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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心缘何入梦来
——从《碧水梦》到《蓝天梦》 □牧 人

小说就是讲故事，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是不错的。不过，在
这故事里面一定要有思想。无
论是“小故事”还是“大故事”，概
莫如此。写小说不能离开思想，
若真的存在没有思想的小说，那
必将是一个艺术的怪胎。

小说是写人的，没有生命，
何以为人？1957年，钱谷融先生
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论文学是
人学》，当时受到了文学界的激
烈批判，可是历史与文学实践却
证明了，“文学是人学”这一观点
是完全正确的。文学是写人的，
是为人而写的。作为文学的重
要样式，小说一定要有人物（或
者象征性的人物）。要让人物活
起来，赋予他们以生命，这是小
说成功的起码标志。如何让人
物活起来？作家可以把自己的
感情调动起来或生发岀来，附
加在小说人物身上，进入人物
的灵魂。一个人物活了，便可以去唤醒其他人
物，如此人物都活跃起来，进入了虚拟的环境，
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命运，就可以由他们自己
的性格与行为去决定了。先有故事再有人物，还是
先有人物再有故事呢？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
答。我的体会是，先有人物进入你的心中，当你与
这个人物熟悉起来的时候，甚至对这个人物产生了
深深的爱与恨而不能自已的时候，你的灵感就会
涌向笔端。有人就有故事，故事是由你塑造的人
物来演绎的。作家掌握着小说人物的命运，但小
说人物之间关系的变化发展，却时时牵动着作家
的心，让作家不得安宁，甚至有时候不得不跟随
着人物的脚步走下去，与他（她）们同甘共苦，相依
为命。所以有人讲，小说中有着作者的影子，这是
有道理的。

小说也许有高雅与庸俗之别，但在雅与俗以
及它们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一个确定
的标准。文学的原始状态是通俗而朴素的，它起
源于民间，起源于劳动，起源于抒发感情的需
要。从“杭肓杭育”的吟咏，到《古诗十九首》中那些
描写平民生活与爱情的篇章，再到唐代的传奇小
说，看起来它们都没有高雅到哪里去，但却载入
了文学的史册，甚至成为经典。这是因为，这些
作品反映的是人民与社会的真实生活，能在人民
群众中产生共鸣。雅俗并非好与坏的绝对标准，
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的内涵与形式是否为社会民众
所接受。

真正的小说家，同时也应当是思想家。伏尔
泰、卢梭、列夫·托尔斯泰、鲁迅等，都是如此。无论
是他们的思想著作还是小说作品，都曾对人类思想
的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从这
个意义上讲，“经国之大业”的说法并非虚妄。古代
许多伟大的文人都是像曹雪芹、蒲松龄那样潦倒人
生者。他们没有发挥“治国平天下”才能的平台，也
没有公开实践自己思想的资质条件，便只好以小说
来寄托情思，抒发怀抱。

小说之为物，它不能抵御荷枪实弹的敌人，不
能建造摩天大楼，甚至不能代替消费品御寒充饥。
但它能优化人们的灵魂，让人们了解什么是丑恶与
善美，什么是野蛮与文明，从而让人类在文化的长
流中不断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陶冶自己。如此
看来，小说之于社会，其意也深焉，其功也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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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快评 张炜中篇小说《千里寻芳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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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徐小斌长篇小说《天鹅》:

与去年发表的《小爱物》类似，张炜新
作《千里寻芳邻》也是一部不落窠臼的率性
之作。

与《小爱物》讲述的“复乐园”故事不
同，《千里寻芳邻》讲述的是关于“寻找”的
故事。小猫球球被舅妈带到城市之后，苦苦
思恋留在乡下的好友——小猪春兰，于是
逃离城市，一路寻找，历尽千辛万苦，终于
回到了海边的村庄。在讲述球球遭遇的同
时，小说还倒叙了她的母亲——女猫离开
家园，誓死寻找抵抗海妖的英雄流浪猫（球
球的父亲）的故事。两个“寻找”的向度尽管
不同，但是驱使这对猫母女行动的动力却
是相似的，那是一种在生命中涌动的血性、
在灵魂深处呼喊的信念。在“寻找”的过程
中，既有对崇高信仰的召唤、对英雄主义的
颂扬，也有对现代文明病的讽刺、对生态恶
化的忧思，更有对饱满生命激情的礼赞。

小说的主角是动物，充满了象征性。小
猪春兰是小猫球球的“芳邻”，也是她“寻
找”的皈依。球球寻找“故乡”和“芳邻”的过

程其实也是“融入野地”的过程。她在大地上千里奔走，从泥
土里获得了力量，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这两个可爱的小生灵又何尝不是人类的“芳邻”呢？可
是，沉浸在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世界中难以自拔的人类会有
这样的赤子情怀，不远千里去寻找“芳邻”吗？球球的漫漫征
程，昭示着人类的回归之途。也许，我们只有重返自然的怀抱，
与大地血脉贯通，对世界的神性充满敬畏、谦卑和感恩，才能
寻找到自己的家园。

