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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密码，藏在水中。

水元素，是最重要的中华文化表征

之一。前贤曾说，水善利万物而不

争，认为我们民族最高等级的“上

善”，就是“若水”。诗人胡弦的最

新力作《水调歌头》，就紧紧抓住了

水这个元素，为当代汉语诗歌，为

我们的民族，奉献了一部透明而又

深沉的水的华章。

阅读《水调歌头》，一个强烈

的感受是，犹如阅读气势恢宏的

工笔画长卷。这是诗人胡弦自觉

创造的一部整体性极强的诗歌文

本。这个诗歌文本，由28首长诗

构成，它们不是即兴的、零碎的，

28首长诗经由诗人精心结构，形

成了自足、完整、齿轮严密的一个

诗的国度。

《水调歌头》的关键词当然是

水，在胡弦笔下，这个“水”，有着

无穷的变体：河流、溪水、细雨、

江、泪水、雾、湖、洪峰、酒、波浪、

雪、大海，等等。诗人不是就水写

水，而是通过水的无穷变体，为我

们揭示出生死、消逝、爱、故土和

怅然这些人类永恒性的主题。

《水调歌头》所呈现的精神意

象上的恢宏，不是源自泼墨写意

式的书写，相反，是由诗人的精密

刻画来得到奇异展示。胡弦的这

种精密，既观照于诗歌的局部，又

呈现于文本的宏观，显示了诗人

超乎寻常又游刃有余的对文本细

节与文本全局的控制力量。

胡弦曾经自诉：“诗人是发

明家，他要创造的是一种带有独

特个人印记的东西，他要通过故

事与情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自

成一家的史实。不单单是历史

是怎样，还包含着作者要怎样，

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作者在为之

寻找权威性。”《水调歌头》作为

“一种独特的自成一家的史实”，

已经获得语言和诗意上的某种

“权威性”。我想探究的是，这个

诗歌文本的“独特史实”和“权威

性”来自何处？

让人特别注意到的是，在《水

调歌头》中，诗人胡弦独创并奉献

了一种特殊的诗性叙事方式（典

型的如《醒木》《江都的月亮》

等）。《水调歌头》中的这种诗性叙

事方式，完全不同于小说或散文

的叙事，它具有一种令人惊叹的

神奇性。胡弦的诗性叙事方式，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诗性叙事

力”，他凭借这种叙事力，完美解

决了诗歌创作中现实时空与诗歌

时空的关系。

一般人在写作中，现实时空

与诗歌时空往往是疏离的、隔阂

的。而胡弦依靠他独创的“诗性

叙事力”，使得两种时空，在《水调

歌头》的文本中得以完美交错和

融合。

现实时空与诗歌时空，在胡

弦笔下，可以是自然过渡：

我们在桥边散步，又坐上船，
划向

星空燃起又熄灭的地方。
胡弦也有能力让这两种时空

同时交融：

我们在灯下翻阅，运河中
作为风景的水并不流动。当初，
催促人们书写的力量
已提前消失了。而任何文字
都不会在阅读中死去：不是水
是这些文字在保护它书写的

一切。
《水调歌头》中的诗人，在审

视生活表象之时，或进入生活表

象之后，就能够迅速甚至几乎是

同时，建构起一个自我的、裹挟现

实又超越现实的诗歌时空。这是

需要足够的诗歌才华和诗歌经验

才能实现的写作能力。

作为写作生涯超过三十年的

诗人，这册《水调歌头》，也集中呈

现了胡弦积聚多年的深湛综合能

量——他的情感力量，他的哲学

思索，他的深厚学养，在诗行间展

露无遗。

《水调歌头》的文本中，自我

与人类，天命与自然，历史与现

实，交相涌现。《水调歌头》是胡弦

的“我之书”，但它更是涉及我们

民族的河流史、交通史、战争史、

饮食史、绘画史、朝代变迁史，以

及诗人的家族史、个人旅行史，甚

至是梦史的一部大书。

“一部诗集的包含，总是会

超出作者的认知范畴。这种‘出

圈’的行为，人做不到，但诗可以

做到。”（胡弦语）确实，《水调歌

头》这个诗歌文本，拥有其独属

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正是这种

复杂和丰富，给《水调歌头》的读

者提供了多维解读文本的无限

可能。

胡弦是诗的通灵者。他自信

地承认：“我知道那些在时间中循

环、改头换面的东西，还有那些神

秘的、我的笔始终无法触及的非

生活的东西。”但是因为神秘的通

灵，他的诗，最终成功地捕获它

们，“和它们在一起”。

如前所述，《水调歌头》是结

构精密如庞大机器的整体性诗歌

文本，然而即使不去关注它的整

体性，只是随便翻翻，书中单纯的

诗美，也如闪耀钻石，随处皆是，

给人以阅读的快感。如：

箭头射中的肉体
已把全部的疼痛转让给了光阴
就像风吹过，树在摇晃

但在树的内心，风毫无意义
据说，一个泡泡吐到水面时
朝代也随之破裂了
……
整体性的宏伟，与无数迷人

的局部，赋予了《水调歌头》自身

丰富的调性。

《水调歌头》是一部由东方心

灵呈现的水之交响，是一部充满

强劲诗美的民族水志，它是当代

汉语诗歌在21世纪上半叶的一

个重要收获。深入《水调歌头》，

尽管胡弦在主观上是冷静的、节

制的，但我们依然能够真切触碰

到诗人不愿外露的书写激情，感

受到诗人内心深处对人类、对这

个世界的热爱和沉忧。

——读胡弦诗集《水调歌头》

黑陶

由东方心灵呈现的水之交响

埃米尔 ·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洞
见“‘我’是正在陈述含有我这一语言
载体的当下话语时位的个体”，同赵
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
学导论》一书的标题有很大相似点。
本维尼斯特在《普通语言学问题》中
一再强调自己的观点：主体并不先于
语言，主体只是因其言说才成为主
体。没有“主体”和“主体性”，只有说
话者，甚至——只有交谈者。这和我
们的常识“作者创造叙述者”相悖，但
与赵毅衡的想法不谋而合，所谓“主
体”实际是“说者”与“被说者”双重人
格，也对应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
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于是，怀揣
疑问与探究的渴望，《当说者被说的
时候》这本翔实生动的叙述学入门作
品应运而生。

