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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天潦原无穷极
———读丁捷《约定》

管向群

也许是机缘巧合。 2005 年 6 月，作为

一名援疆干部，作家丁捷来到了心仪已久

的祖国西北边陲，一待便是三年。

此时，他的文学创作也来到了一个十

字路口。

丁捷早年因青春文学创作蜚声文坛。

他天资聪慧 ，14 ?便发表了自己的处女

作， 高中毕业免试保送进入大学文学系。

此后，他一直以青春文学创作为文坛所瞩

目。 无论是早年的校园文学《青春期突围》

《青春期点击》，诗集《扣响她的门铃》《沿

着爱的方向》，还是长篇小说《如花如玉》，

以及当时尚在孕育和创作之中、标志着他

第一个创作高峰且斩获多种国际国内文

学奖项、被誉为“创造了唯美与悲情巅峰”

的爱情小说《依偎》，莫不如此。 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丁捷来到了新疆，在此期间

写下了记录其心路历程并影响了后来创

作走向的散文集———《约定》。

我一直以为，表现新疆之美 ，除却视

觉艺术之外最恰当也是最好的文学体裁

莫过于散文。 在《约定》中，丁捷以宏阔的

视野、充沛的激情和敏锐的触觉，把新疆

的自然之美、风情之美、人物之美、生活之

美活泼泼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他本人也收

获了跨文体创作一个新的成果，实现了创

作潜能一次新的开拓。 其实，对《约定》在

丁捷作品谱系中的价值定位，评论界的认

识是不够的。 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

书的第一章以 《从中大楼到巴尔喀什湖》

为题开篇。 中大楼之于丁捷，是文学之梦

启航的精神圣地，少年得志、“以一文而名

天下”的散文《门》就诞生在这座四面临门

的楼宇里。 他以一篇急就章的“小门”，叩

开了百年学府神秘厚重的“大门”。 这里有

他文学的初心， 有他专业之路最初的履

痕。 他崇拜的诗仙李白，同学间围绕诗人

出生地的争论，豪情万丈的《将进酒》，冲

决古典格律桎梏的一??经典，仰天大笑

出门去的诗人背影，这些记忆已经在内心

深处沉淀下来。 若干年后，当独自伫立伊

犁河畔， 眺望已成他乡异国的诗人出生

地———碎叶城，遥想“酒入豪肠，七分酿成

了月光/?下的三分啸成剑气/?口一吐就

半个盛唐”的诗人神采，想必丁捷此刻不

仅“心潮逐浪”，也一定“心如碎叶”吧。 此

时，教学楼过道里的鲁迅塑像也兀然矗立

眼前，“民族魂” 充盈在寥廓的天地之间，

鲁迅先生“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

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风骨与情怀，

激荡着丁捷的心扉。 “越过鲁迅的肩头，我

们的目光所及之处会更为博大和邈远。 ”

