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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回响

杜阳林

人生过往的生活经历， 岁月

留下的历史印迹， 地域文化的互

相融合， 终究会成为作家记忆书

写的正道。

作家宗璞在九十岁生日到来

前， 为四卷本长篇小说 《野葫芦

引》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此时，距

离她开笔书写这部小说， 已过去

了三十二年。 宗璞执拗地溯源往

昔，是她不愿遗忘和背弃历史。整

部小说正是以她童年记忆中的北

平开始，此后的南渡、东藏、西征、

北归， 贯穿于整个全面抗战的叙

述， 是关于那批西南联大知识分

子群体的经历与思考。

人们需要认真回首与凝望历

史， 虽然那些早已湮没于岁月风

烟的旧迹，但不晓过往，哪知今夕

来之不易？ 倘若一个人不知自己

的来处，面对的将是空白与迷雾，

失去了伫立天地的根基。 我们需

要一次次叩访灵魂的记忆、 历史

的记忆，去阅读和聆听，去了解和

察知。

炎黄子孙的历史记忆， 在漫

长岁月中明灭起伏， 打下了鲜明

的“东方印记”。 中国人在心理层

面形成的时间经验， 主要是将自

然的时序变化作为人情感状况的

表征。《诗经·采薇》“昔我往矣”之

语，《麦秀》《黍离》之悲，无论是涉

及个体还是家国， 均是将原本自

然性的时间内化成了感性的时

间。 回溯过往，书写“记忆”，重塑

“历史”， 是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所

在， 也为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繁

衍了机会。

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社

会因素，影响着写作者的创作，但

缤纷多姿的南北迥异， 也是记忆

书写的创作之显，地域的元素，让

作品呈现出迷人的风貌。 我们在

文字中回溯“月下的平桥”，听着

哗哗的水流， 跟随鲁迅一道坐在

船上，摇摇晃晃地去看社戏。鲁迅

有他永远怀念的鲁镇和赵庄，孕

育了作家的水土， 又反过来影响

着创作特色与作品风貌。

沈从文是沅水的子民， 他通

过手中的笔， 一次又一次回到湘

西， 如同回到一块飞扬着灵气的

圣地。在这里，有着未曾遭受现代

文明熏染的真诚、朴实、自然、强

悍的生存方式， 这里的人带着一

种近乎蛮荒的野性气质， 有着蓬

勃生动的生命力， 就像大自然一

般生生不息。 沈从文如痴如狂地

写着湘西，在他的笔下，沅水成为

多情的载体， 它默默听着少年在

漆黑夜色中唱给翠翠的歌谣，也

听过老人心中的期望与叹息。 这

是作者钟爱的故乡， 也为他提供

了取之不尽的写作背景。

作家书写“历史”的同时，提

出的也许是对 “现在 ”最诚挚的

思考。

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曾

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

‘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

失与重造 ， 可能从什么方面着

手”。 那时， 作家明知时移世易，

眼前所见已不是二十年前单纯的

山水人物， 农村社会保有的那点

正直朴素之美近乎消失。那么，沈

从文秉持着一种怎样的心态，来

捕捉那些未加污染的美好呢？

沈从文身在熟稔又陌生的家

乡，茫然四顾，再也回不去当年的

时光， 所有的惆怅与向往织成一

条绳， 拉拽他向着记忆的深处掘

进。 故乡是永远也无法 “回去”，

也无法“抵达”的，因为故乡是根

植于每个不同个体过去时光中的

地域存在， 谁能一再地 “回到过

去”呢？

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个人的生

活与情感， 不是为了解构宏大历

史，而是重返过往，为个体生命找

到一种安定的归宿。关于历史、故

乡和记忆，是对过去的留存，又是

对未来的希翼， 象征了一种艰难

但不弃的书写正道。

有一些作家拥有一个 “牢固

的故乡”，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

的。 他们生于斯长于斯， 长大后

也生活于斯，所熟悉的环境，成为

一种丰美的回忆， 为书写提供着

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在不断回

望与分析解构中， 作家寻找着自

己的生命之根， 苦苦觅求着一条

路， 通往个体书写精神内涵的最

深层意识。

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省北部

