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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辉：现实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过程中间
本报记者 何晶

诗人叶辉的标签中，有一个描述是“当

代汉语诗歌中为数不多地成功发展了 ‘轻

盈’特质的诗人”。 这大约在于，他是一个日

常性的倡导者， 以富有质感的细节构成了

生活与生命的现场，也在于他的一种理念，

生活的真实性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般确

定，“一定程度上说， 我们的生活可能就是

其他生活的影像，可能是历史生活的影像，

也可能是未来生活的影像。 ”近日，他成为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诗歌来到美术馆”项

目的新一期嘉宾。

去年 12 月， 叶辉出版了第三本诗集

《遗址》，与 1999 年出版的《在糖果店》（29

首）和 2009 年出版的《对应》（54 首）相似，

这仍然是一本薄薄的诗集，只辑录了 48 首

诗歌。 对于一个写诗三十余年的诗人而言，

这无疑算不上高产。 节制，是叶辉写诗的一

贯风格，这或许源于他所谓“一种记忆用久

了就会变得麻木”，更在于他对于审美的一

种诉求，“很多文字，比如《易经》都很节制、

直接，《易经》 里的形象也没有多余的东

西。 ”熟读《易经》的叶辉，节制是他对于表

达方式的选择。

节制而轻盈，设计师简枫说叶辉像一个

高级的剑客，“出剑和回鞘都非常的干净利

落， 而且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辗转腾挪，

在很短的几句诗里就会解释清楚一个很大

的问题，诗很短，要去理解的时间却很长。 ”

尽管叶辉的诗很短， 但在短短的字里行间，

会感到深深的感情，这个感情非常冷，远远

的似乎跟你有膈膜，但读来却会被他感动。

“在乡村，我们开始谈论命运/我们在
一张屠桌上/铺上白桌布，它就变成一张会
议桌/那样我们可以安心地/把两只手放上
去。 ……漫延开来，在我站着的窗前/象在
一面镜子前/白雪落到了镜中 。 ”（《在乡

村》）叶辉 1964 年生于江苏省高淳县，因为

父母工作是流动性的， 他童年一直随着父

母在南方各个小镇不断搬家， 因而熟悉乡

村生活。 在乡村如何讨论命运？ “大多数乡

村生活，更多讨论的是不幸或者是天气，这

些东西直接影响到人的命运。 ”“屠桌上的

白布”不是一个超现实的意象，它是一种写

实， 在这种写实背后是屠夫的形象和生活

的形象， 它和白雪和镜子一起形成一个记

忆的迷雾，由此《在乡村》整首诗成为一个

比喻，指向人们想象中的乡村。

与许多诗人不同的是， 叶辉写诗从不

标注时间， 读他的诗只能对写作时间做一

种猜测。 在他看来，“一首诗的时间是记下

来的时间” 对他而言并不准确，“一首诗的

想法和形象可能是十年前就有开端， 但只

是现在才写下来，如何能确认？ 如果忠实我

自己，就不应该写时间。 ”他有一个颇有一

点意味的说法，“现实时间、记忆时间、想象

的未来时间，时间不是目前的时间。 ”这与

他诗歌里常跨越现实和虚幻的两端、 过去

和未来的两端，却偏偏没有现在不无相通，

“现在就在两端之间，过去和未来的过程就

是现实，现实不确定，但永远只有一个。 ”

“小镇的考古学家终身未娶，他年轻时/

爱上一个女人， 那时她刚刚出土/用楠木棺
材存放。 在一个阴雨天气里/当地农民将她
暴露于众……”（《小镇的考古学家》）考古学

家，在叶辉看来是一个有着时间意味的人物

形象，“考古学家， 更多的是喜欢历史的情

感，而不是面对日常当下的情感，过往情感

的记忆在他想象中存在，历史和以往的生活

经历在他这里产生共鸣。 这里有一个意思，

我们对以往的情感、美好的想象可能会植入

到现在，人跟日常生活隔离了。 ”

2000年初，叶辉写过一首诗《出游》，想

象自己带着地方上的一些小神仙去旅行，

从而探讨南方生活与神祀的关系。 由此他

写了一组诗，最后一首名为《萤火虫》，“暗
中的机舱内/我睁着眼， 城市的灯火之间/湖
水正一次次试探着堤岸//从居住的小岛上/

他们抬起头， 看着飞机闪烁的尾灯/没有抱
怨，因为//每天、每个世纪/他们经受的离别，

会像阵雨一样落下//有人打开顶灯， 独自进
食/一颗星突然有所觉悟，飞速跑向天际//这
些都有所喻示。 因此/萤火虫在四周飞舞，像
他们播撒的/停留在空中的种子//萤火虫，总
是这样忽明忽暗/正像我们活着/却用尽了照
亮身后的智慧。 ”在出游的最后，作为人的我

