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代人的记忆与寻找
———读程永新中篇小说《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

张中民

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都知道，程永新

是编辑家，由他发现并推出的优秀作家和

作品有很多，可是鲜有人知道他也从事文

学创作，且出手不凡。 比如他创作出版过

散文集《八三年出发》、中短篇小说集《到

处都在下雪》、 带有新文学史料价值的随

笔集《一个人的文学史 》，还有“流浪三部

曲”的前两部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和

《气味》等作品。

通过阅读他的作品会发现，程永新是

一位非常有个性追求和独特思考的作家，

他的文笔清新轻巧飘逸， 叙述简洁有力，

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思想深刻，主题明朗

而又含蓄， 都体现了一个小说家的才华。

因此， 他在小说创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印

象，绝不仅仅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在

故事背后隐含着深深的思索，这思索是人

性的，也是有关时代和社会的。 自从长篇

小说《气味》出版至今，将近十年过去，其

中除重新修订再版了随笔集《一个人的文

学史》之后，却没怎么见到他创作的新作，

所以我一直在心里推测，像他这样一位在

场而又一直身处“漩涡中心”的作家，以他

的眼光、阅历和才情，按说不会在文学创

作方面缺席，也许是在积蓄和孕育，就在

我的期待中，去年 9 ?，中篇小说《我的清

迈，我的邓丽君》（原载《十月》2020 年第 5

?）亮相，给我带来异样的惊喜和震撼。

这同样是一部书写记忆和寻找的作

品 ，小说讲述了大胖 、建国和一个叫 “阿

格”的三个中年男人一起去泰国旅游的故

事， 在清迈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异域城

市，通过追忆歌星邓丽君在美萍酒店去世

前后的描写，勾起了阿格寻找失踪多年的

哥哥的欲望和冲动，以及由此发生的一系

列跌宕起伏、环环相扣而又让人深思的故

事。 三个中年男人身世不同，生活各异：大

胖自小失去亲生父母， 由养父母抚养成

人；建国父母离异，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主人公阿格是一个在父母离异后几乎被

遗弃的孩子，由舅妈养大，随着年龄增长，

并在后来的了解和记忆中逐渐知道了自

己的家史。 在这种情况下，才激起了阿格

寻找失踪哥哥的过程。 哥哥在哪里？ 阿格

多方打听了解到哥哥去了泰国，而且就在

清迈，阿格决心借此机会找到他，弟兄酸

腐，不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这种对亲

情的呼唤，正如歌星邓丽君临终前嘴里呼

唤的“妈妈 ，我要妈妈”那句话一样，这是

一句发自心底而又饱含深情的呼唤，不禁

让我们的心灵为之一震， 顿感亲情的珍

贵。 因为她此时呼唤的不是知心爱人，而

是亲爱的“妈妈”，从这句简单朴实的话语

中，流露出她对亲情的眷念和怀恋，再次

深刻地向人们阐释了“我们都是妈妈走散

的孩子”这一主题，让人倍感亲情的珍贵。

这篇小说的叙述语气和寓意，从题目

即可看出充满记忆和伤感气息，《我的清

迈，我的邓丽君》在强调“我的”同时，“清

迈”和“邓丽君”一语双关，引人沉思，值得

回味。 小说一开始，程永新就从三个中年

男人乘坐飞机去泰国旅游写起，用他精准

简洁的语言，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

的场景， 配上三个男人不同的人生经历，

加上导游惠子和他老公带领他们到不同

景点游玩时的所见所闻，就把三个男人的

心态和性情展示得一览无余， 淋漓尽致。

而对主人公阿格的描写，程永新则大量运

用场景描写和心理描写相结合的表现手

法，把他到清迈旅游的心态描写得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程永新

采用让主人公参观邓丽君生前下榻的美

萍酒店为主要场景，通过对儿时的回忆来

寻找哥哥这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展开描写，

互为衬托，相得益彰，真正达到了有机结

合的创作目的。 而在整部小说叙述中，作

者又加入了许多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和

元素 ， 使作品实现了完美统一和高度契

合，因此别具一格。

其实在这部小说中，让我惊叹的地方

有很多，比如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层层

推进的叙述技巧，中途不时埋下大量伏笔

的情节设置， 对异域风光的生动描写，对

人物心理的刻画和对生活场景的细节描

摹，从开篇到结尾的浑然一体，结构谨严

而又不留任何斧凿之痕的谋篇布局，都让

人觉得耳目一新；再是小说的叙述语言简

