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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 和 不 屈 的 种 子
童年是用来回应的， 童年自身也接
受回应。 作家写作时罗列大量细节，构造
情节和人物， 用讲故事的方式不断做出
各种回应。 这种回应严格讲就是一种反
抗，而且非常剧烈。 它不像剑拔弩张的街
头械斗一样清晰可见， 而是潜在的和深
远的。 阅读反抗，不像阅读情爱那样直接
明了，而常常是隐晦曲折的。 整个的一部
反抗之书，有时也会读成一部挚爱之书，
原来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学伟大的
不可思议的美，就在这里。 它的故事和人
物，甚至还有抒情的笔触，从头到尾用两
个字即可概括，就是不屈或反抗。
我认识的一位有名的作家， 很早就在
业内赢得了名声。 他生在贫穷的乡间，是被
父亲从小揍大的，有时父亲往死里打他，这
在当地是常见的。 特殊的生存、苦难和爱，
有时竟要化成这种方式积存起来。 这位作
家有了不小的成就之后， 到了麦收季节要
回老家收麦子。 那不是收割，而是直接用手
拔，那种辛苦不是现在的人能够想象的：只
一会儿就要两手起水疱。 拔麦子是庄稼人
的一关，这个季节没有多少收获的喜悦，因
为实在太苦了。 这位作家拔麦子时，因为麦
根的土拍打得不干净， 被发火的老父亲满
地追打。 父亲举着一个板凳，从这边追到那
边，追累了就坐在板凳上歇一会儿。
我听了这个作家麦地里被父亲追打
的故事，笑不出来。 我知道这里边有些难
以言说的东西， 我也说不清。 不过我知
道：他的写作是不可限量的，这里可以套
用鲁迅的 那句“战斗正未有 穷 期 ”，他 的
“创作正未有穷期”。 这个生活场景蕴藏
了一种特别的伦理关系， 有说不清的底
层力道， 正作用于一个在精神世界遨游
的人。 他能够在这样的年纪和所谓的世
俗意义上的成功之后被追打， 而且是在
乡亲们面前，就有非同一般的意味了。
我估计得不错，二十几年过去，这个人
非但没有让人失望，还一再地引起惊讶。 因
为他的忍受在继续， 一个长长的被虚荣腐
蚀的过程才刚刚开始， 还有更深厚的东西
藏在心底，这些东西要在心里鼓胀，让他继
续难过。 他反抗和不屈的根扎得太深，这样
的压力张力之下他不会漂浮。
凡漂浮和廉价的写作， 往往都是由作
者轻飘的生活所决定的， 生活对他来说已
没有足够的重量，心中再无反抗，更没有不
屈， 没有那样的根， 于是不必指望发芽茂
长。 一个人的情感总是轻松自如的，那就只
适合写娱乐片和连续剧。 一位好的作家无
论有了多么大的专业成就、多大的名声，都
不会忘乎所以。 童年植下的那颗不屈的反
抗的种子一直在鼓胀，试图萌发，让他不能
安静。 他会同情所有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
处于不安的人，永远站在他们一边。 让他写
一点无关痛痒的文字，会很痛苦。 他要揭示
真相，要显示力量，要将他的尊严受损的那
一部分，用一生的故事加以修补。
杰克·伦敦终生不知道自己的父 亲
是谁。 他刚八个月，母亲就带着他嫁给一
个贫困的老鳏夫，随这个人的姓。 他小学
未毕业就开始打工谋生，做童工，甚至做
过偷海蛎子的贼，还当过海盗船的水手。
他的长篇小说《海盗》就专门描写海上冒
险。 他一生当过的角色真是复杂，什么工
人、流浪汉、大学生、北极圈的淘金者，还
蹲过监狱。 这是一个被生活蹂躏得伤痕
累累的人， 所以能够给我们讲出很多屈
辱和挣扎的故事。

在新著《文学：八个关键词》中，作 家 张 炜 从 四 十 余 年 的 创 作 经 验 与 海 量
的阅读心得中，提 炼出的八个关键词：童年、动物、荒 野 、海 洋 、流 浪 、地 域 、恐
惧、困境，于创作者，是文学实践探索中绕不开的母题；于阅读者，是解读文学
直抵心灵深处从而引起共情的密钥。这亦是人生关乎生命、成长、存在与心灵
之道的八个关键词。由此，他既挖掘出经典文学作品之精彩紧要处，又开显了
个体战胜小我、进入宽阔大我之道路。
英国作家狄更斯因为父亲欠债进
监，十岁开始做工养家，因交不起房租全
家都住进了监狱。 他在鞋油工厂因技能
熟练，竟被老板放进橱窗里展示，让路人
像看动物一样盯视。 《雾都孤儿》里那个
