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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一个国家发
展的重要因素 ，而汽车
作为工业中的关键环
节， 它的生死存亡同样
影响着时代的布局。 遥
想千年之前 ，华夏文明
涌现出诸多先进的发
明， 让工业文明的种子
遍布世界。 然而在传统
理念下创新思维日益消
亡 ，思想局限的国人只
能眼睁睁地看着西方世
界的加速前进 ，自己却
在偏离的轨道里置于末
列 。 遗憾的是 ，技术上
的差异在 20 世纪仍持
续着，亟待热血、坚毅的
人们前去开拓 。 由此 ，

浩浩荡荡的汽车革命如
火如荼地开始了 。 《北
汽时代 》便记录着北京
汽车工业发展的跌宕起伏与曲折前行，

彰显着北汽人始终秉承的精神火种。

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作家李春雷
的《北汽时代》选取了典型的历史事件、代
表人物，甄别报告的对象，以文学的眼光
关怀汽车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起伏。 作者
将自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汽车公司从无到
有、 由衰至盛的过程以真实的语调予以
表述， 让人能够直面当时我国汽车产业
在夹缝中生存的两难处境。当时，由于缺
乏技术支持， 北京汽车行业的成长举步
维艰，尽管有国家政策的扶持，中外合资
公司顺利筹建， 但是面对美方在谈判桌
前的层层逼近，作为尚缺乏经验的新兴产
业———北京吉普项目在长达 4 年多的等
待后，才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落定。

当然， 这只是北汽发展过程中遭遇
的困难之一， 汽车人面临的艰苦仍在继
续。 急于求成的开发策略、 处于下风的
技术与资金， 包括主动引进切诺基的错
误决策，都让“市场换技术”的理想化为
泡影。 书中并无刻意的修饰， 而是以平
实、 沉稳的言语诉说着其成长过程中的
经历与憾事。作品所展现的文学场景，较
之现实场景更加逼真， 让人有身临其境
的感觉。虽然它脱胎于社会素材，但是通
过艺术加工与提纯，去伪存真，反倒多了
可读性与形象感。 作者从汽车工业题材
切入，将汽车与人类、汽车与国家命运紧
密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书写的是改革开
放 40 年的时代变迁，细细品读，只觉大
气磅礴，收放自如，展现了一代代汽车人
的文化气象与精神风貌。

在《北汽时代》中，产生了无数兢兢
业业的从业者， 他们可以是流水线上的
普通工人，是精于更新的技术人员，也可
以是心怀汽车理想的领导。他们的职位、

学历不同，但他们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

他们所努力的一切， 都是为了国家汽车
工业的发展，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超越其
他国家， 真正实现中国品牌的自主、自
立。书中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文字是具
有温度和色彩的，在严谨的结构下，将这
些工人的感人故事娓娓道来。 书中存留
着许多的经典案例与经验， 即便放眼今
日，仍具有现代性与借鉴性，可谓一部宝
贵的创业工作实录。

踏入真实的生活旋涡， 报告文学才
能直面现实的精彩， 在思考与批判中感
知文学的活力与价值。书中的主角，是北
京汽车行业，也是其中无数的建设者，在
不同的文学视角中， 他们传递出同等的
思想趋向， 这同样也是作者深锐的精神
表达。 可以说，《北汽时代》 有理性的笔
触，亦有感性的流变，翻开书页，或许在
某一个片段中， 这些不经意的感动便会
沁入人心。

(?北汽时代 》李春雷/著 ，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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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思想也开“花”

