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马精神”的一种解读
兴安

成吉思汗与两匹骏马的传说

在蒙古族地区可以说家喻户晓，我

小时候就听奶奶讲起过。关于这个

传说， 古代有流传至今的叙事长

诗，也有当代人创作的歌曲。

多年前，我就想画一幅关于两

匹骏马的水墨作品。 2018年在我

举办的“白马照夜明，青山无古今”

个人水墨艺术展上，我终于完成并

展出了这幅八尺整张的大画《成吉

思汗的两匹白马》：墨蓝色的夜空，

风萧萧，霜凛凛，冷月高悬远方，两

匹长鬃白马，一匹举头，一匹俯首，

立于大地之上。我本来以为这种民

族性比较强的作品在北京展出，不

大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多数人

并不知道它的传说和内涵。但是出

乎我的意料，很多观众都围在这幅

画前，注目观看，还有的人在画前

留影。它也成了我目前为止最受欢

迎的作品之一。 由此，我终于明白

了，伟大的人物与英雄的历史是不

分民族的，它是全人类的共同的遗

产， 一定会赢得普遍的尊敬和欣

赏。 但我还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我

们的作家， 尤其是蒙古族的作家

们，为什么不据此传说写一部长篇

巨制， 让这个故事令更多的人了

解？ 因为我知道，古代神话中各民

族的英雄故事原型是共通的，对英

雄的崇拜，对英雄神迹的仰慕和追

随，比如崇高、善意、勇敢、宽容等

等，对我们当下平庸化的现实具有

启示意义。 终于，我看到了乌雅泰

先生的最新长篇小说《成吉思汗和

他的两匹骏马》。 乌雅泰先生是知

名的蒙古族作家，他在鄂尔多斯生

活和工作了几十年，而鄂尔多斯也

是成吉思汗陵的所在地，陵园内有

成吉思汗御封的两匹白马，即以转

世的形式从十三世纪延续到今天

的神马。 而据 《蒙古族文学史》记

载，最早的手抄音标本也是出自鄂

尔多斯。 所以，乌雅泰先生写这部

小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成吉思汗与两匹骏马的传说

应该是历史真实的演化，经过近千

年的传诵， 已经具备了神话的特

质，为此，作者选择了最富有表现

力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而故事

的表现方式又是拟人化的人格化

的，所以，它又具有了寓言体的叙

事模式。 在古代的蒙古人看来，世

间万物都是有灵魂的，都富有神性

和人性的特征。 所以，小说将两匹

骏马———扎格勒兄弟， 还有狼、喜

鹊等各类动物赋予了人格与人性，

让他们具有人类的情感、心理和价

值观念，并且能够与人平等对话和

交流。这正是蒙古族人世世代代与

大自然共生共存并融为一体的独

特民族情感与民族心理的一种折

射，也是蒙古族文学独特的美学特

征与历史想象。

小说有两条线索。 一条是成吉

思汗卧薪尝胆， 秣兵厉马， 消灭强

敌，统一草原各部，建立蒙古帝国的

经历。 另一条是两匹骏马扎格勒兄

弟由逃离到回归， 辅佐成吉思汗成

就霸业的故事。 前者显然是历史真

实，后者则是传奇与想象，两者并行

或交织，互为映衬，由此构成了小说

的叙事整体。 成吉思汗的伟业我们

都知道， 但是小说作为真实历史的

一种反映， 那些历史缝隙中隐蔽的

细节，我们却很难得知和确认。比如

对成吉思汗的形象的塑造， 作者颇

具匠心。小说以发展的视角，层层递

进， 记述了主人公成吉思汗从一个

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 最终成为

了海内之王———成吉思汗。

两匹骏马本为草原野生状态

的马，它们刚刚出生，成吉思汗在

狩猎途中与它们一见如故，带回了

部落，并给它们起名扎格勒。 关于

扎格勒这个词的蒙古语含义，说法

很多，总之是白马的代名词。 但是

这种白不是我们认为的纯白色，而

是带有过度色的花白，它是经过岁

月和大自然的洗礼磨练之后所自

然形成的那种沧桑之白，它是长生

天的造化， 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扎格勒兄弟来到成吉思汗身边后，

彷佛是长生天下凡的使者，以赤诚

感动上苍，让成吉思汗拥有了“苏

勒德”（矛形的圣物，是战神和权威

