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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人间是归处
吴言

去年九月，长篇《你好，安娜 》出版余

音犹在，蒋韵说又写了两个作品，都给了

《收获》， 其中一个中篇就要在第 6 期发

了。 我想，那另一个也最有可能是中篇吧？

一问，她说不是，是长篇非虚构———原来

就是这部《北方厨房》。 当时在场的人，不

单是我，心里都动了一下，涌上了后来很

多人都表达过的对蒋韵的钦佩。 那次蒋韵

还说，自己比年轻时写得快了———她是怎

么做到的啊？

我想，是因为蒋韵得到了很多爱吧。 前

半生爱的储备足够，才能应对世事的变故。

年事越长，越觉一个人原生家庭的重要性，

若缺失了亲情之爱，有如失去先天的元气，

补益起来非常困难。 这一点在蒋韵的《北方

厨房》得到印证，爱这种空泛的概念，在日

常中变得具体，就是通过一粥一饭、一菜一

羹这么传递的。 蒋韵有如带了丰厚的妆奁，

踏上自己的人生路时已很富足。

一部家庭烹饪史，也是一部百年女性

简史。 这个家亲情的源头是奶奶———如果

不是蒋韵这样的作家回顾梳理 ， 诉诸笔

端， 我们会忽视奶奶这样一个目不识丁、

裹足缠脚的旧式女性，会对一个家庭起到

的决定性作用。 在开篇处蒋韵写了奶奶其

实没有名字，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

次人口普查中才有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不

经意的细节， 道出了那一代女性的命运，

她们注定是湮灭在历史中的一群人。 蒋韵

的家是那个年代比较典型的中国家庭，如

果一个家没有奶奶这样的人物，必定非常

风雨飘摇，家不成家。 刚好在进入改革开

放的新时代前，奶奶退场了，完成了自己

的使命。

到了母亲这一辈，开启了职业女性生

涯。 因为有奶奶的襄助，得以“职业”得纯

粹。 实际在奶奶主厨时期，也是能看到母

亲的身影的，不过是副手位置。 作为 1930

年代生人，传统深入骨髓，总有回转到厨

房的时候，只待时机来临。 最初是奶奶离

世，儿女需要，唤起了厨艺天赋。 再就是第

三代孙辈的出生，当初有奶奶协助育儿而

未充分施展开来的母性，在外孙女身上二

度爆发，比自己当母亲时更甚。 为外孙女

执厨用的是眼科医生的认真，在另一篇散

文《青梅》中蒋韵写过，为了满足外孙女请

客的荣耀，母亲不止做饭，用餐的碗都换

了两回。 最终外孙女远走异国求学，母亲

再没有了做饭的心劲，甚至成了老年患病

的诱因。 老之将至，一个人用失忆抵抗着

对亲人的思念和对人世的眷恋，看着让人

不忍。 到如今，这份爱原封不动地让蒋韵

复制到了自己的外孙女身上 。 从奶奶开

始，这个家族里由几代女人构筑的母系链

条，保证了爱完整纯粹地、毫无损耗地传

递了下来，虽为常情，但并不常见。 人们常

说的“无条件的爱”，就是这个样子吧。

到了蒋韵这里 ， 她自觉地将自己从

“主厨 ”降格为 “主妇 ”。 2014 年 ，是蒋韵

的退休年龄。 男作家通常在这个年龄酝

酿着“变法“，蒋韵也有变化。这一年她写

的作品 《晚祷 》中 ，厨艺成为情节的重要

推力，这在以前的作品中是少有的。厨房

在女作家眼里，重新焕发了意义———《水

岸云庐》是开在黄河边的餐厅，《你好，安

娜》有很多篇幅写中餐、西餐，《我们的娜

塔莎》中西餐成为人物连接的纽带，直至

现在这篇 《北方厨房 》，彻底让厨房成为

主场景。无独有偶，另一位同时代的作家

王安忆，在最新的长篇《一把刀，千个字》

中，也将餐厨置为小说的中心位置。厨房

炊事作为写作素材的变化和深入过程 ，

其中也隐含着女作家对女性身份的认同

问题。年轻时候的职业女性，特别是女作