洁有力、精准节制，往往寥寥数笔，就把场

景描写展示得如身临其境，对人物形象的

刻画入木三分，栩栩如生。 特别是作品中

透示出来的机智，有时甚至是风趣和幽默

的叙述，读这样的作品，你不能不被作者

超强的叙述能力和高超的描写水平击节

叫好。

通过阅读这篇小说，我不揣冒昧地揣

测，程永新之所以一直迟迟没有拿出 “流

浪三部曲 ”的最后一部，除了与日常繁杂

的审稿和编务工作有关，还与他一惯对艺

术追求完美有关， 或许这篇作品的出现，

是他创作的又一道湾。

美学生活的条缕
张怡微

在 2017 年出版的随笔集《小说与我》

中， 王安忆曾仔细地回顾自己的写作生

涯。 她在其中《写作生涯的开端———一片

没有面世的文章》一文里提到在 1977 年，

有一篇没有面世的散文《大理石》，是她写

作生涯的起点。 虽然没有说那篇散文写的

是什么，但王安忆认为，它“跨越了一个写

作社会化的过程”。 从现在的眼光看，1977

年是中国当代文学黄金时代的开始。

1983 年，王安忆写作了第一部长篇小

说《69 ?初中生》，并随母亲去了美国爱荷

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那时候，中国

刚刚结束离群索居的历史，世界离我们特

别遥远。 ”对于王安忆作品的研究者来说，

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许多精神资

源都开启于那时。 王安忆回忆道：“经过许

多时间，我渐渐知道现实生活跟美学生活

是两种生活，既有关系又没关系，当你决

定要做一个写作人，那你就是要做一个在

美学生活里的人，做一个在文学生活里的

人。 ”（《写作的再发现———美国留学的启

蒙》）这是她作为写作者的敏锐省察，也象

征着一种精神志向，一直贯穿至今。

现如今在我们 “创意写作 ”专业作为

参考必读书目的《故事和讲故事》一书，启

发了很多初学写作的同学。 王安忆对于现

代小说文体的认知、 小说体积的实践经

验、汉语写作的审美意义、甚至是现代散

文文体的变迁认识，距离她开始写作的时

间非常近（起始于“1986 年秋”）。虽然是创

作者，但王安忆十分重视创作的总结与反

思。 她对于写作经验的知识化的提炼开始

得很早。 若以王安忆自认的写作起点，不

过十年，若以她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

开端，不过短短三年。 可以说，她一边创

作，一边克服创作的困难，一边描述困难，

描述克服困难的过程。 在这些艰苦的沉思

中，她十分警惕“过去拥有的经验在贬值”

这样的事，她“渴望创造的是我在现实里

无法实现的一种生活，无法兑现，仿佛是

乌有之存在 ” （《生活经验———重要的是

“内心”》），这便是经由文学创造抵达 “艺

术”之门的路径。 文学是一种媒介，如果

文学也是作为整体的 “艺术 ”的一部分 ，

王安忆的写作实际上是由广义的艺术认

知构成的。 这些艺术门类，包括了音乐 、

影视、戏剧、绘画、舞蹈、书法、雕塑等等，

甚至还有不断的行旅，借由跨文类的 “阅

读经验”细细丈量自然世界的纹理，再借

由广阔世界的历史经验创造出新的可靠

的虚构世界。

由此，当我们看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的《戏说———王安忆谈艺术》和《遥想

手工业时代———王安忆谈外国文学》两本

新书， 基本也就了解了王安忆此生对于

“格物致知” 的殷切追求。 她写得非常具

体，从现实的常理，到文学的逻辑，再到艺

术的效果，条分缕析地为我们讲述从拆解

到创造的趣味。 宏观来看，亦可以感受到

一个善于学习的艺术家， 在改革开放以

后，如何从日常生活和阅读生活中汲取养

料，批判省思，并一砖一瓦营建起独一无

二的美学生活。 如果我们再有热情多关切

一点王安忆整体的艺术创作，那么我们更

可以看到这一些材料，是她仔细看过又撇

在虚构创作之外的学思历程和素材边角

料，看到她改编过的电影、话剧，她挑选过

的散文选，她上过的课，见过的不同时代

和地域的学生。

比较新的书评 ，收入于 《遥想手工业

时代———王安忆谈外国文学》中，如《人生

烦恼识字始 》写的是小说《斯通纳》，王安

忆曾说，这部小说值得一个好翻译。 又如

《抹去》写的是《我的天才女友》，她很喜欢

这部戏剧，还曾推荐给我们创意写作的学

生。 她能看破物质世界与历史发展的辩证

关系，亦能讲明在有限的故事里潜藏的机

杼。 她更热爱着某种抽象的生机，无论是

发迹于虚构的想象，还是根植于真实的世

界。

没有这些文字，我们将遗漏许多面向

的“王安忆”，也是经由这一丝一缕的复述

与重构，她的艺术世界日益恢弘，显示出

通过“故事”与“讲故事”的禀赋和能量，所

开凿的精神世界和美学生活， 那么坚实、

奇异、别有洞天，水落石出。

如果文学也是作为整体

的 “艺术 ”的一部分 ，王安忆

的写作实际上是由广义的艺

术认知构成的。 这些艺术门

类，包括了音乐、影视、戏剧、

绘画、舞蹈、书法、雕塑等等，

甚至还有不断的行旅， 借由

跨文类的“阅读经验”细细丈

量自然世界的纹理， 再借由

广阔世界的历史经验创造出

新的可靠的虚构世界。

新作聚焦

2021.4.29 责编/?小平 郑周明 第 188期
新批

评专 刊· X I N P I P I N G· 讁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