中国的叙述学发展经历了从翻译
引介，到梳理对比，到反思与创造，到
系统化建立体系等阶段，赵毅衡对叙
述形式的种种思考最终集结成了这本
比较叙述学导论著作。他以中外小说
戏剧为主要研究对象，将探讨的问题
分为八章讲述，探讨叙述行为，叙述主
体，叙述层次，叙述时间，叙述方位，述
中的语言行为、情节，以及叙述形式的
意义等八个主题。一到七章先点出问
题，再逐步勾勒作为符号集合的叙述的
产生过程，第八章将视野拓宽到全局，
追问叙事形式的意义。

纳博科夫的《透明》无疑是作者
织造的叙述之环，其中的作者、叙述

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这些叙述要
素都渗透着不同意图，也具备不同功
能。在一篇访谈中纳博科夫指出，写
作主题是探究无常命运的纠结，其他
人物的出现是点缀，亦是作为主人公
的幽灵，所以当再次回归文本，我们
会发现原本杂乱无章的叙事迷宫露
出了草蛇灰线的痕迹——那正是休 ·

珀森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正如赵
毅衡在第一章所说，“初入道者如果
想让实物完完全全停留在他目睹的
时刻那个层面上，就必须学会对它一
览而过。过去穿过透明物体发出光
芒！”意识流小说自身的特性大致规
定故事的言说方式，从结构到具体语
词都透露着严整又随意的规律，同
样，“穿过透明物体”会发现更广阔的
天地，为避免在诱惑中迷失，我们才
要躲避“叙事的幽灵”，跟随赵毅衡的
视野在更高处俯瞰全局。

俯瞰伴随着全局视野，也更容易
以“比较”的心理进入文本。副标题
“比较叙述学导论”告诉读者本书关
乎中西小说叙述理论的比较，由此进
入自序部分又可得知这本书的基础
意义——同时是比较文学和叙述学
的基础论著。可见“比较”是本书的
关键词之一，作者运用比较的研究方
法，读者也运用思辨视角和类比能
力，这使得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墙壁被
打通，阅读也更有成效。纵观全书，
丰富多样的例证是第一特质，如在讲
述“指点干预”时，赵毅衡的举例从现

代小说《阿Q正传》跳跃到晚清《冷眼
观》再到法国当代作品《投降》，既举
出关于指点干预运用的不同例子，又
对“指点干预就像戏剧中的舞台说
明”这句话作出阐释与总结，清晰明
了。逻辑性、总结性、批判性的特点
是第二特色。对于理论著作而言，逻
辑性无疑十分必要，繁杂思维过程的
呈现一定要具备过渡句与恰当的连
接词，同时也要运用浅显易懂的话语
适当对观点进行总结，降低阅读门
槛。更必要的是通过恰当疏离展现
批判性思维的运作过程，正如赵毅衡
在文中既援引不同学者观点又能提
出自己的洞见，这对于读者而言也是
一种珍贵的思考过程。

那么，了解罢这本理论书的特点再
进入作者的思维空间——我们该怎样
看待一部小说？首先，要学会“俯瞰”，
一切感动、愤怒、感同身受都有可能是
叙事圈套，只有让自己和文本拉开距
离，才能以客观身份介入文本进行分
析。“文学叙述，是语言符号的特殊集
合，它在语言符号系统上另外附加一
个构造，这个构造（叙述的文类要求）
本身构成符号体系。”读者在分析作
品时要将文本看作语言符号的集合，
也要学会参考社会文化形态赋予作
品的特点和它提供的解码方式，方能
与文本保持适当距离。其次，要注重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叙述作品的内容
与形式之间充满裂痕、隐言、盲区，《简 ·

爱》中当道德约束与叙述展开无法相容

时，叙述服从了道德规范却也造成盲
区。从这里出发，我们会发现内容和形
式的交锋能让人观察到作品不完美的
裂痕，两者的统一会增加逼真感，叙述
的张力从不同层面得以生发。

最后进入文本，聚焦到更具体细
微的层面，即“圈套”，它可以由主体干
预而来、由时间变形而来、由叙述方位
角度的变化而来、也由复杂情节和语
言主体而来，这都涉及到叙述可靠性
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层层抽丝剥茧
的过程中，文本的意义被逐渐确立，叙
述学理论也从空白到五彩缤纷。

20世纪90年代，叙述学在中国
迎来第一波兴盛。不少学者对其进
行阐释和反思，不再只是一味继承西
方的理论。他们从形式本身出发寻
找到对社会文化批评的方式，叙述学
慢慢在中国扎根并保持蓬勃发展的
态势。此刻再回归赵毅衡眼中“充满
争议”的题目，会发现它其实是对叙
述学研究发展的另类总结，总结方式
是通过提问——这也代表这本书的
思想脉络。“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关于
一系列提问：“说者”是谁？被谁诉
说？被怎样说？被说的前中后期发
生了什么？“比较叙述学导论”则关
于：比较什么？如何比较？意义在何
处？“未来不过是一种语言的修辞，思
维的幽灵”，这是纳博科夫在《透明》
中的叩问，主语替换成“叙述”同样不
违和。跳出叙述，换个方式重新走进
叙述，或许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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