家， 向往的是自己的一间屋和精神的独

立， 岁月淘洗之后才能从厨房看到生活

的本质和内里。年轻时追求理想与浪漫，

最终发现，一日三餐里才是生活的架子 ，

一箪食一瓢饮不去将就， 这架子就倒不

了，就能抵御外面的风雨。

当初曾想，不下厨的蒋韵会写出怎样

的厨房？ 没想到一部厨房简史，被蒋韵写

得杂花生树，葱郁丰饶。 那么多的历史和

人物，都能通过吃食串联起来，让这部作

品透着厚重的历史感。 父系母系的孔蒋两

家，在河南可算是世家，从吃食看就比普

通百姓家讲究，家史也更丰富。 家传通过

味蕾传承下来，化作细胞记忆，几十年后

的今天，在蒋韵的笔下复活。 文中常出现

“记不清了”的字眼，让读者和作者同为逝

去的历史遗憾，但又同时反衬出这种纪录

的价值和意义。

这部非虚构从某个侧面看 ， 能看成

蒋韵的部分自传。 伴随着食物的成长记

忆，在她以前的文中不多见。 也可以说 ，

她以前着力的是小说 ， 并不愿意在散文

中过多消耗自己的素材。 到如今，却只能

有一部实打实的非虚构 ， 才能道尽记忆

的角角落落。 我想这部非虚构作品，在蒋

韵的作品中应该占有重要位置 。 它还是

一篇丰富的创作谈。 蒋韵很多小说中的

原型都能在这里找到 ，能看到 《你好 ，安

娜 》中的姐姐丽莎的影子 ，还有 《水岸云

庐》中的母亲，娜塔莎更是确有其人 。 非

虚构和虚构 ，纪实与小说 ，互相映照 ，让

我们对作家的创作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

识。 那些小说中的人物，因此更加有根有

袢，更有生命力。

从艺术视角还原文学内心
汪政

如何给苏宏的《艺术偈语》定义和分

类确实让人有些为难。 从内容上说，它应

该是讨论艺术创作学的，但是，不但它的

话语风格完全异于我们常见的同类作品，

而且完全看不到这类著作中一般的内容。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话语方式或

话语风格对作品生产与创造的影响。 一般

来说，我们总认为内容决定了形式，或者，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 我们更重视内

容，笃信什么样的内容决定了什么样的形

式。 可以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作一个

类比。 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写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怎么写。 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

口号主要是对长期忽视文学创作的规律，

忽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忽视

文学的形式的一个矫枉过正的提法 ，但

是，当作家们一旦重视了怎么写、重视形

式的创新之后，产生的现象不但是文学呈

现出了花样翻新的形式，关键是内容也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于

人文社科领域，只是表现得与文学创作不

一样罢了。 近现代学院教育与现代学术科

研体制确立后，人文社科的书写已经很规

范，从概念到体系，人们已经被规训到了

一定的话语体系中。 但我们可能没有注意

到，这样的所谓学术话语的书写规范固然

是在建构，是在生产知识，但在建构的同

时又是在进行删除、排斥和遮蔽。

如果将苏宏的《艺术偈语》与常见的艺

术创作类著作比较， 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两者的差别。 苏宏更注重内心、灵感，注意

