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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坤说，曾哲是一匹独狼，可谓一语中的。
我知道，一头银发、面色古铜的曾哲曾只身穿越罗布

泊，而另一位叫余纯顺的上海人就因为同样的穿越而命丧
大漠深处，留下了一曲震惊世人的千古绝唱；我还知道，在
千里漂泊中，身处旷野、人迹罕至，曾哲的身上曾经爬满了
200多只蚂蝗，随行的三只狗有两只被蚂蝗将血吸干死在路
上，而另一只到了目的地也头一栽倒地而亡，以致他回到北
京后，同在一起工作的哥们儿抱着他号啕大哭。因为辗转
十几个省的漂泊，已使虎背熊腰的曾哲憔悴得有如一片秋
风中的落叶。试想，独自一人面对寒夜、旷野、饥饿和难以
预知的危险与灾难，没有狼的耐力、坚韧与勇猛怎么可能活
着回到北京？

不过，如同狼一样坚韧的曾哲内心也有似水的柔情：在
独龙江最上游的雄当村，面对瘦骨嶙峋的山里孩子，曾哲曾
泪流满面。为了让他们长大后有可能走出贫困，他倾其所
有在当地修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在太阳最后落山的地
方——木吉的玛玛西，在中国与不丹交界的边地洛扎，曾哲
出于同样的心愿又自筹资金建起了一座座希望小学。就在
昨天，孝存兄还向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曾哲和儿子驾车外
出，为避让一辆残疾车撞上了一位骑车人。小伙子起身拍
拍屁股，说没事，跨上自行车要走。曾哲一把拽住自行车的
后架，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说，你回去后身体如果出现任何
不适，可以立即电话我，我们负责带你检查看病。

曾哲这样做是想告诉儿子，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心中向
善、勇于担当。这种向善与担当的精神，也体现在他的创作中。

在时下的文学语境中，曾哲被称为“漂泊文学第一
人”。漂泊，是曾哲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特有生存方式。佛陀
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曾这样问弟子：我手中的土多，还是地
上的土多呢？弟子的回答当然不言而喻。于是佛陀感慨地
说：放眼尘世，人山人海，而获得人身的概率却微乎其微，如
同我的手从地上抓起一把土。而在异域边地，一个陌生人
和另一个陌生人相遇相识，这更是怎样的机缘巧合！从这
个意义上说，漂泊真是一次无拘无束的心灵放飞，一种玄妙
奇幻的生命体验。智者会把这种放飞当作精神的涅槃，会
把这种体验化作心灵的吟唱。

曾哲的中篇小说《老叔的尼泊尔故事》（以下简称《老
叔》）就让我们获得了这样的阅读感受。小说的情节并不复
杂：老叔遗世独立，洒脱不羁，游走在严酷而美丽的青藏高
原上。身陷绝境时他被称作玉儿的一位尼泊尔喇嘛尼相
救，并产生了爱情。10年后，因为破译了库尔喀弯刀刀鞘上
一句“今朝一别等10年，10年不见成路人”的约定，老叔从北
京重新又踏上了寻找玉儿的漂泊之旅。在加德满都，他与
玉儿的侄女丹玛雅不期而遇，由此连缀起了两段相距10年
的时空。而当老叔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真情相爱的玉儿

时，她已背过了1001具尸体，终因体力不支，将不久于人世，
要虹化升天了。

小说通过老叔与玉儿的对话，探讨了许多关于宗教、生
死、人生的终极命题，目及八方，思接千载，具有很强的宗教
与哲学意味。值得肯定的是，作家在谈论这些陌生而又深
奥的话题时，用了鲜活而生动的散文化语言，把宗教文化与
汉文化进行了比较，使我们的阅读并不枯燥。曾哲因此把