浪漫的诗情与思想的魔力此刻从内心深

处交汇升腾，涤荡着踟躇已久任由漂泊的

尘世之情。 这是一次顿悟、一次升华。

在自序部分，丁捷灵光一闪 ，讲述了

他与一匹马的邂逅。 “在我凝视她的半个

多小时内，对我内心冲击最大的，是她始

终专注地与我对视。 我看见了她眼睛里的

纯良、仁厚与眷恋。 ”“她的眼神就从来没

有被人解读过、领会过。 ”“当我平视着这

匹异乡的马时，我感觉我们的目光，像两

条打通的河流， 带着许多湿润的情感，彼

此流向对方的心田。 ”这使我想起一本文

学名著中名叫巴克的那只颇通人性的狗，

对关心和怜爱它的主人忠心耿耿，用它特

有的方式为被射杀的主人报了仇，在加入

狼群之后，每年夏天都会来到主人葬身的

河边，发出凄厉、苍凉的长嗥。 丁捷在这里

写出了马的生命、 灵性与气息 ， 写出了

“我”与“马”的心灵感应，不仅为解读《约

定》全书，甚至为观照他后来的创作，提供

了某种精神密码。

巴尔扎克曾经评价司汤达的小说“常

常在一页中包含整本书”。 人类是大自然

遥远的后裔，在许许多多物种面前，人类

还太过年轻。 但人类却太过自信自大自不

量力，不仅无情无畏地摧残着生于斯长于

斯的自然界，并以一种傲慢甚至病态征服

和吞噬着其它物种，似乎不再需要大自然

的庇护， 不再需要与其他物种共存共生。

“人类对牲畜的蔑视， 对其他生命痛痒的

漠然”，“已经使自身基本丧失了这样的需

求和能力”。 应该说，这样的省察与反思是

可贵的。 我们的先哲是倡导人类“从大地

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其中的一个普通

成员和公民”的思想先驱。 从庄子的“天地

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到张载的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再到程颢的“仁者

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仁者浑然与物同

体”，强调的是人与天地万物一理同禀、感

通无碍，在“浑然同体”的和谐之中感受心

与体的安乐平和，滋育立人达人、推及万

物的道德情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环境伦理学与环境哲学应运而生 ， 主张

“不是把人理解为从某个远处位置环视一

切的完美的观察者，而是理解为我们周围

的身边故事的活生生的参与者”。 “森林先

行于各族人民，沙漠在人后面接踵而来”，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用富有诗

意又略带忧郁的笔调，生动地表明了文学

家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与忧思。

在丁捷笔下，“我”之于“马”，不仅是

“凝视 ”，而且是 “平视 ”；不仅有 “我 ”和

“她”的目光，而且有“我们的目光”；不仅

“我凝视她”，而且她“与我对视”；不仅“目

光”对视，而且“许多湿润的情感，彼此流

向对方的心灵”。 在这里，“马”不是与“人”

无关的“他者”，“我”与“马”都是大自然的

一分子， 都是有着性灵与情感的主体，其

关系的实质乃是一种“主体间性”，从而具

有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意味。

丁捷是一位诗人。 在《新疆纪行》中，

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诗行：“草深
得像海/马跑得像风/我衣冠楚楚的尴
尬/与城市的小里小 /一起/悬挂在那拉
提的半空。”“肃穆的黄土/接纳雄风/演练
出漫天的飞龙/坚韧的岩石/热情坦荡/