的象征）， 在荒漠中为干渴的大军

寻找到了水源，还曾将成吉思汗从

狼群的包围中救出。

但是即使是下凡的天使也会

有私心。 连年的征战，兄弟俩很是

辛苦，由于没有受到成吉思汗的表

扬和奖励， 弟弟小扎格勒心生不

满，独自逃离。 小说的这条线索就

是在小扎格勒的逃离，哥哥大扎格

勒的寻找， 然后是兄弟俩的回归，

这种复杂曲折的情节中展开。在大

扎格勒的劝说下，兄弟俩决定回归

军营。 之后他们屡立战功，在一次

战斗中，小扎格勒还咬住了一支射

向成吉思汗的毒箭。 不久，在大汗

的登基大典上，成吉思汗封赏兄弟

俩为大蒙古国神马， 并颁布法律，

对待扎格勒， 任何人不得骑乘，任

何人不得使役， 任何人不得呵斥

……从此，世间就有了《成吉思汗

和他的两匹骏马》的传说，扎格勒

也由此代代相传，转世到现在。

在读这部小说之前， 我就一直

在思考， 为什么这个传说在蒙古族

民间文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而乌雅泰先生为什么选择将这么一

个古老的对蒙古人来说耳熟能详的

文本以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 我以

为， 一方面当然是蒙古族对成吉思

汗英名的崇拜，对圣主对祖先的敬

仰，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蒙古人

对马的理解。 我们知道，马在蒙古

族历史乃至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当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马在蒙古族

的五畜中位居首位，被誉为蒙古人

最好的“兄弟”。 所以蒙古族与马的

关系是生死相依的共生关系，没有

马， 蒙古人也不会成为蒙古人，由

此，蒙古人也被称作“马背民族”。

小说《成吉思汗与他的两匹骏

马》 紧扣蒙古人与马的关系的主

题，赞扬了马对主人的忠诚、对故

土的眷恋、对信念的执着，不畏艰

苦，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以及它

对蒙古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壮大的

历史贡献，这种精神品质也恰恰是

当下我们所提倡的 “蒙古马精神”

的实质：坚韧不拔、勇往无前、忠于

职守、甘于奉献。 乌雅泰先生用一

个古老的传说，诠释了“蒙古马精

神”的现实意义。

（《成吉思汗和他的两匹骏马》

乌雅泰/?，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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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叙事，从上古神话、六朝志
怪、明清笔记，到当今的奇人异事，

虽然叙事体式一路嬗变，但奇、异、

怪的叙事特性却如源泉流水， 一脉
相承。 这些俗世奇人以及奇人异事
的精彩演绎， 丰富和发展了古典叙
事的内在神韵和精神气势。

如今， 微型叙述这股源头活水
一路蜿蜒，更多地流向田野阡陌、商
埠街肆， 洗濯着普罗大众身上的人
间烟火， 使一个个隐身于街头瓦肆
的日常小人物形象陡然鲜亮起来。

安谅先生的《你是我的原型》，即是
其中之一。

在安谅的笔下， 关注的大都是
小人物，但品味其叙事底蕴，彰显的
却是大情怀。在社会扁平化、同质化
的今天， 小人物更能体现出个体的
精神特质与地域特色， 他们的个性
存在， 为文学构建了具有个性特色
的精神场域。

应该说，当今时代，哪怕一介布
衣凡夫， 物质生活的困顿不能说是
没有， 但已不是主流； 人们所遇到
的， 更多的是社会环境下的精神困
窘与疑难。 而在现代经济大潮的冲
刷下， 如何守住个人心底的人性辉
光尤为艰难与可贵。 安谅笔下相当
数量的小人物， 正是体现了这种境
况下， 个人如何以善良的柔软对抗
现实的坚硬。 在小区里修鞋的老鞋
匠、给老板开车的司机老马、菜市场
里做临时协管的单身老王等， 这些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平凡、卑
微，却又让人印象深刻，心生敬意。