《老叔》归结为一部谈信仰的小说。
这固然不错。不过，我更愿意把《老叔》作为一部具有

异域色彩和宗教情怀的爱情小说来读。老叔和玉儿的爱情
摆脱了世俗红尘中的名缰利锁，她像一串划过秋日天空的
鸽哨，清纯而高远；像一首吟自心底的恋曲，深情并肃穆。
作家的情感真诚、纯净，在他的笔下，玉儿心性高洁，真心向
佛；因爱和老叔有了肌肤相亲后，为了心灵的自我救赎，潜
心修行，女扮男装去做背尸人；而老叔则听从心灵的召唤，
为了寻找玉儿不惧艰险历经坎坷，从加德满都只身徒步行
走到西藏，途中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还要面对饥饿的狼群。
如果没有对纯真爱情的执著与向往，没有一个男人的责任
与担当，这一切几乎无法想象，一名尼泊尔喇嘛尼与一位中
国漂泊者的爱情传奇令人动容。

不仅如此。在寻找玉儿的艰辛旅途中，作家向我们传
递了多少温馨而感人的生活场景呀：随着卡车司机的粗话
扔在路上的羊肉丁包子；转场牧民留下来的一堆御寒驱狼
的牛羊粪；荒野邂逅的香港商人热情的款待，以及真诚抚慰
老叔悲痛心情的印度苦行僧……在欲望丛生的世俗社会，
人与人的心可以远到遥不可及，而在与世无争的边地旷野，
人与人的心却可以近到能感受到对方的呼吸。这样一种人
生状态，不正是我们每一个滚滚红尘中的都市人所倾心向
往的吗？其实，漂泊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一种心灵
的归皈。曾哲的漂泊，绝不止于他为自己的文字尝试一种
独特的表达，更是在为自己躁动的心灵寻找一处祥和美好
的精神家园。行者无疆，真诚与爱亦无疆界，生命不息，他
的漂泊就不会停下。曾哲以这样一种方式，为尘世中的我
们标示出精神的纯洁与高贵。

从类型上划分，《老叔》是一篇极具漂泊文学特色的小
说。有人把漂泊文学等同于行走文学，我以为两者是有差
别的。行走一直在路上，而漂泊则既有空间上的移动，也有
时间上的停顿。老叔的漂泊有明显的节奏，这在文本中不

难看出，而每一次停顿，都为故事的生发提供了原动力。
作为漂泊文学，《老叔》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偶然性。小说中的事件大都是偶然发生的。因为

“老叔”是整部作品的视点，故事随着他的漂泊推进并变化，
所以这些偶然发生的事件并不令我们感到突兀。比如丹玛
雅的出现以及死亡，作家并没有给我们详述前因后果，我们
也不会像阅读传统小说那样追根溯源，而是由此打开了更
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二是传奇性。因为小说以宗教为背景，这种传奇性的
描写就时常笼罩着神秘的色彩，这在有关玉儿与老叔前世
今生的书写中显而易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被玉儿看出
前世是“藏族催眠大师”的老叔，的确在未经任何专业训练
的前提下，成功地对丹玛雅进行了两次催眠。我想，这自然
与佛教的教义契合，但又何尝不是对生命形态的另一种解
读呢？

三是纪实性。小说结尾，玉儿虹化升天的情节令我震
憾。原以为这是作家为玉儿设计的一个功德圆满的结局而
展开的想象，这也暗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样一个至真、
至纯、至善、至韧的女人，本该修成正果。不想我和曾哲谈
论起这个情节，他却直言辩白，说这个情节完全来自于生
活，《西藏日报》曾以整版的篇幅报道过僧尼虹化升天的过
程。这让我惊诧：生命原可以如此璀璨，现实原可以如此
玄妙，生活的本身原可以如此超越作家的想象！不过，小
说中关于玉儿虹化升天的解释并不令我信服，我更愿意相
信这是佛教教义所说的一次生死轮回。也许十几年、二十
年后，一个被我们称做秀儿，云儿，或者叶儿的女子又会
在滚滚红尘中播撒爱与善的甘露。我愿意把她看作是玉儿
的转世，因为执著、善良与美，就像春天里的花儿一样生
生不息。

曾经听到过一则佛教故事，一位弟子问佛陀：您所说的
极乐世界，我看不见，怎么能够相信呢？佛陀把弟子带进一
间漆黑的屋子，告诉他墙角有一把锤子。弟子不管是瞪大
眼睛，还是眯起眼睛，仍然伸手不见五指，只好说我看不
见。佛陀点燃了一支蜡烛，墙角果然有一把锤子。佛陀说，
你看不见的，就不存在吗？