漠河的一个寒冷的小村庄北极

村，迟子建诸多小说的取材，具有

散文化优美而朴素的叙述方式，

作品中栩栩如生地呈现出当地人

的生存状态， 都与她所生活的这

片独特的龙江地域有着密切联

系。 生活环境的影响使迟子建不

断发掘生命闪光点和人性之中的

美好成分。 萨满文化是龙江地域

文化的核心， 深刻影响着黑龙江

人的生活方式及民风习俗。 这种

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迟子建的影

响是渗透性的， 并逐渐积淀为一

种虽浸透忧伤、 同时又饱含温情

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

曾说 ：“小说是对真实部分的抛

弃， 你在生活中抛弃了什么，最

后留下的就是小说。 所以小说是

通过虚构的方式抵达真实。 ”写

作者对自己生活的再反省、再书

写 ，重新整理和择选 ，思索和筑

造 ， 构成了一种 “人为的真实

感”。 在这个过程中，写作者既不

可背弃时间，也不能脱离环境的

记忆而孤立存在。

也许， 写作者置身于熟稔的

环境，书写自己熟悉的东西，诚恳

面对自己的经历和记忆， 注重文

学中的不确定性， 会让写作的道

路越走越宽。 但如何才能从美丽

的风景与文化中准确提炼出属于

自己的“文学母题”，在浩瀚的时

间与空间的宇宙中寻到个人的记

忆坐标，是巨大而严峻的考验。

按照托多罗夫的说法， 记忆

是决定个体身份与相关文化认同

的重要因素。 如何以个体的记忆

叩响时代的强音， 以自身的积淀

面对厚重的文化， 以单一区域的

书写打通全人类的广袤疆域，是

作家深耕于记忆书写的无上空

间，值得一生叩求。

在以全球化为号召、 人们在

轨道上急速前行的时代， 我们的

生活方式日渐趋于模式化和物质

化， 反而更加释放和凸显了每个

地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文学不

仅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还受到一

个地区长期历史积淀所形成的人

文环境影响。

作家阿来的作品， 总是充溢

着自然的空灵和西藏的地域色

彩，从文学价值讲，他营造了生动

鲜明的藏地世界， 给人以精神世

界的滋养激荡， 升华精神的诗化

美好，回味无穷的人文关怀。从历

史的角度讲， 阿来的作品对地方

文化重新进行形象阐释和记忆书

写， 就像是一部部厚实而精彩的

民族志， 让读者不仅了解到历史

文化风俗流变， 也了解了当地人

的生存状况， 及其地域民族文化

的内在特性。

藏地在人们的眼中总是披着

神秘面纱， 与这片大地上源源不

断生长着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息

息相关。 如何不偏不倚地理解和

对待民族神话， 关系到能否深入

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柢， 去真实而

深切地认识这个民族 。 阿来的

《格萨尔王》取材于同名藏族著名

史诗。小说对其进行重述，犹如一

种对历史记忆和地方书写形态的

翻新和再生， 是阿来以神话为门

径，让“现代主义”与“神话历史”

进行隔空对话， 由此进入了藏民

族的历史和内心。

溯源历史记忆并不是背道而

驰， 以地理书历史， 以空间写时

间。 在风雨兼程的长河之中，晨

曦苏醒，天色微亮。而一个作者的

记忆书写，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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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时空似乎被狠狠压缩 ，

记忆被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填塞 ，

无法自如地流淌， 遗忘来得太快太
快了， 快到连遗忘时一丝丝涟漪也
无。 大大小小那么多的事情打个照
面忽然沉沦，我不禁要问，是记忆机
制还是遗忘机制出了问题。

我出生于 1990 年，到现在，就
是中国发展最快的三十几年， 我亲
历了城市化最快的阶段， 亲历了互
联网时代的兴起和蓬勃， 亲历了智
能手机对生活的占领， 亲历了许多
共识的瓦解。 我们这一代人借助互
联网和便利的交通， 貌似有了比前
人更加丰富和深广的见识和生活经
历， 我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个家
族、一个村庄、一座城市。 有太多匪
夷所思进入到了视野，节奏太快，致
使我们常常难以适从。 做个现代人
的难度可能比做个古代人难上一百
倍，没有什么可以确信之物，昨天确
凿的真理，也许今日就会被推翻，昨
天的时髦，今天就过时，我们必须不
断调适，保持锃亮，以便不会被时代
抛弃。 这时代实在太大太快，个人作