太阳下迸发不灭的火种/天真的生灵/昂
扬向上/造就万千生命的茁壮。 ”“万物结
缘，相辅相生/丰蕴的大地/同根同源的伟
大母亲。 ”这是一位诗人对大自然和万千

生命的无私表白，是充满敬畏、至诚至广

的高尚情感， 是神圣而庄严的生命礼赞。

我以为，从某种终极意义上说，只有处理

好人与天（自然）的关系，才能处理好人与

人（社会）、人与己的关系，这是“最低的尺

度”，也是“最高的尺度”。

这样看来，“我”与“马”的对视，不是

可以看作是《约定》整本书的“这一页”吗？

而《约定》，不是也可以看作是丁捷整个作

品谱系的“这一本”吗？ 《约定》洋溢着天真

质朴的赤子情怀和美好情感，丁捷以俯身

向下的姿态和立场，发现和感知身边那些

熟视无睹的善良与美好、 卑微与弱小、悲

戚与感伤，他写青年画家帕尔哈提、写牧

区学校双语教师、写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

的哈萨克小姑娘、写熟悉的老朋友和刚结

识的新朋友 ，由衷地赞美这些草原人“爱

任何一个人、牲口、树木、小草，哪怕是一

捧粪土”，赞美他们“眼睛没有被现代文明

的沙子糅进， 心没有被物质的欲望污染，

行为没有被世俗利益的逻辑操纵”。 天山、

昆仑、戈壁、盆地，壮阔、苍茫、丰饶、雄浑，

天高地远、 风吹草低……这里的所见所

闻 、所思所感 ，一切都奔来眼底 、融入身

心。 “没有什么小我，不能在新疆这片辽阔

的土地上膨化开来。 ”在曾经两次穿越大

沙漠进入胡杨林的丁捷眼里，胡杨是 “有

毛发 ，有皮肤 ，有生命 ，所以有愉悦有疼

痛，有血液有心脏，有情感有向往”的。 “在

倒下之前，他们决不蜷缩枝干，躲避暴虐！

在死亡之前，他们决不撤离大地，祈求厚

葬！ 在腐朽之前，他们决不抽取灵魂，寄生

凡尘！ ”“如同一个人遭受到多难的命运，

如同一个民族遭受到多难的历史，最伟大

的选择，一定是不移、不屈，身体被摧残，

精神不倒、不死、不朽！ ”读到这里，谁还会

认为这仅仅是写胡杨呢？ 胡杨，被丁捷赋

予了太多太多的精神———文化内涵，也是

他由“小我”走向“大我”精神跋涉的见证。

三年边疆生活的洗礼，使丁捷开始将目光

更多地投向了现实生活，他笔下的文字也

变得?益厚重起来，聚积起历史、文化、社

会、宗教、艺术、哲学等更为丰蔚的意蕴。

事实也是如此。 新疆归来后，丁捷潜

心创作了《追问》《初心》《撕裂》“问心三部

曲”，尤其是长篇纪实文学《追问》，与电视

剧《人民的名义》一起，构成了 2017 年反

腐文艺创作“双峰并峙”的独特景观，引发

了持续的轰动效应。 丁捷的创作由此也步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广告

2020 “小都生态杯” ———诗歌散文征文大赛启事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面前，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周遭

世界的关系。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万物繁衍生息并以精微的方式彼
此勾连，共同构成纤弱却微妙的生态平衡，为人类提供着身体与心灵的双
重栖息地。 这一点，自古以来浩瀚的诗词书画、文人咏叹早已展露明证。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是生态文明的发展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
长久以来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近年来，生态文学创作愈加活跃和兴盛，有

影响的作品和代表性作家不断涌现，形成了一股活跃的文学力量。 这次组
织“小都生态杯”诗歌散文征集和评奖活动，旨在将对于自然的观察与思
考，通过自觉的生态意识与文学的书写，真正展现、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于万物间照见自身的影子。同时鼓励和激发更多人发现自然、亲近自然、保
护自然的责任意识，进一步激活生态文明的活力因子，为推进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一、主办单位：

文学报社

杭州小都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协办单位：

?临科技 * ?临书院

上海康米尔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帆默时科技网络有限公司

三、征文细则：

1.征稿时间：自即?起至 2020 年 9 月 30 ?止。

2.征稿对象：海内外诗人、散文家、写作爱好者。

3.征稿邮箱 ：环保起见 ，所有参赛来稿发电子邮

件，标注“小都生态杯”字样，并附百字内简历 1 份。

邮箱：xiaodushengtaiwxb@163.com

4.征稿：每人限寄诗歌 1-4 ?（不超过 80 行）；散

文 1-2 篇，每篇字数 3000 字内为宜。

四、奖项设置：

金奖 2 名 奖杯、奖状、2020 年文学报社全套文创

产品并赠送《文学报》三年订阅。

银奖 6 名 奖杯、 奖状、2020 年文学报社文创产

品并赠送《文学报》两年订阅。

铜奖 30 名 奖状并赠送《文学报》一年订阅。

五、评委会：

大赛主办单位邀请国内著名作家 、 报刊主编

组成评委会 ，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初评 、复评和隐

名终评 。获奖作品将择优在 《文学报 》予以刊载 ，主

办方还将汇集出版 （不另发稿酬 ）。 颁奖事宜将另

行通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