——这个世界并不缺少善良与美好，只是被丑恶的阴
影遮蔽了。文学便是驱散丑恶的蜡烛，而曾哲则是点燃蜡烛
的人之一，用他的漂泊以及在漂泊中所付出的心智与真情。

33年前的 1980年，我一连发表了 3部长篇小说《我们这
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从 1982年起，中国青年
出版社把我的 3部长篇小说分别出版了单行本，《我们这一
代年轻人》印行了 25 万册，《风凛冽》印了 10 万册，《蹉跎岁
月》半年之内连印了 3 次，每次 12.5 万册，计有 37.5 万册。即
使处在当年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些印数也还是很可观的。一
时间，诸多的报纸针对这一现象作了报道，北京、黑龙江、上
海的广播电台连播了我的这 3部长篇小说。而且传出消息，
中央电视台已来找我，要将《蹉跎岁月》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贵州省作家协会为我这个初出茅庐
的青年作家开了一个大型的作品研讨会。当初我由一个偏远
山乡的知青，刚刚调进省作协不久，别说来参加会议的省城各
界人士我大多不认识，由于在省城贵阳没有住房，户口还挂在

《山花》编辑部的一位老编辑家里，我这个顶着一顶专业作家
帽子的小青年，连本单位很多人也不认识。

但是，这个作品讨论会，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之所以印象深刻，其一，我那时候还不晓得研讨会是怎

么回事，坐进会场，我诚惶诚恐地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首先
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所有的发言者，无论是批评家，是领导，
是理论工作者，是文学教授，还是来自筹备中的文学研究所的
研究人员，报刊、杂志的编辑和主编，他们都认真地读了我这3
部最初的长篇小说，有的通读了我的3本书，有的着重读了我
的一本书。而且读得很细致，发言中举例提到的细节，有一些
我这个作者写过也忘了，他们都会点出来。

其二，在“唱赞歌”的同时，（我得说明一下，这个唱赞歌，是
发言者和主持会议者的原话），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把发言的

重点放在了“批评”上。这批评，包括了意见、建议、不足、对细节
的拷问和质疑上。尤其是我这个上海知青，写到贵州山乡农村
的许多人和事，甚至景物、气候、风情、植物、俚俗，等等，都被他
们这些读者一一进行了审视般的阅读。说老实话，听到后头的
时候，我甚至有如坐针毡的感觉，还带一点委屈的情绪，也许正
是年轻吧，好一阵我是借着记录，埋着脑壳不敢把脸抬起来面
对众人。这情形显然被有些好心的领导及老一辈的与会者看出
来了，他们会不时地插话，说上几句缓和气氛的话。

会议结束了，我脸涨得通红离座起身和每一位与会者道
别，这脸红可以解释为我很激动，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受了批评，
被人当面指出不足和提出质疑，心里头还是有些不舒服的。不
过冷静下来，细想一下，很多同志的发言还是诚恳的、真挚的、
具有真知灼见的，特别是对我以后继续写作是很有帮助的。

研讨会后，贵州省文联的《文学通迅》，全文刊载了会议
的发言记录，还概括地写了一篇会议纪要。我珍藏着这本《文
学通迅》，时常拿出来翻阅一下。构思新的长篇小说以后，我
还会经常把会议的发言记录看一遍，看一看当年人家给我指
出的不足和毛病，我是不是有意或无意地重犯。

从这一意义上说，真知灼见的批评，作家还是需要的。这
也是另一意义上的对作家的“与人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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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需要真挚的批评
□叶 辛

金雅的《人生艺术化与当代生活》（商务印书馆2013年4
月版）是她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二部专著。该著沿袭了作
者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6月版）一
书中体现出来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并加以发
扬光大。

