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9.10
责编/? 梅 技编/? 海
E-mail:lum@whb.cn

生命痛感、心灵图景与存在悖论
———读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

王冬梅

在谈论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

创作时， 胡学文无疑是个绕不过

去的重要作家。 经过长达二十年

的写作探索， 胡学文关照乡村世

界的视点逐步完成由外而内、由

经验而想象的叙事转型， 并有意

识地在向下与向上的张力中不断

开掘小说的通道。 他始终直面历

史洪流中的乡村社会现实， 同时

也试图发掘出精神向度上的个体

心灵变迁。“行走”与“飞翔”几乎成

为胡学文写作姿态的重要注脚。

他以行走于大地的方式去丈量现

实的重量， 更以飞翔于天空的身

姿去探求灵魂的盈动。 作为八年

磨一剑的最新创作，长篇小说《有

生》（发表于《钟山》长篇小说专号

2020年 A?）凝聚了胡学文借助

百年家族兴衰来窥探生命浮沉、

采掘人性秘密的终极思考。

相较于 “写什么”，“怎么写”

的问题对作家而言意味着更大的

考验。 《有生》的形式追求寄寓了

作家为寻求叙事突破而做出的策

略调整，如其在《有生·后记》中所

言 ：“重要的不是内容 ， 而是形

式”。 从结构上来看，《有生》的主

线部分紧密围绕祖奶的倾听与诉

说延展下去， 而副线部分则依托

如花、毛根、罗包、北风、喜鹊五个

人物的人生命运涤荡开来。 按照

作者的设想， 这两大部分犹如伞

柄与伞布般共同构成一个相互支

撑的有机整体。 从叙事布局上来

说，主线和副线交叉推进，当下与

历史交替演绎。 小说虽细致雕刻

了祖奶的一个白天和一个黑夜，

但时间却随着叙述行为的发生而

跨越百年， 一众乡村小人物在叙

事引力的拉扯下轮番登场， 而一

部饱受时代风雨的“宋庄心灵史”

