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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自信心

一个汉语作家在写作过程中， 一定会遭遇

无数困境。除了时时迎面而来的“写什么、怎么

写”这些具体问题外，不管有否主观意识到，他

还会遇到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三种本质困境 ：工

具困境、文化困境和学习困境。

工具困境。文学是由文字排列组合而成，文

学的唯一本质工具，到目前为止仍是文字。传统

分类的艺术，它们的工具都呈现单一性特征：文

学靠文字，绘画靠线条色彩，音乐靠音符。而当

代新兴的艺术，努力打破的正是工具的单一性，

它们想方设法在跨界、在融合。而文学，作为具

有强劲生命力的传统艺术， 它的以文字为工具

的单一性特征，至今未有改变。一位汉语作家，

供他驰骋思想和情感天地的工具， 仍然只有汉

字，而无其他。这就是宿命般的工具困境。

文化困境。汉语作家面临的，还有自身的文

化困境。中国文化推崇“中”，是以中和、中庸之

“中” 为最高准则的文化。“喜怒哀乐之未发，谓

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无论中和还是中庸，都是不偏不倚、

无过无不及之意。这种文化价值观，跟包括文学

在内的艺术创造的追求，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艺

术创造需要偏激，需要个性，需要锐意求索，需

要独特和锋芒，所谓“独持偏见，一意孤行”，而

最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国文化的这种语

境，对于生活并受熏其中的汉语作家来说，是严

重之困境，需要时时注意，自觉突破。

学习困境。学习的目的和过程之间，存在深

刻悖论。学习的目的：获得自我；而学习的过程：

丢弃自我。具体到文学写作，向前辈学习，向经

典学习，是在“无我”的状态下，进入到他人的情

感和思想场域，而这种“无我”学习的目的，又是

想最终获得鲜明的“自我”。这个度如何把握，这

种悖论如何破解，也需要我们时刻自警。

好在，汉语写作潜存一种巨大、本质的公正

性（其他语种，类似公正性同样存在），那就是：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名还是无名，无论你在哪

里，只要你想写作，上天一视同仁，赐给你工具：

汉字。公共性质的汉字，任你取用，不收分文。

这种巨大、本质的公正性，会给我们强劲的

写作自信心。

那么，作为工具的、公共性质的汉字 ，数量

有多少呢？

已知最早的成熟汉字，即商代甲骨文，单字数

量在 4500个左右（目前已经释读的接近一半）。

东汉许慎 ， 独自花 21 年完成的 《说文解

字》，收汉字 9353 个。

清代《康熙字典》，由 30 多位学者花 6 年完

成，收汉字 47035 个。

2013 年 6 月，由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

字表》，共收汉字 8105 个，其中，一级字表 3500

个，二级字表 3000 个，三级字表 1605 个。

汉字数量如上， 是否每个汉语作家都要识

读全部后才能写作？事实要求并非如此。有专门

研究机构， 对中国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的用字

量（不重复汉字使用数量）作过统计，结果举要

如下：

《周易》，1257 字
《老子》，816 字
《论语》，1365 字
《孟子》，1897 字
《庄子》，2925 字
《史记》，4832 字
李白，3560 字
杜甫，4350 字
《红梦楼》，4426 字
《毛泽东选集》，2891 字
《孙中山全集》，2673 字
另据中国教育新闻网报道， 基于对国家语

