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李修文

作品中的情感明显

多了坚实的物质和

精神基础 。 这种饱

尝人间冷暖却依旧

投入生活的情感，才

是散文所要追求的

生命气象 。 借用本

雅明评论普鲁斯特

的话说 ，李修文 “并

非按照生活本来的

样子去描绘生活，而

是把它作为经历过

它的人的回忆描绘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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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性与散文写作的抒情传统
———评李修文《致江东父老》

“两个我 ”与 “真正
的写作”

《致江东父老 》中的 “我 ”常

常作为一个 “失败者 ”的形象出

现。 这种“失败”不仅仅是世俗意

义上的物质和尊严的匮乏，还意

味着作为精神领域生产者的“难

产”。 在《七杯烈酒》中，李修文把

最后两杯酒留给了自己 ， 因为

“三个月以来， 在这石圪梁村里

坐卧 、游荡和狂奔的 ，其实是两

个我”： 一个是肉身在现实中的

失意者，一个是渴望精神还乡的

写作者。 李修文的这“两个我”，

无意间道出了叙述人身心的巨

大分裂。 “严重的时候，一个我，

几乎容不下另外一个我。 ”前者

的 “我 ”如同牢笼中被豢养的动

物，而另一个“我”总想要虎口脱

险，逃出笼子。 这似乎印证了那

句“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

上”。 而从理论上说，这又不过是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从

根本上说，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

的人又是每个人特别是写作者

都要思考的问题。 李修文通过叙

事不仅确认了“两个我”的存在，

还坚定了写作者的 “我 ”应排除

的干扰和领受的一切。 “真正的

写作 ，如果你要它来 ，就得首先

推开那些无用功和过路人，像另

外一个我， 在雨水里泥沙俱下，

又在春风里滴血认亲。 ”

此番论述，不应只当作小说

家虚构的戏言，而应看作进入作

品的入口。 在现代文学艺术中，

除了某些形迹可疑或自我标榜

式的“元小说”“元叙事”外，叙述

者一般不会直接袒露作家本人

的创作意图，而是极力掩饰自己

的内心活动，甚至有意与读者进

行潜在的博弈。 然而，《致江东父

老》却是以极其坦诚的姿态建构

出一个开放的文本。 李修文屡屡

念及创作的艰难与流产，现实生

活的不易，还有那无处安放的灵

魂 。 他甚至不惜将人与动物并

举。 开篇的《猿与鹤》，那个“钻火

圈 ，踩自行车 ，作揖 ，做鬼脸 ”的

猿，何尝不是为生计在众人面前

浑身解数的“他”呢？ “他之不死，

和那只猿之要死，岂非就是一回

事？ ”必须承认，我们在现实中可

能大多时候都只能是这个在众

人面前“献丑”的猿。 可是，我们

不能忘记，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

一只鹤 ，只是这只鹤 “在鸡群里

呆的时间太久了”。 当我们最终

想起身体里那只鹤的存在时，我

们却已经丧失了飞上天的能力。

不妨回到文体的问题。 从文

体的角度看，这种发自作者内心

的比附究竟是虚构 ， 还是非虚

构？ 小说还是散文？ 《致江东父

老 》 显然不是近年十分流行的

“非虚构”，就像李修文并不认同

虚构/非虚构的划分一样。李修文

的写作融合了真实/虚构、 散文/

小说 ，按照作家的说法 ，它旨在

恢复中国古代文章的传统。 这一

传统与西方对文体的划分彼此

独立， 并不能构成有效的对照，

但对写作者而言却是一次脱胎

换骨般的尝试。 倘或运用得当，

势必对散文乃至整个文体的概

念构成强大的冲击。 《致江东父

老 》收录的与其说是散文 ，不如

说是文章。 这反倒有效处理了散

文文体与虚构/非虚构之间的关

系———如果我写的是文章 ，谁还

会在意你写的是真实还是虚构？

换言之，如果文体自身构筑起一

个坚固而完满的故事世界，那么

其属性就变得不再重要 。 事实

上 ，李修文将小说 、散文 、戏曲 、

电影等多重文体、手法运用于作

品中，使之成为一个开放而略带

冒犯的先锋性文本。 从这个角度

说，《致江东父老》拓展了散文写

作的边界和可能。 在真实性不断

被怀疑和解构的年代 ，《致江东

父老》的出现是别有意味的。

回到 “人民性 ”的
高度

在上一部散文集 《山河袈

裟 》中 ，李修文直言 “人民与美 ”