为一个切片又太窄小， 这种悬殊的
对比， 甚至让一个人努力眺望的目
光都变得可怜了起来， 若只关注眼
前之物，又显得固步自封。 这几年，

为了追上世界的脚步， 我不断地阅
读各种公共议题的社科类图书 ，关
注热点讨论， 希冀对这个世界了解
得更深入一点， 但事实证明此举并
没有太大作用， 我只是陷入到了信
息焦虑之中， 被互联网速度牵着鼻
子走。 速度在不知不觉中挤走了记
忆， 挤压一切慢速才能生长出的美
感，甚至它挤压人的情感，把一切本
该深沉幽微的感情即时化和廉价
化， 很多需要凝视需要驻足的古典
之美就这样消亡了。

需要这么快吗？ 这种焦虑和恐
慌什么时候迅速蔓延， 我作为一个
人如何抵抗这种焦虑和恐慌， 在急
流之中是否可寻得一根浮木渡人渡
己？ 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无法停
止自己对小说的怀疑， 其实这种怀
疑很早就开始了，世界加快流动，不
断处于变动和混乱之中， 文学的把
握能力似乎就削弱了。 索尔·贝娄在

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写道：“我们当代
的地方社会已经被世界所淹没 。

……我们被可疑的现实包围， 发现
面目模糊的自我。 ”在信息流通不够
快捷的时代， 小说家通常也掌握着
巨大的信息优势，但在信息时代，这
个优势被无情抹平， 曾经寄托于小
说的集体记忆或感情慢慢分散和抽
离，对写作者而言“写什么”和“怎么
写”这两个问题变得越发急迫，即小
说中应该呈现什么 ， 怎么呈现 ，甚
至， 也会想， 也许非虚构的意义更
大，毕竟它们包含的事实更多，但这
个想法很快被自己推翻， 小说中经
过想象力提炼过的文学真实同样意
义重大。 除此之外，作为最为依赖记
忆的一个群体， 写作者也在最激烈
地对抗着遗忘， 对抗着摧枯拉朽的
速度，动摇中保持编织的耐心，需要
公道地自我辩解一句，很难。

我在这样的自我拷问中度过了
很长时间，在“什么值得写”里不断试
验和寻找，写作《大河深处》时的轻松
和直觉不会再有。很多写作者有着明
确的写作场域，但我却是在迁徙和漂

流中生活的人，唯有寻找才能找到说
话的舌头，在最新的小说集《奇迹之
年》中，我做了几种尝试，书写和我完
全不同的人的生活，或描绘一个时代
的狂热， 或将时空穿插制造宿命感，

你会看到不断漫游城市却无法容身
的年轻女人、陷在特异功能热潮中的
狂热男人、穿梭城市的为宠物安乐死
的医生、少年犯，以及有着布尔乔亚
幻想，企图通过婚姻达到生活进阶的
平庸女人。 在写作过程中，我小心翼
翼地保持着和文字的距离，保持冷静
的观察视角 。 这几篇成于 2018-

2020年的中短篇小说， 也只是一种
内在燃烧的产物，无解于我身处其中
的困惑，它们甚至都不是我对困惑做
出的解释，只是长久以来身体力行的
习惯，无疑，我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

很奇怪，漫长的自我质疑中，反
倒比以前更坚定一些，虽然“值得写
吗，怎么写”仍然如同天问一样悬在
头顶，困惑依然猛烈冲刷，但从来没
有“写或不写 ”的问题 ，唯有更投入
地生活，更踏实地创作，笨拙之人别
无他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