贫苦无助的孩子，就是自己的童年写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军医的
家庭， 父亲购有田庄， 个性极其暴躁冷
酷，因为虐待田庄的农民而遭殴致死。 陀
思妥耶夫斯基少年时就进入军事工程学
校，他一生都要摆脱父亲的阴影。 血缘给
他的东西，留下的恐惧，会在人所不知的
时刻发酵。 这其实是一场极特殊、极痛苦
的酿造。 他的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今天读来仍然让人心潮澎湃。 这是怎样
的文字， 下面埋藏了一颗怎样特异的心
灵，远不是常人所能接近的。 今天的网络
时代据说人心麻木，那就读它吧，受一次
震撼。
陀氏这一类作品，与现代、后现代那
些最顶尖的作品、 令现代读者沉迷不已
的文字，区别太大了。 卡夫卡、马尔克斯
和米兰·昆德拉征服了多少人，让多少人
佩服，多少人模仿和向往。 但是读了《卡
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作品，会因为其中
不可解脱的罪感、深深的忏悔、无法言喻
的震撼而沉默。 这大概是更高一级的文
学，直接就是生命和心灵，由它所引起的
折服甚至自卑感，必将长久存在。 这是网
络时代里最稀缺的元素，它会沉淀下来。
如果我们将“伟大”这件袍子套在一
些绝妙的现代主义作家身上，他们一定会
感到不适。 这个形容词形成于古典时期，
是为那个时代特制的，直到今天似乎也无
法置换。 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但
丁、歌德和雨果这一类作家，他们不惮于
“伟大”，宽大的袍子也合他们的体量。
《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出了最复杂的
父子关系，还有兄弟之间围绕原罪、信仰
的无尽辩论 追究，惊心动魄，令人战栗。
这种深入和诚实以及恐惧， 是现代主义
文学所缺乏的。 关于父亲的记忆一定让
陀思妥耶夫斯基陷于难以解脱的折磨之
中，混合着其他苦难感受，比如那场险些
让他死于绞刑的案件。 这阴暗与悲凄的
命运融入了他的文学。
恨与爱是两种不同的力量， 虽然也
互有关联。 我们会发现，当二者合而为一
的时候，它才是最有力量的。 当恨单独地
分离出来，会变得阴郁；当爱独自分离出
来，会变得空泛、廉价和表面。 爱和恨结

合一体才是最强大、最无法抵御的，也是
百发百中的。

儿童在网络中
儿童成长于网络时代， 拥有一个被
电子媒介簇拥的童年， 是人生的全新相
遇，也许并不能简单地说好或不好。
这个时期的孩子可能知道得很多 ，
但又常常显得所知甚少， 思想芜杂而简
单。 他们借由互联网获得了很多古怪的
知识，什么消息、意见、现象、传闻、技法，
应有尽有。 他们过早获得的新异而有趣
的一些信息、一些技巧，令上一代瞠目结
舌。 不过静下心来也会为他们担心：更多
关乎生活本身的、 具体的事物知道得不
多。 知识多而经验少，而且多是看来听来
的一类“知识”。 他们拥有的假设很多，处
理问题的能力不强，许多知识都很廉价，
缺少经验的印证。
这样的一代人容易变得脆弱， 是与
化纤数字时代相谐配的。 他们与那些从
小在山里跑大、 在乡间或城市胡同里窜
大、在地里浑身滚爬的孩子完全不同。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提出以儿童
为本位，强调直观教育，目的是成为自然
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
儿童的样子。 我们如果打乱了次序，就会
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 他们长得既不丰
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 ”现在
的社会教 育缺少的，正是《爱弥儿》那样
的基本要求。 我们常常痛心地看到，一个
孩子尚未丰满就已经“腐烂”，他们有的脆
弱到不可思议， 为极短暂的一点阻遏竟
能放弃生活， 为一时的艰困就能搭上生
命。 这种悲剧是显在的，更大的悲剧则在
浑然不察中上演，那是心灵的腐烂。
丰子恺的儿童画中， 充盈着对儿童设
身处地的理解。他没有站在成人的角度居高
临下地看待儿童， 满眼都是喜悦和多趣，是