从《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到《人生艺术化与当代生
活》，不仅是金雅学术研究思路的一种延伸，而且表明她在
学术造诣上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
究》一书中，金雅深刻地揭示了梁启超的美学体系：以“趣
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以“力”为中介、以“移人”为目
标的趣味主义人生论美学。在《人生艺术化与当代生活》一
书中，金雅进一步把梁启超的趣味美学摆在 20世纪上半叶
中国现代美学精神的确立和发展的背景中来考察，对中国
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资源进行深入的发掘和系统的梳
理，梳理总结了由梁启超的“生活的艺术化”到朱光潜的“人
生的艺术化”，以及包括宗白华、丰子恺等在内的民族审美
人生理论及其精神传统的演进轨迹。

《人生艺术化与当代生活》一书首次提出了中国式“人
生艺术化”精神，提炼、总结、阐发了中国式“人生艺术化”精

神的特质。作者透辟地指出，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提出了
“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并将其精神明确定位为不有之为
的“趣味主义”，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开启了融
哲思与意趣为一体的趣味生活的实践方向，由此也奠定了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精神的核心旨趣。而“人生艺术化”命
题的理论表述成型于朱光潜。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较为集
中而具体地发挥丰富了有为无为的对立统一命题及其审美
超越精神，并第一次明确将这一命题表述为“人生的艺术
化”，这一提法日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逐渐定型为中国现
代美学与文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20 世纪 30 至 40 年
代，包括丰子恺、宗白华等在内，一批中国现代美学家、文艺
思想家等，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涉及了这一命题，并共同
丰富拓深了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与精神特质。该著深刻地
指出，这种融审美与人生为一体、强调有为与无为的对立统
一及其超越的远功利而入世的人生艺术化精神是中国现代
美学最具特色的精神传统之一。

“人生艺术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
题。《人生艺术化与当代生活》一书将“人生艺术化”的民族
理论资源的梳理、民族审美精神的提炼与当代生活实践相

联系，在宏阔的视野上深入辨析了中西古今种种审美化生
活理论与思潮，从而在比较中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式“人生艺
术化”精神的民族特质，为当代生活实践中如何真正践履

“人生艺术化”确立了明确的理论坐标和价值导向。该著层
层深入，从划分艺术性的三个层面切入，区分了历史上艺术
化生活实践的三种类型，不仅敏锐地洞见了它们的差别，也
深刻地指出了各种艺术性的关联及其在生活实践中贯通交
融而通向至美的问题。该著在对中国当代生活景象审美观
照的现实背景下，反思辨析了以“无我”和“化我”为代表的
中国式诗性建构的两种现代传统，倡导从绝对超越走向张
力超越的诗性之路。

《人生艺术化与当代生活》一书体现了宏观把握与微观
论证、资料梳理与观点提炼、理论建构与实践导向的结合，
既视野宏阔、旁征博引，又中心突出、深入严谨，特别是在民
族理论资源发掘和民族审美实践观照的基础上，提出了民
族美学自己的问题，挖掘了民族美学自身的传统，在提炼、
推进、建构民族化审美人生理论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开
掘，在中国式人生审美精神的发现与建构上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

中国式“人生艺术化”精神的发现与建构
□凌继尧

近读《广西当代文艺理论家丛书·王杰卷》（广西
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颇有收获。这部论文集，收
录了作者在《文艺研究》和《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
的大部分文章。这些文章体现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
美学当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执著追求。
在寻求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王杰有着
自己的内在追求与独立思想探索意向。这就是：“由
审美幻象论转向审美人类学”，“由审美人类学转向
审美意识形态论”。王杰的这部文集，充分体现了他
独立而自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构想，显示出王杰在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极为可贵的思想努力。