在小说中，张炜这位一向拒绝复制别人和自己的作家以
天马行空的想象构筑了一个人与动物共通的奇异世界，拓展
了当代文学的想象边界，带给读者意外的阅读欣喜。在这部
寓言式的小说中，张炜以充满激情的笔触，激活了发自生命
本能的感性力量，再一次对以工具理性为本质思维的现代文
明进行了反叛。在他的心中，人与动物、植物是平等的，都是
自然的生灵之一，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具有相似性。一般作
家在处理动物题材时，大多会运用浪漫主义的夸张、拟人手
法，让读者清晰地感受到那是一个虚拟的异类存在，而张炜
却以写实笔法建构一个无差别于人类的动物世界。

庄子有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
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
物，不谴是非，以与俗世处。”张炜的小说兼有庄子所谓“三
言”的特征，尤其是“卮言”表现得更为充分，“卮满则倾，卮空
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于他而言，小说是生命的一种表
达方式，无论是故事、结构、人物或是语言，在他的“悟想”中
都已经突破了常规的审美经验和意识形态，进入到了自由的
境界——以心写之，即是文学。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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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天鹅》，论爱情
□杨庆祥

开 始

似乎没有必要从头说起，那个写过《羽蛇》（1998年）并博得
“女性写作”盛名的人，怎么会在近20年后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
的意象——天鹅，一个几乎从来不将救赎的希望寄托于任何具
体凡物的人怎么会去写一段已经被我们这个时代污名化的爱
情？文学史家也许能够从中读出某些草蛇灰线，并作观念上的演
绎，但是对于徐小斌而言，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切都必
须从头开始——对于任何真正有创造力的作家来说，任何一次
写作都是从头开始。《天鹅》对应的不应该是《羽蛇》，它对应的是
现在的、当下的、此刻就站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徐小斌（而不
是文学史里面那个简单的符号），虽然她总是带着双鱼座独有的

“面纱”。但毫无疑问，这一次她决定敞开心扉，以某种透明的姿
态和我们谈谈爱情。

如此必然要提到卡佛。这个作家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当我们
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几乎成了小资的专有语式。但
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严肃的意义上，这是一个值得被不断追
问的问题：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是卡
佛的那种爱情吗？他不无刻薄地说：“在遇到我之前，你爱过别
人。如果我现在突然死了，你或许会悲伤数日。但接下来，你还是
会擦干眼泪，去爱上另外一个人，这就是爱情。”这是典型的现代
之爱，它是一种短暂，一种瞬间，一种在极短的时间里被消耗的
事物——它几乎变成了一个商品。自浪漫主义已降建立起来的

“伟大崇高的爱”到了这里分崩离析，它最直观的隐喻，莫过于
《泰坦尼克号》里的旷世恋情变成了《革命之路》里的庸俗日常。

一声叹息，暗换了人间。如何将这现代的爱的碎片重新拼接
并重铸其神性？《天鹅》是徐小斌一次勇敢的尝试，她试图在人间
来书写非人间的爱，在不可能讨论爱情的时刻来重新创造爱情，
她的努力，有些奋不顾身。

相 遇

她于是遇到了他。古薇于是遇到了夏宁远。“她第一眼看到
他的时候就吓了一跳，不知是第六感还是什么更隐晦的感觉，她
突然想起了电影《钢琴教师》中那个俊美的男孩——那个男孩的
眼睛里有那么一种羞涩迷离的光，那是一种只有纯洁的心灵才
能产生的光芒，在当代的年轻人中间已经很少见了。”这是一种
非人间的相遇——它会让我们联想起贾宝玉第一次看到林黛玉
时的场景：“这妹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是在哪里见过呢？

古薇和夏宁远真正的相遇在新疆——一个在中国的版图中
显得有些神秘的边远之地。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早
在数年前的北京一次音乐讲座中，作为学生的夏宁远就在台下
看到了作为老师的古薇。徐小斌的用心之处恰好就在这里，她将
两个人真正的相遇——爱的相遇——不是放在北京，而是放在
新疆，甚至更具有神秘感的赛里木湖畔。这是对经典现代“相遇”
的一次挑战。在波德莱尔最著名的诗歌《给匆匆一瞥的妇女》中，
描写了一个男子在大都会的人流中看到了一位女子并由此产生
的欲望想象。“电光一闪……随后是黑夜！——用你的一瞥// 突
然使我如获重生的、消逝的丽人，// 难道除了在来世，就不能再
见到你？”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都市之爱，“这些诗揭示了大都市
生活使爱蒙受的耻辱。对这种爱的满足并不是失败了，而是被省
去了”。为了挽救这种爱的省略，必须借助一种非现代的时空。北
京是一个被高度规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古薇并不能完全摆