塞林格在其名作 《麦田里的守

望者》中写道，一个貌似玩世不恭、厌
倦现实的中学生， 想象悬崖边有一大
块麦田， 他要站在悬崖边做一个守望
者，专门捕捉在这里玩耍的孩子，防止
他们掉下悬崖。在我看来，作家就是人
们“心灵麦田的守望者”，他们守护着
那些隐秘在人们内心深处、 容易被忽
略的人性微光，并以文字的温度，温暖
读者。

不论无心抑或有意， 安谅确曾是
走进了这样一块“麦田”，他通过这些
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 发现并发掘那
些普通人身上所发散出来的细微而隐
秘的品质， 并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审视
的精神范本。

在安谅的笔下， 描绘的大都是小
场景，但透视其叙事空间，承载的却是
大社会。 安谅以极其“形而下”的生活
场景和氛围，隐喻、突显的却是“形而
上”的关于现实和人性的思辨。

卡佛说， 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被

暗示的部分， 那些事物平静光滑表面
下的风景。 《鱼翅捞饭》主要人物仅仅
两个，一个父母是小公务员、喜欢吃鱼
翅捞饭的中国学生， 一个父母是亿万
富翁、拒绝吃鱼翅捞饭的美国学生。 犹
如一出独幕剧在一间中国家庭客厅这
一狭小的生活场景上演， 作者以近乎
白描的手法将这一过程呈现出来。 这
种简约主义式的笔墨， 使作者的文字
具有了隐藏在冷静叙述背后的情景张
力， 这种张力在看似客观的文字中间
蔓延开来， 最终氤氲成令人慨叹的宏
大生活图景。 《看不见自己影子的人》

看似荒诞，实则是一个公安侦察员，对
因影子暴露行踪， 为救自己而壮烈牺
牲同事的痛苦自责的心理反射。 这种
超越了故事本身的叙事， 由此具有了
书写生命厚重的审美意义， 在一个更
高的维度上再现了作者所表现主体的
生命之美、人格之美。

就生活的平常、平凡、平庸而言，

每个人光鲜的生活背后也许都是一地
鸡毛，他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纷繁驳
杂，安谅通过一个个个体生命的“生存
场”，折射出社会、人性和生存境况的
多极性与饱和度，既引人抚卷喟叹，又
令人掩卷深思。

在安谅的笔下， 讲述的大都是小
故事，但梳理其叙事纬度，反映的却是
大变化。坚持眼睛向下的“底层叙事”，

通过那些充满个人命运的生活现场和
情境，看似小情小义的琐碎表达，其所
指向的，却是现实生活的坚硬与时代
发展的趋向。

《明星班趣闻》以老友阿健的婚事
起笔，以明星班各人婚姻聚合生发，至

最后一对相互厮守的老同学结尾，他
者诉说式的铺陈，观念的变化，人生的
变故，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变迁，以一种
“生活在别处” 的形式得到不动声色的
演绎。 《装修后的理发店》叙事情节则更
为简单，以故事主人公几次到同一理发
店的消费经历，既表达了对于社会发展
演进的欣喜，也暗喻了某种无奈。 不可
否认，即便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
单一个体来说，仍存在着抵抗生活的艰
涩与艰难，仍存在着疼痛与隐忍的生活
体验。 安谅以他的小叙事，让我们“窥
见”了这种“隐痛”，以及社会发展对某
一群体带来的某种“困窘”。

安谅的微型小说， 并不注重故事
情节的讲述， 他更着意于故事背后站
着的那个人，并通过“那个人”所生活
的场域，展示其生活境况。他只负责描
绘水面上冰山的八分之一， 而其余的
八分之七，则由读者去补充。而这也正
是微型小说的魅力之所在。

好的作家， 不仅是给读者提供好
的阅读文本，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提供
文本背后的思想与意蕴， 引领读者穿
越文字， 去感悟和感触他所不曾感受
过的精神境地。 应该说，《你是我的原
型》中某些文本，提供了这种可能。

从俗世奇人到都市凡人， 安谅的
微型小说， 应和了当下微型小说的创
作态势， 即叙事语境更多地驻留在普
罗大众身上，而这应该是我们的作家，

当然也包括微型小说作家一如既往守
护的初心。

(?你是我的原型》安谅/?,?家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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