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作为当地的小神仙则

永远留在那个地方，有着分离，有着孤独，有

着人和精神之间的隔绝，“忽明忽暗” 像我们

活着用尽生活的智慧。 有读者说，“尽管叶辉

是被标注为‘轻盈’特质的诗人，但读这首诗

觉得他落笔时的轻其实是一层蒙在生活前的

纱，轻盈的薄纱后是复杂而浑浊的。 ”

“当我捡起东西时/我看到桌子下面父
亲临终的样子/或者向一边侧过身/看到他
的脸，在暗处，在阴影中/这阴影是时刻转
变/带来的灰烬。 因此，我必须有一个合适

的姿势/才能静观眼前，犹如在湖上/划船，

双臂摆动， 配合波浪驶向遗忘……”（《划

船》）这是叶辉写父亲的诗，他一遇到阴影

就想到父亲临终的形象， 纪念父亲的诗就

变成探讨明暗的关系，因为水有阴阳两面，

通过阴阳的关系来谈父亲。 在诗里，他似乎

没有明确写对父亲的情感， 而这也正是他

的写作习惯，“我不直接表达一个主题，可

能会把个人的情感放在一个具体的事情里

面，委婉表达。 ”

对于叶辉而言， 他对于明暗的转变似

乎特别敏感， 也乐于在诗里一再对此进行

意象的捉取、 表达。 “幸福总是在/傍晚到
来，而阴影靠得太近//我记起一座小城/五
月的气息突然充斥在人行道和/藤蔓低垂
的拱门//……也许，不会太晚/一座寺院/

终于在默祷中拥有了寂静//在它的外面/

几只羊正在吃草，缓慢地/如同黑暗吃掉光
线。 ”（《幸福总是在傍晚到来》）明暗转变，

意味着有一个中间地带，“如果在艺术中探

讨明暗关系、阴阳关系，黑暗的光线在安静

中慢慢变化、消失、转换，阴阳转换的过程

刚好在那个点上，不是灰色的，也不是白色

的。 ” 这其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元素和意

味， 他以自己喜爱的建筑为比拟，“你看那

些老房子，到了傍晚后威严起来，白天是一

个建筑，到了傍晚突然就具备了历史感。 ”

不难发现， 叶辉的诗与建筑有一种共

通性，他的诗歌里可以领悟到空间感，场景

的转换，空间的挪移。 或许，叶辉的另一重

身份“建筑师”确乎在他的写作中发生了作

用， 它们也共同在他的文人生活里奏效。

“我对老建筑的改造是因为我对老建筑有

感情，我就是中国传统所谓‘文人造园’梦

想的现代实践者， 通过空间探讨人的生活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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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春天》是“90 后”作者梁空
的首部短篇小说集，编辑推荐里直白
地写着：“不红、没得过啥奖、没被大
佬推荐过。 ”这部作品是编辑薛茹月
在逛豆瓣时“瞎撞上”的选题，她说：

“闲来无事刷豆瓣， 无意中发现这个
作者，一下午看完了他连载的一个中
篇，大受震撼，第二天就写了梁空的
选题报告。 ”

梁空说《地下春天》是个冲动的
结果。 “我到现在仍然不知道怎么写
小说。我靠的是自己的情绪以及把这
种情绪投射出去 （寻求共鸣和引导）

的冲动。 ”在书里，他描述了 12个故
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讲述平凡人
的次要生活。 “次要” 是因为在他看
来， 就如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呈现的，

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际中表现出来
的只是水面上的一部分，而水面下的
“八分之七”之所以显得“次要”是因
为人们很少去关注，尤其是在现在充
满各种思想、文化、娱乐碎片的时代
中。 “也可以说，‘次要’生活就是人们
内心深处的活动，那些在不经意间会
释放某种信号却很难被人意识到的
矛盾。 ”

而“次要”生活是通过一个个具
体的人展现出来的。 《地下春天》里的
老谢不知为什么久居地下， 挖洞、寻
找；《马》里生活在城市中，对什么都
不为所动，却因一匹马鼻酸落泪的谢
知雨；《走神》里神情恍惚无奈回乡的
陈列……对此，梁空表示自己描写的
不是某类人，而是某个人，进而关乎
当下所有人的故事。 “我总是着迷于