罗振亚

1990 年代曾被称为 “散文的时代”，

如今 ，尽管 “好写 ”与 “走俏 ”的互动两维

仍在，写作队伍和产量更加壮观；但是表

面的喧嚣掩饰不住内在的混乱 ， “一窝

蜂”似的同质化倾向，偏于抒情与记事的

“自恋症”，“散文”的腔调过盛等因素，使

散文创作日渐泡沫化， 自生自灭成了不

少文本难以逃避的命运。 正是在这种背

景下 ，黄桂元的散文集 《口音里的乡愁 》

悄然面世， 并以卓然不群的姿态风骨尽

显博得了读者诸多赞叹， 原来性情思想

也开“花”儿！

桂元是以批评家身份扬名文坛的 ，

其实他更是出色的创作者 ，小说 、诗歌 、

散文样样来得，尤其是散文愈加精湛。太

多的社会感受、 人生沧桑敦促他 “有话

要说”，达观冲淡、返朴归真的心境，又和

自由的文体散文存在着天然的相通 ，他

走向散文创作乃必然的宿命。 桂元的散

文视野阔达 ， 从围棋个人爱好的 《“天

使 ”，或 “魔鬼 ”》的演绎 ，到父女 《天涯无

语》的复杂情愫的滋味咀嚼，从关注地球

生态的 《物种与人情 》的关系建立 ，到台

地 《妩媚的 “两岸 ”青山 》的风景敞开 ，从

葛红兵 、刘川鄂 、杨光祖 、王双龙等 “高

人”集束性曝光的《我的“鲁五”批评家同

窗》，到《宇宙的孩子》天才诗人樊忠慰精

神和艺术世界的深度解读……仿佛宇宙

之大 、蝼蚁之微 、悠悠苍天与渺渺心河 ，

均在他掌控之中。

一切喜怒哀乐皆肇始于生命内部的

发生机制，使桂元笔下之事、之情都十分

“走心 ”，带着他的体温 、呼吸和才情 ，这

种个人化笔调注定他的散文常富有自传

色彩，又能折射时代和现实风云，从中的

一些瞬间、细节和事态，可以窥见作者的

精神成长史。 如《滚滚红尘，以不变应万

变》中的主体形象就很真切。 在略显下沉

的畅达语言流动中，一个思想独立而有主

见、不随波逐流地坚守初心、貌似愚钝实

为讲究尊严原则的读书人形象跃然纸上。

就网络写作发表感慨的《缪斯与“自动写

诗机”》， 更见桂元的性情， 面对媚俗的

“新事物”，他绝不趋言附会，而是坦率自

然又锋芒犀利地表明自己的批判态度，鞭

辟入里，痛快淋漓，其意见击中了创作时

弊。 不难看出，桂元的散文很少经营风花

雪月的消闲文字，不作未来世界的空头梦

想，而是在“此岸”的关怀中体现出某种思

想品位，其思考范围之广，忧患问题之多，

阐发见解之深，可视为传统知识分子人格

的外化。

和主要依赖心性的诗歌不同 ， 散文

还要靠心性之外的文化和识见支撑 ，因

此有人说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 偏于理

性的心智结构，和丰富的经验阅历遇合，

使桂元在情、 事状写过程中兼顾了思想

的发现，很多作品因对事物观察敏锐，获

得理性的提升； 同时深厚的学识和文化

积累压着阵脚， 保证了文本常如一系列

人生边上的 “眉批 ”，一片片情理浑然的

智慧家园，有着一种生命的通透。桂元哲

学理趣丰盈的散文多能达成情、意、知的

三位一体，与传达感情介入现实同步，凸

显出思想的筋骨，厚重深邃，和那些仅有

一点灵气与俏皮的文本划开了界限。

很多人都有一个认识误区 ， 觉得散

文最随意最洒脱也最好写。 事实上散文

在所有文体中最讲究趣味性， 最需要语

言功力，最易学难攻。特别是近些年那些

“发嗲倒胃”的抒情散文和“累死人”的文

化散文， 更加重了读者的挑剔情绪和写

作难度。 桂元在散文中能以平常心观察

事物，思考问题，和读者做推心置腹的平

等交流 ，娓娓道来 ，自然书写 ，追求内容

和文字在透彻、 本色和深入浅出方面的

同构， 风格轻松朴素随意， 流畅又不雕

琢，自然却少矫饰，摆脱了“像散文”的思

维怪圈。同时，桂元长期批评的功力和渊

博的知识底色融入， 又使他的一些文本

带着学者散文的风采， 语言兼具散文行

云流水的舒放和诗歌的深婉洗练， 字里

行间氤氲着飘逸的书卷气， 情感和思想

绽开的艺术之 “花”都是以自然美的形态

出现的。没有丰厚的人文知识底蕴，没有

上好的语言和想象力训练， 这样亲切自

如而精致优雅的表述是很难出现的 。 中

国散文多 “文胜于质 ”，桂元朴素自然的

艺术追求不能说就消除了这一弊端 ，但

给人指出了一种希望的向度。

不论散文文体怎么变化 ， 被打开多

少种艺术可能 ，但情真 、意深 、语美恐怕

永远是在读者在其中的“通行证”。

（《口音里的乡愁 》黄桂元/著 ，江西
