在上演大大小

小的悲喜剧。 同其他小说家一

样， 禹风关注的是世态人情伦

理和个人命运走向，众多家庭、

人物的命运线交缠交错逐一呈

现， 便构成一部音律丰富的小

型交响乐。

《静安 1976》 的这种叙事

切入， 符合叙述视角的少年特

点，即便以苛求的眼光看，似有

浮光掠影之貌， 却也显出举重

若轻之工。 少年没有成年人那

般沉重， 他们一眼一眼瞟来的

生活碎片，草蛇灰线片片衔接，

编织成厚重的里弄故事， 却在

成年读者心里生发出感慨和思

考。生活中的人不仅仅是人，它

也是一面镜子， 照出你这个旁

观者，看你有没有偏见。这是对

小说家的残酷考验。

禹风有巴尔扎克 “写尽巴

黎上流社会”般的野心，但笔触

只在民众之间。他的阅历丰富，

眼界开阔，对诸事满带兴趣，这

正是小说家创作动力之源泉。

他不掩饰世间的荒诞， 他的嘲

讽带有温情。 这正是时间的宽

容。

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静

安 1976》 是典型的成长小说，

“让我们荡起双桨”便是那个年

代少年成长环境的典型呈现。

作品里少年的友情， 是禹风用

情最深之处。 成人世界浑浑噩

噩尔虞我诈， 唯有少年坚守着

纯洁和天真，1976 的时代曙光

为他们而露， 艳阳也将为他们

而出。

在很多小说、影视里，我们

看到贫穷、暴力、仇恨和控诉，

看到作者的愤怒。 禹风没有愤

怒，《静安 1976》里关于少年友

谊的描写， 是对仇恨意识的反

讽与消解， 也是对人性复苏的

期待。

《静安 1976》人物众多。 老

一辈朱家、武家、王家、丁家、苏

家，小一辈洪平、洪亮、国祥、志

祥、雅茹、小玲，少年人晓静、蔡

晏、 小不点……场面阔大却不

凌乱，人物性格也不含糊。即使

偶尔出现的串场人物， 革委会

主任老吴和地下牧师老胡，弄

堂小“赤佬”阿六头，也都各有

情节担当，有来路有去处，为故

事添色添彩。上海五方杂处，百

业兴旺，广东人，宁波人，下江

人， 苏北人， 杭州人， 本埠人

……他们的语言习俗大不相

同， 各行业各阶层也有自己的

范式， 禹风熟稔于心， 下笔准

确， 老上海人读来定然会心一

笑。

那些天真可爱的少年啊 ，

如今已经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沧

桑中年了吧，有的在上海，有的

在外地，有的在海外，当你搅动

杯里咖啡或者点起一支香烟，

若要寻找逝去的岁月， 禹风的

《静安 1976》恭候不谢。

兼具文学读本和社会学读

本双重身份， 正是小说的荣耀

归宿。

（《静安 1976》 禹风/著，上
海文化出版社 2019 年 9 月版）

世间万物都叫人苏醒和悔恨
袁瑛

读李修文的散文集，匹配的阅读场景

应该是这样的：陋室孤灯下；雪夜火炉边；

不太拥挤的地铁上， 你刚好找到一个座

位，还有七八站路，此时，我建议你从背包

里拿出一本《致江东父老》。你也许觉得我

的建议太跳跃，时而古典时而现代，时而

清寂时而熙攘，没错，因为这些对立的词

语都被李修文统一到他的散文集里面去

了。你还要在你的手边，放一杯加冰的酒，

谨防被里面浓烈的情感扑面裹挟，你需要

用一口酒缓一缓。李修文的深情和浓烈是

让人猝不及防的。 读到激荡处，这杯酒上

可敬敬天空，下可祭祭大地。

李修文是个温度高的人，所以，你去

看他的书，会被他温暖，会在绝望中燃起

希望。 在文章里， 李修文会先做个旁观

者，冷着眼，袖着手，可捱不过三分钟，这

旁观者 ，便要下场 ，入戏———演 《桃园结

义》他会感其义，演《十八相送》他会感其

情，如果遇上京娘，他也会演一回赵匡胤

啊！ 贵州小镇旅馆里得了绝症的服务员