爱与欣。 他容忍儿童胡闹，像他们一样天真。
他说：“儿童富有感情，却缺乏理智；儿童富
有欲望，但是不能抑制。 因此儿童的世界非
常的广大自由。 ”
网络世界喧哗、热闹、纷乱，交集 着
各种匪夷所思的消息，好像应有尽有，然
而整体上却很难引起崇高的冲动。 现在
的孩子被视听包围， 有时是一种淹没的
状态。 他们从来没有应该具有的生命的
安静，这是极不幸的。 这种环境当然很难
引起激越之情， 因为过于琐碎和闪烁而

至的东西、变幻不停的事物太多。 过去的
孩子在河流面前、在一片庄稼面前、在高
山之下、 在父母带他进行生计操劳的时
候，通过 劳动、通过仰望、通过汗水和辛
苦，体验感激和喜悦，这样的过程能够唤
起向上的生命情感。 这种环境的赠予其
实是不可取代的。 而现在的芜杂是由极
端的局促引起的， 比如我们经常发现孩
子困囿在一个小小的手机中， 它的冷漠
和狭小一定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网络环境令孩子们更多地暴露在各
种污染之中。 这里不是指辐射和蓝光对
视力的伤害， 而是指网络上流传的漫无
边际的文字和图像。 这是拥挤的灾难，大
致营造了一种无聊的荒唐的氛围。 一个
人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 接受这样的教
育进入社会，对自己和他人，对于由他们
一样的群体组成的社会， 会带来难以想
象的复杂问题。 比如传统强调的质朴做
人，警惕成为势利眼和机会主义，这一类
教育需要在更自然的环境中完成。
少年头脑中的繁杂不是 好 事 情 ，这
让他们早早地站在十字路口， 失去了出
发的元点。 大概没有哪一个时代的儿童
像今天这样早熟、这样幼稚和难以长大。
这是充满矛盾的生命体。 他们被过早地
开发了，又被过早地封闭了。 哪些方面被
开发，又有哪些方面被隔离和被封闭，正
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 网络时代一些
接近于中年的人， 在许多方面都简单到
不可想象的地步，他们甚至像儿童，或不
如过去的儿童更有经验与知识。
过早地灌输似是而非的虚拟事物 ，
实感也就丧失了。 我们无法也无机会引
领他们更多地投向体力劳动， 或到大自
然中去享受直接单纯的生活。 来自大自
然的原理和知识一条是一条， 它们很少
重复之处，深入生动，丰富之极。 大自然
中的知识更真实也更具体， 更贴近生存
的实用性， 使人从一开始就具备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现在的儿童对植物和动物很无知 。
一个孩子走到田间， 认不出几只虫子和
几株植物。 而过去田头长大的孩子，几乎
没有不认识的东西。 在北方，地瓜和玉米
是最常见的农作物， 而今城镇的孩子见
了这两种植物都惊讶， 见了大丽花都尖
叫，以为遇到了什么神奇的花。 表面上看
不过是少见了一株花或一种作物， 更深
远来看，一个时代的童年变成了这样，这
个世界将何等苍白、简单和贫瘠。 我们的
未来需要交给他们， 他们自己也要迎接
未来，做好准备了吗？
数字时代的诸多难题摆在面前，而
且并不能用阅读和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来
解决。 一般来说，当下儿童的情感比较淡
薄，而情感的力量一旦失去，学习和记忆
也就成了难题。 说了这么多，那么谁来罗
列一下数字时代的优越性， 说一下它对
童年的无比恩惠？ 今天的这个时代，对于
儿童成长的良性元素当然也是一个新命
题，不过要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极难。 我
们要给一个时代命名并不是那么简单
的。 海明威他们那一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因为那也是一个大转折的时期。 格特鲁
德·斯泰因给海明威那一代命名为“迷茫
的一代”， 那么今天的孩子该怎样命名？
“无根的一代”？“漂浮的一代”？“恍惚的一
代”？ 似乎都不恰当。
我们没有为之命名的权利， 那就让
时间给他们命名吧。
（《文学：八个关键词》张炜/?，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