高校出版社出版）

批评的文本还是文学的文本？

刘小波

吴亮的新作《不存在的信札》给批评

家出了一道难题，不但文本从形式到内容

都打破了小说的固有形态，就连其属性都

很难界定， 这究竟是一个批评的文本，还

是文学的文本？ 算不算一个小说？ 更吊诡

的是，吴亮最终呈现的是一个存在过与否

都值得怀疑的事件与文本。

作为批评家的吴亮形象已经根深蒂

固，虽然他已经写过不少小说，但是其作

为批评家的批评的锋芒丝毫不减。尤其是

《不存在的信札》，首先就是一个关于艺术

批评的文本。作品聚焦的是上世纪九十年

代艺术圈的故事。 一方面，作者曾转型到

艺术界很长时间，对这一圈子的生活较为

熟悉，这也可看做是生活的实录。 另一方

面，小说是很典型的带着个人锋芒的艺术

批评文本 ， 因为作品涉及了很多艺术现

象、观念、流派、作品的交锋与论争。 同时

这也是一部百科全书体的小说，涉及了多

种知识、观念，这些描写很多都不是情节

的书写，而是一些观念的探讨，具有批评

的意味和理论的高度。

《不存在的信札》 全书共两百多个小

节 ,大部分是信札 ，很难和一般的小说相

提并论，人物、情节、时间等小说的基本架

构并不明显， 反而像评点派的批评文本。

写信人的身份未交待，收信人多达二十几

个，包括亲人、朋友、特殊的爱人等，但也

未交待具体的身份。 除了信件，还穿插着

谈话录、日记残章、自述、研究、残稿、讲义

等不同形式的短章。这些或引用或编撰的

文字， 让小说蒙上了浓郁的神秘色彩，更

给解读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同时，作为先锋文学的推动者 ，吴亮

在文本中对先锋文学多有回顾和回应。先

锋文学一度在文坛刮起旋风，吴亮等批评

家功不可没。 读《不存在的信札》，很容易

想起孙甘露、格非、马原等作家，想起《请

女人猜谜》《棋》《虚构》这些先锋之作。 《不

存在的信札》的先锋味十足，故事碎片化，

情节独立化，作家精心营造了一个个的迷

宫。 最后，作者还是采用先锋文学惯常的

结尾模式：“不存在的信札”， 也许这一切

根本就不存在。写过《马原的叙述圈套》的

吴亮，也在小说里玩了一把同样的游戏。

批评家再次推出长篇小说， 这本身就

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件。 在先锋文学出现

几十年后，先锋作家普遍转型的时代，吴亮

推出这样的作品，可谓对一个时代的怀念，

———对那个文学黄金时代的怀念。 《朝霞》

已经具有这样的风貌，《不存在的信札》走

得更远。 从文学性上来讲，《不存在的信札》

进行了技法的探寻， 进行叙事风暴或者说

他本人提出的“叙述圈套”，这或许是他对

当前长篇小说书写的失望和不满。

批评家进行文学书写，除了不满，必定

也寄予了某种文学史的期望， 吴亮的写作

可以说是形式与内容（主题）的双重突围。

他的长篇小说《朝霞》自发表以来，便因其

内容的独特性与形式的先锋性引发了广泛

的关注。 《朝霞》是一部成长小说，讲述上个

世纪七十年代， 阿诺及其伙伴整日生活在

漫无边际的聊天和格格不入的闲言碎语之

中。 《不存在的信札》的风格与之类似，不过

更进了一步。 《朝霞》中吴亮的目光是散漫

的，他不屑于交代人物之间的勾连谱系，而

是选择了捕捉气息和再现温度， 在这些看

似电影镜头般纷呈的段落中， 吴亮却像个

出色的剪辑师， 精准地把握住了上海那个

年代的色调、人们日常生活的步子，以及成

长期少年那永远的焦灼和怅惘。 他通过这

一群游散的少年，来书写那个零乱的年代。

《不存在的信札》也是如此，通过对一个时

代的剪辑拼贴，来怀念它。

或许作为批评家的小说作者更喜欢

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小说还有没有只有小

说才拥有的特质？ 无论是选择书信体，还

是单向度的倾诉模式，抑或是涉及门类的

繁琐，似乎都在指向一种后工业时代人所

面临的异化状态，或者也是一种“他人即

地狱”的存在主义式困境。 吴亮在这个书

信体小说中尝试一种小说的新样态，是直

抵人性的作品，是批评家的反思，也是以

身践行的努力和尝试。

（《不存在的信札 》吴亮 /著 ，刊于 《收
获·长篇专号》2019 年冬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