姑娘，来到东北小城的过气女演员，邯郸

红梅旅馆里丢了儿子的山东男人， 榆林

雨夜中唱荆州花鼓戏的瞎子……这些萍

水相逢的人啊，他一旦遇上他们，便认他

们做了 “江东父老 ”，他做过他们忠实的

倾听者和“一期一会”的陪伴者。 但大多

时候的李修文是一个弥漫着悲伤的人 ，

是一个悲悯的人。 “这是尘世之大，所有

的苦楚都在现形，……这也是尘世之小，

做人做妖，作魔作障……”这是李修文最

智慧的地方，他笔触之处，虽然全是这一

个人和那一个人的劫难和痛苦， 可是他

把这些劫难和痛苦全放到天地之大去

写，放到万物之杂去写，个人的“大”与天

地之 “大 ”一比较 ，个人的 “大 ”就变 “小 ”

了 ，变 “小 ”了 ，仿佛也就可以跨过去了 。

这也是李修文的勇敢之处， 他是要劫法

场的人———“倘若我们自己不去劫了自

己的法场， 难道说， 我们就活该低头认

罪，直至被开刀问斩？ ”这位写作者，像一

位战场上厮杀的将军，他负责胜利，负责

前进，但他也负责断后，他不允许自己抛

下那些伤者 、弱者 、残者 ，他的眼睛总能

看到那些落伍的人，落后的人，在难处挣

扎的人。 “自我开始写作，就一直面临着

一个困惑 ，即 ，我们的写作 ，似乎总是无

法与我们置身的时代、 我们所遭逢的人

事和际遇互相印证。 ”他的写作，是要打

破这个困惑、打破这个距离的。 他不愿意

在玻璃里面做出世的旁观者， 他走上前

去，推开玻璃，和那些人站到一起。

李修文敏锐地捕捉到 “古典 ”和 “当

代”之间的心领神会之处，“变”与“不变”

之处，毫不犹豫就用了古典的民间的礼节

和仪式去迎送这些当代的“江东父老”们。

“无论我们与它们诞生的时代有多么遥

远，我们也能够确信，它们所传达的气息

与处境与我们是相同的，风雪山神庙和那

座不得其门而入的城堡其实就是一回

事。 ”

陈平原教授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

文———明清散文研究》里讲：“除了语言文

字，散文一无依傍，不像诗歌有韵律与意

象、小说有人物与情节、戏剧有动作与声

音、电影有色彩与图像。 ”李修文的散文仿

佛是这段话的反证， 正因为无所依傍，才

有了依傍的自由。 他似乎动用了诗歌、小

说、戏剧、电影的“依傍”，怎么叙述起来舒

展就怎么叙述———一个“说话”的人，只要

能令他“说话”的内容生动起来的技巧，他

都不会放过的。 李修文没有拘束和禁忌，

于是作为读者仿佛看见他频繁行走在散

文文体的边缘，而在他，边缘在哪里？作为

写作者，他只管着写，是否是路，也许走过

去就是一条路了。因此，《猿与鹤》中，李修

文呈现了他散文最丰富的一次面目：蒙太

奇，自我的分身与投射，叙述视角的转换，

幻想与真实的模糊。而《我亦逢场作戏人》

呈现了他最溢出文体的一次叙事，崎岖起

伏的叙述推动了长度的从容扩张，从而实

现文本容纳更立体的人物和更陡峭的事

件的可能。 那么回望李修文的古典主义，

实在也要算作他文章技法的一种，但因为

这古典主义是他的文化血液和文化印记，

因而成为他文章风格的显性基因。在散文

的山头， 李修文从容插上自己的旗帜，这

旗帜，正迎风猎猎作响。

（《致江东父老》李修文/著，湖南文艺
出版社 2019 年 9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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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是一个传播
茁壮信息密集的时
代， 也是一个极易被
遮蔽被忘却的时代 。