那些稍纵即逝的心理与情感形式。 《艺术偈

语》是内心的，是经验的，是想象的，是玄思

的，它不管通约，它也不问普适，相反，它更

重视个性，重视独特。 它既不按逻辑的推演

去建构体系， 也不去收罗案例去进行实证

研究。 所有这些都与现代学术话语存在相

当大的差异，甚至是不兼容的。

所以，不仅是话语形式与话语风格的

问题，而是这样的形式与风格给我们带来

了不一样的内容。 现代艺术创作学的许多

命题在苏宏的作品中是阙如的，它们不为

苏宏所关心，而苏宏所关心的当然也不是

前者讨论的对象。 比如，从纵向的艺术创

作过程来说， 苏宏更关心创作的发生，更

注重创作发生时的生命状态与生命体验。

艺术在苏宏那里， 它的精神性更被重视。

在苏宏的艺术创作学里，过程、技术少有

自己的位置， 更不用说不同的艺术种类

了，它们的体式、结构、范畴、表现方式、材

料等等都可以忽略不计。 这也就不难理解

苏宏为什么对儿童、 对梦境特别有兴趣，

它们不仅是苏宏讨论的对象，更是苏宏讨

论艺术的方法。 在苏宏看来，生命之初是

最近于艺术的，同样，梦的方式在本质上

也更近于艺术。 在这样的方法中，苏宏可

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讨论艺术。 显然，

苏宏有这样的话语观，只有以对象的方式

来谈论对象才可能接近对象，否则都可能

是对对象的纂改和歪曲。

当苏宏以这样的方式来谈论艺术时，

他已经无限接近于一个艺术家，或者更确

切地说，苏宏是不是认为对一个艺术家而

言， 重要的不是他创作了怎样的艺术品，

而是他如何创作，以及他创作发生时的生

命状态。 艺术行为的本质不是创造艺术

品，更不是为了他人，不是为了艺术以外

的目的的生产， 而是艺术家生命的呈现，

是艺术家自我的生命表现。 艺术创作不仅

是艺术家主观的投射与对象化，而且是动

态的创作的发生与过程，是艺术家的生命

的释放， 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与自我、与

自然、与世界万事万物的对话应答。 这种

强调艺术家生命与精神的主体性与终极

性在如今变得非常重要。 一方面，艺术已

经越来越被艺术之外的目的所绑架，艺术

家更是在异化的路上越走越远 ； 另一方

面，艺术的机械性、非人工性正在成为趋

势，机器人写作、机器人艺术生产已经走

过了实验阶段，当机器与人开始争夺艺术

创作的权利时，艺术何为？ 艺术家又如何

自处？ 只有从本体上申张艺术的地位，只

有坚持艺术的人的属性，只有将艺术作为

艺术家的生命形式，才能从根本上肯定艺

术作为人的合目的性的根本价值。

到了这一步，才能体味到《艺术偈语》

真正的奥秘。 与其说它是一部关于艺术创

作的著作，倒不如说它更近于一部文学作

品。 它是写人的，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艺

术家的形象。 这个艺术家不为身外的目的

所动，他时而沉静，时而狂放。 他无比自恋

与自负， 他仔细地体察自己的生命状态，

返身自己的内心世界。 他热衷于儒道，流

连于易经，他对禅宗很有心得，他也对西

方的诗化哲学情有独钟。 他时常穿越时空

与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对话。 他的话语中

时常见到童言、白日梦、呓语，他喜欢哲思

和追问，喜欢与人抬杠，但又几乎摒弃了

当代人讨论艺术的路径，所以，他经常将

自己一分为二，发难、诘问，如双手互搏 ，

乐而忘返。 他是感性的，喜欢类比，喜欢形

象，喜欢如诗如画的场面，时常用一个个

生动的场景和细节去表达自己的思想与

情感。 我们不知道他擅长什么，他很骄傲，

他似乎无所不能。

在《艺术偈语》中，他是自由的 ，他十

分享受这样的状态：

让生命氤氲起来。

无拘无碍又无所不在。

我们不妨听一听这个艺行者的呓语。

一部家庭烹饪史 ，

也是一部百年女性简

史。 这部非虚构从某个

侧面看， 能看成蒋韵的

部分自传。 伴随着食物

的成长记忆， 在她以前

的文中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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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 《艺术偈语 》是一部关于

艺术创作的著作，倒不如说它更近于

一部文学作品。 它是写人的，它成功

地塑造了一个艺术家的形象。

文化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