则由历史深处浮出水面。

作为宋庄的灵魂人物，“越过

生死界限” 的祖奶被赋予了挥之

不去的神性色彩。 生于 1900 年

的祖奶是最可靠的历史叙述者，

也是最可靠的当下见证者。 她既

叙述着布满苦难、 创痛与死亡的

家族命运史， 也以倾听的方式见

证了宋庄人人性深处的隐秘角

落。 不应忽略的是， 在当下时空

中被奉若神明的祖奶借助乔大梅

的记忆铺排一步一步实现了由

“神”而“人”的自我祛魅。传奇、灵

异、 神迹无不充斥着层层话语转

述之后的民间想象， 而剥落了这

层想象的外衣后， 祖奶真实的一

生真可谓磨难重重、悲剧不断。比

失去亲人更可怖的是， 这样的丧

失几乎贯彻了乔大梅的一生。 父

母、丈夫、子女的先后离世使她一

次次被生命的痛感所迎头击中。

即便面对这种近乎极致的生命惨

伤， 倔性十足的乔大梅并没有沉

沦， 而是选择了反击———以独具

女性气质的抵抗方式， 对命运的

不公与不幸进行 “柔软却坚忍的

反击”（胡学文语）。

胡学文笔下不乏这种个性鲜

明、既倔且韧的女性形象，不甘屈

从于命运摆布的她们宁肯遍体鳞

伤也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比

如唐英（《极地胭脂》）、荷子（《飞

翔的女人》）、 荞荞 （《荞荞的日

子 》）、麦子 （《麦子的盖头 》）等 。

她们与乔大梅一样， 无不是被苦

难击中却并没有被击倒的乡村女

性，在她们与环境、命运的抵抗的

孤独路途上填满了“生的挣扎”与

“生的坚强”。 在这些女性的生命

遭际中， 苦难与困境固然总是牢

不可撼，然而，她们却依凭一股执

拗之气朝着悲剧的命运迎面撞

去， 在绝不屈服的倔强中绽放出

独异的生命芬芳。 她们也如一面

明镜映照出男性的卑污、 人心的

莫测以及难以抗拒的生命疼痛。

在胡学文的小说世界里 ，由

女性而牵扯出的困境、悲剧、痛感

并不鲜见。除了坚强与执拗外，悲

悯与宽恕也成为这些乡村女性的

核心品质， 真可谓 “生命以痛吻

我，我却报之以歌”。 这是他凝视

人性、 观察世界的重要立足点之

一。我们甚至可以说，作家倾向于

在一种极端语境中去审视人性的

暗涌， 进而逼迫出生存的本相以

及人物性格的魅力。

如果说， 胡学文在早期小说

创作中往往致力于乡村经验联展

的话， 那么他近些年的乡土写作

无疑在“向内转”的观念浸淫下更

加注重个体心理世界的开掘与深

挖。 《有生》同样借助人物内心世

界的放大而勾画了一幅心灵图

景， 而这幅心灵图景的背后则凝

结着作家不动声色的叙事权衡，

即人物重于事件，感觉先于理性，

想象大于经验。即是说，人不再仅

仅作为物质世界的客体， 更在重

返内心的路途中成为精神世界的

主体。听觉聪敏、思想活跃的祖奶

本身已是摆脱肉身负累的精神化

存在 ：她水米不进 、靠香气 “喂

养”，并在麦香的精心照料下“呼

吸着四季的气息”。 然而，她却犹

如精神枢纽般连通着每个倾诉

者的心灵深处，前来祈求神迹的

村民们无不将其难以示人的羞

耻、悔恨、嫉妒、情欲、罪恶、秘密

等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

作为宋庄特立独行的 “异

类”，如花、毛根、喜鹊、钱宝等人

皆因现实的逼迫而最终退守至

内心世界，宋庄的大世界也由此

裂变成诸多彼此隔绝、相互龃龉

的小世界。 不管是如花的乌鸦丈

夫 ，还是毛根的护坟木屋 ，都表

征着个体抵抗悲剧命运的话语

符码。 它们被悲剧命运者植入无

穷无尽的 “念想”。 对于他们来

说，“念想”成为抵御生命灾难的

绝佳武器，在沟通生死的同时也

重构了一个“属灵”的世界。 感觉

化、想象化了的人生即便充满荒

诞，却也切切实实构成不容否认

的生存现实。 《有生》中的荒诞无

关乎现代主义技法，而是指向经

由小说人物充分感觉化了的生

命体验。 这种荒诞常常缘起于个

体与环境隔绝、对立后的感觉真

实，也逐渐凝固成坚不可摧的现

实本身。

胡学文笔下不乏居于城市或

乡村边缘的弱势群体， 故而常常

被归入底层写作的潮流之中。 不

过，对于“底层”的命名与标签，胡

学文却始终持有足够的审慎与疏

离， 甚至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抗拒

的意味。 不管在底层写作处于风

生水起的流行期或是遭人诟病的

讨伐期， 他都始终秉持着独立的

立场去观照小人物的个体命运，

而借助人物之小去探究心灵之大

也成为他一以贯之的文学图式。

小说家向来主张以小说的方

式去发现存在的秘密， 有着鲜明

地理标志的宋庄即承载着胡学文

探究存在秘密的文学通道。坝上、

宋庄、 营盘镇在胡学文的不同乡

土小说中反复出现， 作家苦心构

筑了一片专属于自己的文学地

域，并以此安放自己的文学理想。

胡学文借死神之口告诸世

人：“生还是死，都由自己决定。 ”