王杰最初探索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时，从人
们关注较少的“马克思的神话理论”出发。从马克
思的经典文本和马克思美学思想乃至哲学思想的
内在发展过程出发，深入探讨马克思美学的方方
面面。从马克思美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必须探
讨马克思的神话理论，这涉及如何评价早期马克
思美学对希腊文化与希腊神话的看法。王杰非常
关注神话思想与审美想象的关系。在1990年代初
即关注马克思的神话理论、文化理论与人类学思
想，显然需要特别的理论勇气。王杰在其博士论文
中开始关注“审美幻象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他借
此扩展马克思早期审美理论的研究，探讨人类的
神话想象与审美想象问题，另一方面，则通过这一
问题，把审美想象与审美变形问题，把古典主义美
学与现代主义美学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从《审美
变形：现实关系的审美转换》《审美幻觉：中西美学
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审美幻象问题与心理学解
释》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王杰自觉地把马克思主
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等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他对法国现代哲学与
美学思想的直觉领悟力。早在 1990 年，他就自觉
地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福科的理论和阿尔都塞
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出现的一些新问
题，体现了他的理论超前意识。当时，在马克思主
义美学研究中，很少有人考察这一问题，王杰能够
别出一格探讨这一问题并得到了同行的认可，非
常不容易。王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充满了探
索性与创造性，而按照传统或保守的观点，马克思
主义美学仿佛不需要自由的探索。事实上，王杰的审美幻象论，不
仅综合了中西审美想象传统，而且很好地综合了马克思主义与精
神分析学的观点、心理学与美学的观点。

也许正是由于对审美想象与审美幻象研究的重视，王杰开始
关注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审美价值，因此，在2000年前后，王杰
自觉地转向了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这既是对审美幻象理论与神话
思维的进一步强化，又是对美学地方知识与中国美学特色的高度
重视。在探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王杰自觉面对广西
壮族自治区丰富的审美人类学资源，别开生面，开始探讨马克思主
义的审美人类学思想，显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思维的又
一次突破。他的《审美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发展》《审美
人类学的学理基础与实践精神》以及《马克思的审美人类学思想》

《地方性审美经验中的认同危机》，就是这一转向的重要思想标志。
如何研究审美人类学，为何要探讨审美人类学问题？这是当代美学
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在直面现代文明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
的审美成果之后，也需要直面自然文明、乡土文明与民族文化的重
要价值，事实上，工业文明或城市文明的现代性危机，是乡土文明与
自然文明所没有的，因此，如何评价乡土文明与自然文明浓郁的少
数民族文化审美生活，就成了美学的重要思想任务。保持文化的多
样性与文明的多样性，保持审美的现代性与审美的乡土性，正是王
杰在审美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思想体悟，显然，这对审美现代性的
纠偏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在马克思美学研究的这些具体问题上获得突破之后，王杰开
始对马克思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系统反思。显然，这种探索
也非常富有启示意义，即从具体的审美问题出发，从马克思主义
美学当代化出发，并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特质。应该
说，不探讨审美意识形态理论问题，就无法触及马克思主义美学
的根本价值。王杰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由“审美幻象论”转向

“审美人类学”，由“审美人类学”转向“审美意识形态论”，不是漫
无目的地学术转换，而是出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理论自
觉。我之所以肯定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就是因为他不
拘泥于时代的俗套，不是人云亦云地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若
干重大问题，而是从自己的理论兴趣与审美实践倾向出发，因此，
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探索之路，虽然最终还是回到了马克思的审
美意识形态理论上来，但是，“这种回归”是理论自觉选择的结果，
而不是出自于理论的盲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与
理论模式》《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特色问题》《当代中
国语境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审美现代性：马克思主义的
提问方式与当代文学实践》等论文，充分体现了王杰关于马克思主
义美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化的严谨理论思考。审美意识
形态理论的探索，就是要求我们充分关注审美与政治、审美与实践
的内在联系，回答我们时代的重大现实理论问题与审美生活实践问
题。必须看到，王杰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不是建立在孤立的意识形
态理论之上，而是建立在他对中外美学的考察，特别是建立在审美
人类学与美学地方经验的高度重视之上，这就使得他的审美意识形
态理论有了扎实的理论思想根基与现实生活实践基础。

王杰给当代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探索提供了许多有益
的启示。首先，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并没有固定的程式，没有任何禁
忌，只要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所涉及的问题都应该加以研究，王杰正是
以此走出了自己的独立探索道路，这一点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第二，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必须寻求自己的独立思想道路，不能人云亦
云，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许多根本问题进行理论反思。第三，通
过王杰的学术探索，可以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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