个体在庞大冷酷的自然、历史以及在
庸常生活中的忍耐和抗争。 ”

薛茹月认为梁空的特别之处正
在于他笔下这些乡村青年的真实生
活。 “市面及一些平台上的乡土文学
是不少， 但大多写的是父辈的辛苦、

传奇故事，或是远距离观察的‘回乡
偶书’，很少见到梁空这种深入细部、

毫不避讳的叙述。 ”另一位编辑柴晶
晶也赞同这一观点，她评价说：“不隔
靴搔痒，不悲天悯人，关于十八线小
县城、三百六十线小乡镇最真实的描
绘，在这个真实的基础上，又巧妙的
让人物和故事彼此勾连。 ”

而实际上，近来“小镇文化”这个
话题再次引发大众关注，比如综艺节
目《乐队的夏天》中的五条人乐队，以
独特的广州潮汕小镇文化生活背景
进入到大众视野，也有一批青年作家
着眼于小镇这一广阔的生命体验之
地。 但《地下春天》里的故事显然与当
下时髦的话题没什么关系，它代表着
梁空对过去乡村经验发生地的书写，

说是“过去”，因为他也已经离开乡村
多年，在城市中流离，他所写的是记
忆中那些有点遥远却依旧触动他的
人与事。他试图用自己的语言书写这
片广阔的土地和人群，呈现当下乡村
老少两辈不同的姿态： 逃离与逃回。

但他并没有像很多作家标记自己的
文学地标那般为自己圈定一个小镇
归属地，他说：“我所写的是一个宽泛
的小镇，是我曾经生活的一大片区域
的统称，有时候甚至不是一个地域概
念，而是生活方式的一种。 ”在他看

来，近来的小镇文化热有点类似于人
们对真人秀的热衷，是一种窥视欲望
的体现。

“可以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创
造、完善角色，但直到随着故事慢慢
推进，我才真正了解了角色。 这也是
写作最奇妙的地方，完成一个小说就
好像经历了另一种同样完整的人
生。 ”梁空在讲述写作的感受时说道。

有一些读者注意到小说 《无声狗》与
加缪的《局外人》的联系：主人公大龙
辞了县城帮厨的工作后到处晃荡，却
惹上流氓， 然后引发了一系列的事
端。 这篇小说给人一种荒诞的感觉，

主人公并不按常理行事，行为也没有
逻辑性和连贯性，他遵从的是自己的
内心，或者说是一种他自己也不了解
的欲望。 事实上，梁空在写作《无声
狗》 前确实专门阅读了一遍 《局外
人》， 将真实的地名与原型加入到虚
构的故事中，对于他而言，“是因为我
把自己套进去想象一种生活的可能
性。 ”

此外，他还让一些人物在不同的
故事中交织出现，产生关联。 如为一
匹马落泪的谢知雨，是久居地下的老
谢的儿子；另一个故事的李杰斯在倾
听老奶奶关乎救赎的尘封往事，但在
别人的话语里传出了他的死讯。 而这
点跟他之前偏爱写多条线在同一个
空间内交错发展的小说有关，这让他
有一种切切实实创造的感觉。 “除去
《无声狗》《走神》《荒烟》，剩下的几乎
是在很紧密的一段时间内完成的，因
此在构思上就会有角色的关联。 ”他
说自己在写作时会先想象画面，因此
他喜欢在小说中描写细节，但细节的
存在不是为了推进故事，而是完善。

虽然在写作中，梁空加入了自己
的真实经验，但他不认为写作一定要
依靠经验，所以他对于如何走出狭小
的生命体验这一课题，似乎显得并不
太焦虑， 因为经验的获取途径很多，

阅读或观影等方式都可以，重要是感
受所写故事“需要”的心境，他说：“经
验是需要通过反复思考来夯实的，不
论这种经验来自哪里。 在交谈、阅读
中也同样能拓宽自己的生命经验，但
最重要的就是要能沉浸进去感受，对
于作家而言，共情力同样重要。 ”他表
示大多数时候，他的写作都是在梳理
自己生活中了解到的东西以及由此
而生的困惑，但也有一些时候，纯粹
为了写出个好看的吸引人的故事 。

“我想人的困惑是无止境的， 个体的
群体的过去的未来的，文学作品的作
用除了娱乐之外最重要的应该就是
梳理和解决这些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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