作为死亡的重要意象， 蚂蚁贯彻

文本始终。 在死神始终在场的语

境中，《有生》 虽然是由布满苦痛

与死亡的绝望之梯出发， 然而最

终抵达的却是经由生死洗礼后的

澄明之境：唯有心灵的震颤、情感

的飘飞和思想的流动才能确证人

之为人的生命存在。

《有生》 里充斥着各式各样

的秘密。 对于镇长杨一凡来说，

写诗成为他抵抗生活的最大秘

密。 在诗人北风的故事中，方鸿

儒的登场更可谓意味深长。 方鸿

儒之于《有生》，恰如朱先生之于

《白鹿原 》， 程济世之于 《应物

兄》， 无形之中确证了知识分子

的民间立场和文化姿态。 作为智

性和理性的代言人，方鸿儒虽然

批判了民间泛信仰的实用性和

功利性，但也充分肯定了灵魂调

节器之于民间社会的不可取代

性。 借助寻访印第安人一事，方

鸿儒抛出 “修心修行 ”“灵魂需

要 ”等终极命题 ，这种文化上的

后撤与回望启发着我们应注重

从精神信仰、内心律令等层面去

反思现代化转型风潮中的生命

个体与乡村历史。 胡学文在《有

生》中写下这样的句子：“一个人

心里有光 ， 那光就会时刻指引

他，不分昼夜，无论春秋。 ”在烟

波浩淼的历史长河中，宋庄自然

难以抗拒时代风云的激荡 ，自

1900 年以来的每一次历史突变

都在它的身上心上留下难以抹

除的齿痕。 然而，相较于宏大历

史的魅惑，胡学文似乎更痴迷于

对于个性价值的发现，对于乡村

生存智慧的复原以及对于民间

信仰的道德化指认。 在长达百年

的历史幕布上，《有生》敞开了宋

庄人的生命痛感与心灵图景，而

胡学文则依托绵密、驳杂的复调

语言景观去努力捕捉“思想的表

情”， 并孜孜探求着因袭了历史

重负的乡土中国如何在爱欲与

文明的双向撕扯中踯躅向前。

对于美好，我们知之甚少
周华诚

自从发现种田的乐趣之后， 我的世界
就变大了许多。 我可以在很多个傍晚与清
晨，在田里待上很长时间，然后在一些微小
的事物里，发现巨大的快乐。

为此我感激写作。写作这件事，使我在
生活的滚滚洪流当中可以抽身而退， 停下
脚步，反观一下自己的生活。这种停下脚步
的时机，我相信是很珍贵的。 种田之后，每
一年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 我们在稻田边
吟唱，在烛光里读诗。 在雨中行走，在烈日
下劳作。在田埂上闲坐，看流云从远远的山
头，一点一点地流淌，流到我们的头顶，再

流到另一个地方去。

稻田上空的云，有时候很高，有时候又
很低。低的时候，几乎可以触到秧苗，就在秧
苗叶尖上，留下点点晶莹的露水。 这也使我
想到，我最喜欢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在一
个村庄里住下来，读书写作，种田或劳动。

所以当我接到一位朋友邀请， 使我可以
经常到山里小住， 在山里各处随意游荡时，

我是多么开心。 我就把很多看起来“更重要”

的事情放下了，一次次走进山野之中。

山野有什么？原始森林。流泉飞瀑。昆
虫野兽。飞鸟与鱼。樵夫耕农。那里是钱塘

江的源头。 那里有许多事物吸引着我———

它的诗意、质朴、细致、温柔，常常使我惊
叹不已。 山水是一本读不厌的书，一沟一
壑，一草一木，都有无穷的深意。 我一读再
读，常读常新。

对于现代的日常生活，我们往往只懂得
欣赏那些世俗和显而易见的部分。但是自然
山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更富有深意，更加缓
慢、诗意和美好的部分。对于后者，我们常常
缺乏耐心，也缺乏领悟力。我们不可避免地，

对很多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知之甚少。

在一次次来到山野之后，我内心的很多

角落被唤醒。 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人的内
心， 如果疏离于纤细的情感与幽深的美好久
了，就会慢慢变得淡漠。此时此刻，唯有花朵、

昆虫、雨滴、落叶可以拯救。 ”我还清晰地记得
某一个黄昏，我们坐在天空下饮酒，忽然下起
一阵暴雨，我们高兴地继续在雨中饮酒。另一
个黄昏，满天晚霞时，我们在江水中站着，面
对美景手足无措。

山水自然赠予我们的， 远比我们知道
的要多得多。

我很高兴自己能在一年多时间里，一
次次回到那座浙江西部的小城开化， 停留，

并在山野之间流连。四时光阴，草木滋味，我
都想去体味。 我将在那里感受到的东西，用
纸笔一一记录于此，于是有了这本书。 这是
我所感受到的一些温柔与美好。 更多的一
些，我把它们留在了心里，未能呈现出来。

（《素履以往》自序，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0 年 8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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