人们已约定俗成地将
李寂荡视为编辑家以
及评论家。 其实李寂
荡首先是一位诗人 。

他的诗歌写作其实很
早。 他所出版的诗集
《直了集》， 集中展示
了他的阶段诗歌写
作， 这部诗集后来获
了尹珍诗歌奖， 贵州
文艺奖， 这体现了他
作为诗人， 作为贵州
省代表性诗人、 作为
全国性有影响的诗人
的成绩。 李寂荡的意
义 不 只 是 贵 州 “70

后”诗歌，也不只是贵
州诗歌。

李寂荡曾说 ，诗
歌的意义是对功利与
虚伪的抵制，这是诗歌
的本来功能。李寂荡的
写作，体现出一个诗人
对诗歌写作初衷的坚
守。 我们也知道，对于不少诗人来说，诗歌
在写作传播的复杂链条中，常会言过其实、

或言不由衷，诗与愿违，这点李寂荡值得我
们宽慰和学习。诗歌应该是我们保持自我、

维护真实的一种精神支撑物。

已有评论者指出李寂荡是一位抒情
诗人，凡诗皆抒情，其表现强弱是一个程
度问题， 我倒是认为李寂荡属于明里抒
情，暗里思辩的路线。他是一个故事型的
诗人，一方面，他能讲故事，其文本表现
即“叙事”，总体看形散、节奏缓慢，需要
静心慢读， 需要用心体会和回味其中深
意，如此也可以说，他的诗是一种求真务
实并且情感深沉的记录、摄影，作为知识
者的他对时间、 对发生保持着发自内心
的承担与关怀， 并在字里行间透露着他
深厚的文化素养。

叙事当然只是一种策略。 李寂荡是
清醒的。他曾说，他的写作是典型的、经验
性的，在场的，日常性的，不同于玄思性的
写作，并不希望写作“就事论事”，或者“就
世论世”，而是从“此在”延伸到“彼在”，延
伸到人生、生命终极性的普遍性的问题。

就此，我认为他在努力另辟蹊径，虽然他
本身源于“学院”，却坚持尊重事实、现实，

靠近和深入生活，这是一种主体性极强的
“化用”，厚积薄发。

也正因此，李寂荡的诗歌写作是娓娓
道来的，跳跃性小，并不故弄玄虚或晦涩，

总体通俗易懂，平易近人。 这体现出他对
生命、生活的深刻体会之后的深入浅出。

文似看山不喜平，而这种平中见奇，则是
一种难得也更具难度的境界。 事实上，从
语言的层面， 李寂荡对我们也是一种提
示，语言的陌生化审美效果，它其实先来
自“不陌生”。诗人的任务，其实就是先“混
迹”于人间，以敏锐的触觉和慧心，在平常
的物事、大同的环境、相似的发生，然后有
效地贴近和捕捉那一丝甚至莫须有的诗
意的存在。

李寂荡前期的写作立足于 “记忆”，它
包括成长与成熟的经历和体验， 并在其诗
与思的实践里， 初步构成和完成了对 “情
感” 的自我发现与审视判断， 包括关于死
亡、孤独与虚无感等方面的疑虑与思索，这
是每一位诗人都必须自我面对和阶段解决
的精神命题。而下一阶段，相信他的写作会
进入到新的段落， 因为他实质是一个思辩
型的诗人，人生在世，他拥有对人、对环境、

对终极命题和反思、忧思，以及在这过程中
必然花儿般自由绽开的关于美的遐思。

（《直了集》李寂荡/著 ，贵州教育出
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