作为“余生里继续膜拜的两座神

祇 ”：“是的 ，人民 ，我一边写作 ，

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

词。 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

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刹

那之间 ，我便感慨莫名 ，只得再

一次感激写作，感激写作必将贯

穿我的一生 ，只因为 ，眼前的麦

浪 ，还有稻浪里的劳苦 ，正是我

想要在余生里继续膜拜的两座

神祇：人民与美。 ”

李修文坚守的 “人民与美 ”

是他散文写作一以贯之的最为

内在的精神品质。 《致江东父老》

中的“人民”是过气的女演员；是

背着观世音菩萨瓷像苦苦寻找

儿子的老秦；是车站里为母亲招

魂的中年瘸腿男人；还有即使众

叛亲离依旧义薄云天的 “关二

爷”； 为救小女儿匍匐在夜市老

板脚下不停唱歌的穷人；榆林城

里苦苦等待师父的瞎子；在亲戚

家受尽屈辱只为儿子能吃上一

口鱼的母亲……这些小人物不

再只是作为背景化或符号化的

存在，而一跃成为作家主要表现

的对象。 这些极为日常却又最易

被忽略的面孔重新进入叙事的

重心，显然是作家有意为之。 尽

管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拥有

话语权，甚至无法主宰自己的命

运，更不可能成为万众瞩目的焦

点，但作家却可以将他们作为叙

述的中心乃至世界的主角，重新

显露并唤醒他们被遮蔽的身影

和声音，而这正是文学所独有的

魅力。

《致江东父老》 写的大多是

穷苦人，而非底层。 面对苦难，他

们首先是以沉默者的姿态出现。

“所有的河山都像怯懦的受苦人

一般在夜幕里忍气吞声， 也不肯

现形。 ”受苦人虽苦却无以言表，

但他人意义上的沉默者作为 “绝

对纯粹自我”，而走向“对自我的

接近”。沉默者通向了更为绝对纯

粹的自我， 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

反讽。 但结合李修文沉潜十年后

的爆发这一事实， 又不得不令人

惊叹沉默与声音的辩证法。 沉默

者言说的力量是巨大而惊人的。

在李修文的散文中 ，“人民

与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人民

真正在文学的意义上拥有了美 ，

这固然是文学的力量使然，但从

本质上说却是人民自身的美 。

《致江东父老》 中的人民是一群

生活不如意的人们 ， 互相有着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遭遇。

他们渺小却并不卑微 ，更焕发生

命的尊严和光辉。 归根到底，这

源于李修文看待美的深刻而独

到的方式：“我不是迷恋美本身，

美本身是非常脆弱的，美只有存

在于一个更宽广的美学谱系里

才能呈现它自己的生命……所

以，对纯粹的‘美’我一直抱有警

惕，但也发自肺腑地在渴求某种

相对鲜明的个人美学。 ”应该说，

李修文找到了属于他的“相对鲜

明的个人美学”， 并将其寓于更

为广阔的美学谱系之中。 而这个

更为广阔的美学谱系正是以人

民性为核心建立起的“人民美学

共同体”。

“有我之境”的抒情
叙事

《致江东父老》 尽管带有小

说化的因子，但却并不靠故事情

节来推动叙述，而是沿着作者强

烈的情感贯穿全篇。 这自然得益

于散文文体自身独有的情感品

质———相比于其他文体 ，散文最

适于抒情，也最易于抒情。 但散

文中的 “情 ”却常常因为抒情者

缺少稳定的价值体系而流于空

洞和浮夸。 李修文的散文情感浓