言资源监测语言材料库 2020 年近 9 亿字次大

众媒体用字的调查发现，557 个高频汉字覆盖整

个语料 80%的用字量，877 个高频汉字覆盖整个

语料 90%的用字量，2247 个高频汉字覆盖整个

语料 99%的用字量，媒体高频用字稳定。

由此看来，3500-4000 个汉字， 就是一个汉

语作家的全部。一视同仁，如此公平！就看你用

这古老又恒新的汉字， 能够为人类如何总结世

界（包括人的内在与人的外在），又最终创造出

怎样的全新世界。

阅读

书籍， 是人类这一物种创制的一种奇特之

物。书，是人对世界、对自我的情感、认识、理解

和幻想。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对于渴慕进步的写作者来说， 在沉醉于生

活和大自然的同时， 阅读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要

求。除了获取知识、借鉴学习之外，阅读为个人

写作提供深广背景，提供衡量自我水平的标尺。

阅读使写作者时刻获知：个人的作品，在祖国乃

至世界漫长不断的文学链中，处于哪个位置，哪

些是步人后尘，哪些是自我独创。

阅读对于写作者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点燃

自己。阅读犹如火苗，经常，瞬间就会让写作者自

身，熊熊燃烧起来———在对他人的阅读中，发现

并唤醒自我沉睡的宏大世界。 这种借他人之火

种，点燃自己的情状，古人称之为“发兴”。唐代诗

人王昌龄曾说：“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

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

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很多时候，写作

者阅读他人的目的，实质是勘探自我。

汉语写作者的阅读，应该读什么？

首先，可能要重视源头性书籍的阅读。

人类浩如烟海的书籍， 大致可以分为两大

类：源头性书籍和派生性书籍。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它的源头性书籍都

很少。由儒、道、释三宗主要汇成的中国文化，同

样如此。中国文化的源头性书籍，检点如下：

“群经之首”《周易》，5000 字。

儒家：《论语》，1.6 万字；《孟子》，3.7 万字。

道家：《老子》，5000 字；《庄子》，6.7 万字。

佛家中，由中国人撰就并被称为经的是《坛

经》，1.2 万字。

如此，不足 15 万字，就是中国人最经典的源

头性书籍。它们，是中国文化大江大河的泉源。

去读源头性书籍， 因为，“任何一本讨论另

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

（卡尔维诺）。

其次，我们的阅读胃口一定要驳杂，要始终

保持贪婪而强韧的阅读热情。

什么都可以读，什么都应该读。正如意大利

作家卡尔维诺所说，“从阅读经典中获取最大益

处的人， 往往是那种善于交替阅读经典和大量

标准化的当代材料的人”。他认为，可以将“大量

标准化的当代材料”视之为“现在的噪音”，最理

想的阅读办法，是把这种“现在的噪音”调成“一

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

存在是不可或缺的”。杂食化的大量阅读，会有

效养成我们的阅读判断力、鉴别力。

我们如何读？

精读和泛读。对源头性书，对经历过时间淘

洗的各时代经典的书， 对个人感兴趣的特定对

象的书，我们可以精读；其余，泛泛浏览则可。

形式和内容。阅读，有的可重其形式：结构方

式、文字品质；有的可重其内容：思想内涵、独特情

感。就自我的阅读来说，对于中国传统经典，重其

“写了什么”，对异域之书，常常看其“怎么写的”。

热书和冷书。 不必赶潮流般去阅读某一时期

的流行热书。尽管内心知道，这些热书中不乏优秀

著作。 但个人仍然本能觉得， 一窝蜂地拥上去，对

书、对自己，都是一种亵渎。而且，众人皆读时，一本

优秀的书，像有神性似的，会自觉地掩盖它本身真

正珍贵的光芒。尽量去和寂寞的、被遗忘的冷书相

遇吧。那时的交流，像电，彼此能深深击中心灵。

不阅读的阅读。有时，形式上的不阅读 ，也

是一种特殊的阅读：一本书放在案头，或者是用

来激励，或者，是用来较量。

真正的阅读，能让写作者成为清醒者，既不

狂妄自大，也不妄自菲薄。阅读使我们的写作在

自觉状况中进入历史，潜在地，得以成为文学历

史的一环。

独属个人的文学根据地

成熟的写作者，都有独属个人的文学根据地。

这块自己的领地，可以是物质性地域（地理

故乡），也可以是精神性地域（精神故乡），当然，

也有两者混杂一起的。它会极其鲜明地，成为写

作者的独特标识。

2020 年 7 月在央视纪录频道热播的系列纪

录片《文学的故乡》，拍摄的就是中国当代 6 位

一线作家的文学根据地， 展示了他们各具特色

的写作与他们各自地理故乡之间的深刻关

系———毕飞宇：苏北平原；阿来：川西北藏区；莫

言 ：山东高密红高粱田野 ；刘震云 ：中原 ；贾平

凹：秦岭地区；迟子建：北方冰雪地。

再往前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作家和独属

于他的文学根据地，也是如此鲜明：如沈从文的

湘西，老舍的北京，李劼人的四川，等等。

上述作家的地理故乡，都是他们的根系深扎

之地。越伟大的作家，他的根系越发达粗壮，他根

系蔓延深扎的地域，往往就超越具体、狭隘的故

乡，而更广更大。像鲁迅的中国气息，像川端康成

的日本岛国气息，像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乌拉

圭的加莱亚诺所呈现的南美雨林气息。

作家个人的文学根据地，除了物质性地域（地

理故乡）外，还有一种是精神性地域（精神故乡）。

像出生北京的张承志，他的文学根据地，在

中国的大西北：深厚黄土高原、神秘新疆、北方

内蒙这三块土地，既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故乡，

也是他理想和力量的不竭源泉。

像出生南京、工作在北京的王以培，同样是一

位令我关注并内心敬重的作家。二十年来，他视长

江三峡库区为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归宿地，无数次奔

赴、深入，如记录亲人般，写下《三峡记忆》《水位

139米》《新田白水溪》《长江边的古镇》《采真》《清

庙》等著作，为太多的消失存留了珍贵档案。他说：

“原来即便是在当代，在长江边的古镇乡村，那些风

雨飘摇的老茶馆里，棚棚与危房中，在那些风烛残

年的老人记忆中，依然保存着古老的神话传说与历

史记忆。它们与圣经故事、希腊神话传说具有同等

价值和意义，只是我们自己不懂得珍惜。”

鉴于此，每一位从事汉语写作的人，都应该

时时自问：我，找到并拥有独属于我的文学根据

地了么？

如何获得个人的文学根据地？ 清醒的主观

意识很重要。 导演侯孝贤说：“我感觉每个人都

有一块自己的领域， 这一块你要自己去发掘。”

首先是主观寻找，其次是深入“发掘”，发掘你有

人无的特殊性，最后是自我的独特构建，用自己

的作品，不断建设并创造自我的根据地。

从另外的意义讲， 拥有了个人的创作根据

地，同时，也就有了一个命定的限制。懂得这个

限制，是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的自知之明。

像意大利导演费利尼，他很清醒他的根，在

罗马，在故乡意大利北方的海港小城里米尼，他

说：“譬如美国电视台想送我去印度、巴西，好拍

一段精彩的关于宗教及地方魅力的影片。 很吸

引人的提议，我立刻说好，但同时心里有数，我

是不会动身的。”

像侯孝贤，有人曾找他拍张爱玲的《第一炉

香》，但他很明智地拒绝，说拍不了，“因为那个

绕来绕去，那个幽微的感觉对我来说太难了，而

且一定要讲上海话， 一定是上海那个时候的氛

围”，而这一切，侯孝贤说太难了，他自诉是“乡

下人”“野人”，他这种人只能拍朴素的东西。

写作者， 最终是要去获得独属个人的文学

根据地。要牢记的是，人在“自己的领域”上，但

我们的心，仍应始终具备：人类视野、全球视野，

甚至是宇宙视野。

具体的作家的劳作， 就是以个人特殊鲜明

的“地域方言”，讲述世界的事情和普遍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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