烈 、炽热 ，而又纯粹 、细腻和包

容。 他写下天地人世间的不幸与

苦难，却又始终以赤子之心体悟

这世上的所有离乱与不堪。 《致

江东父老 》中的 “情 ”是真性情 ，

充盈的是作者行走于大地间的

切身之感和切肤之痛。 作者的眼

见之景经由敏感细腻的内心转

化为心中之情。 将全身心投入到

外在世界与所写对象之上，显然

是“有我之境”的写作，它使景物

也带上了作者情感的烙印。 毫无

疑问， 李修文的写作是 “有情”

的，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王国维

对李煜词“不失其赤子之心 ”“血

书”的评价。

李修文的 “有情 ”虽然可以

追溯到 《滴泪痣》《捆绑上天堂》

等早期小说之中， 但近年来，李

修文作品中的情感明显多了坚

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这种饱尝

人间冷暖却依旧投入生活的情

感，才是散文所要追求的生命气

象。 《致江东父老》写出了天地间

的凛冽与温暖、 残酷与仁慈，也

写出了人世间的扭曲与挺立、脆

弱与顽强。 在作家强大而稳定的

价值体系下，所有的不忍终将化

作普通人最后的尊严，召唤出他

们生命中彗星出现的时刻。 正是

在李修文的笔下，人民找回了自

己失落已久的生命意义，以及人

与人之间因情感而非利益结成

的纽带关系。 “那些被吞噬和被

磨蚀的， 仍然值得我泥牛入海，

将它们重新打捞起来；那些不值

一提的人或事，只要我的心意决

了， 他们便配得上一座用浪花、

热泪和黑 铁浇灌而成的纪念

碑。 ”借用本雅明评论普鲁斯特

的话说 ，李修文 “并非按照生活

本来的样子去描绘生活，而是把

它作为经历过它的人的回忆描

绘出来”。

江东父老的感喟是英雄末路

时的哀歌，是“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的决绝，蕴含了对自身的无奈，

和对亲人的不舍和告别。 读《致江

东父老》很容易让人落泪，这是因

为作品浸润着作者浓浓的情感和

理想， 而这些在现实境遇中早已

溃不成军。 倒不是说李修文以“有

情”之笔反衬“无情”之现实，甚至

也不仅仅是跨越文体界限那么简

单。 我以为，李修文的抒情暗含着

他把文学艺术作为审美乌托邦的

救赎与想象。 在“有情”作为表层

结构之外， 另有潜在的深层结构

亟待发现———那就是， 退回到文

学最为本质的审美层面。 他认定

审美本身便是意义， 除此之外再

无其他。 这固然与李修文的诗学

观念密切相关。 在体悟了世上的

磨难与艰辛、 生命的不幸与猝然

之后，重新回到文学（特别是古典

文学）感时伤怀的传统，无疑意味

着一次全新的再出发。 在李修文

这里， 文学审美形式的转变同样

是世界呈现自身意义、 变化的结

果， 而无需再借外部他者加以确

认。 其结果是，文本本身摆脱了反

映论式或社会学式的对现实的从

属地位，而形成了对现实的重塑。

好的散文不会囿于文体的

局限，而是有着天地之宽的博大

与仁慈，更会通往宇宙和生命的

终极思考。《致江东父老》融合并

汲取了多种文体之优长，在提升

散文品质的同时也开拓了文体

观念 ，确立起作家独特的 “修文

体”风格。他转而向“传统”和“民

间 ”寻求资源的给养 ，于抒情叙

事中吐纳芳华，涵养山河。这些，

都凝聚在他心中念及的“人民与

美”之中。在李修文的笔下，人民

焕发了属于自身的美。沉默者得

以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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