脱她世俗的角色，虽然她在这个角色上一直扮演得很失败。而只
有在新疆这样一个相对前现代、混合了宗教和神迹的地方，爱才
能得到真正的表达和丰满。要改写现代的爱情，就必须改写时
空。我不知道徐小斌对此是否有高度的自觉，但至少，在《天鹅》
中，时空确实发生了位移和置换。一个年届不惑的中年女性和一
个风华正茂的男性相爱，对习惯于“洛丽塔”想象的男性来说，这
怎么可能？但徐小斌做到了，她必须通过这种时间的逆转来证明
爱的“平等性”。爱仅仅关系到一个心灵针对另外一个心灵，而
并不关乎时间、阶级和性别。是的，性别！夏宁远出现在古薇面前
往往是羞涩的、小孩式的形象。这仅仅是一种母性的想象和隐喻
吗？也许我们可以想得更远一些：在《天鹅》之爱中，其实性别已
经不重要了，在古薇和夏宁远的身上，都有一种隐约的“中性”的
趋向（贾宝玉和林黛玉身上不也有这种气质吗？），其背后似乎对
应着“雌雄同体”的原始心象和哲学远景。这是《天鹅》中含而未
露的东西，可惜，它仅仅是一闪而过。

冒 险

《天鹅》的扉页题词是“爱情是人类一息尚存的神性”，那么，
如此充满神性的爱情难道能够轻易得到吗？错置的空间、扭转的
时间、中性的性别，这一切只是实现神性之爱的充分条件。或者
说，这些仅仅是“爱的相遇”的条件。很显然，这仅仅是开始，智慧
如巴迪欧也不得不指出：“爱的相遇只是爱的万里长征的第一
步。”爱起于偶然，这一偶然谁都无法决定，与其说是徐小斌决定
了古薇和夏宁远的相遇，不如说，这是神性之爱的必然逻辑。而
这一逻辑的另外一面是，它必须经受冒险——没有冒险的爱是
一种不严肃的爱，或者说，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经过“质检局”
检验过的爱，这种爱今天被我们的社会和写作广泛传播。而真正
的爱，几乎都在重复人类的“童年期”——冲动、冒险、求全责备、
误会。这是爱的必经环节，类似于炼狱。而在这个炼狱过程中，最
重要的是：如何超越我们的肉欲？

因为对救赎的不再信任，现代之爱以及相关的想象往往停
留在感官的层面，也就是将爱与性混为一谈，甚至仅仅是谈论
性，而不是爱。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这样，当然它最后有一个
对性的道德审判；川端康成的《睡美人》也是这样，虽然它有一个
物哀的审美传统。《天鹅》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完全正视，而
不是绕过肉欲来谈论爱。对于古薇和夏宁远来说，燃烧着的肉欲
的冲动构成了他们爱的一部分——在有些时候是如此重要的一
部分，以至于当古薇觉得不能“满足”夏宁远的时候心生愧意。但
也恰恰是在这里，徐小斌踩了一个急刹车：在小说的描述中，古
薇的肉体根本就无法承受真正的，同时也是剧烈的爱恋。这里的
灵感是否来自《红楼梦》？林黛玉正是因为动情才伤心而死。不管
怎么说，这就是爱的冒险，这就是不安全的爱的困境：越要爱，越
要死；越要死，越要爱。正是在这种爱与死的角力中，爱的相遇这
一偶然行为变成了一个持续的行动，无论如何，在我们当下的语
境中，真正的爱情都构成了一个事件，因为它挑战了我们简单的
爱情观念，而将爱推入到关于灵魂的神性的高度。

如果爱本身就已经作为一个有别于流俗的“大事件”的存
在，那么，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升华爱是否有必要？非典事件
中的一个故事构成了《天鹅》这部小说的发生学起源，在又一个
特殊的时空中，爱被创造出来，而这创造出来的爱，正好对应着
冰冷的社会秩序和人心世道。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灾难片式的故
事提供了爱与历史、社会对接的媒介。这是一个契机，通过爱来
思考历史，但徐小斌迅速回避了这一想起来就觉得过于沉重的

话题，这正是徐小斌的美学，正如孙郁所洞察到的：“她沉浸在自
己的王国，撕裂着历史之维的幻象，且把自己的神性的目光投入
到没有绿色的地方。这个过程是一个自我再生的过程，也是对
历史的一种精神化的交待”（孙郁：《另类存在和一种精神面
对——阅读徐小斌》）。诚如斯言，历史和“事件”往往不过是一
种跳板，通过历史发力，却是为了一种精神和审美的升华。《天
鹅》亦是如此。徐小斌要做的，是让她的主人公凌空一跃——飞
起来！

救 赎

还需要最后一道工序。或者说，但丁的天堂已经隐约在望。
而这一工序是一开始就已经在筹备的了。这就是一部命名为《天
鹅》的歌剧。这一歌剧是古薇和夏宁远最坚固、最持久的联系。古
薇和夏宁远的爱情故事于是同时变成了一个艺术创造的故事，
他们发现彼此的过程同时也是将神迹转化为具体的音符，然后
又变成抽象的“听觉”的故事。戴维娜不无敏锐地指出：徐小斌在
其小说中恢复了一种听的能力。戴维娜将此视作是一种新的女
性（女权）观念的呈现。而我倒是由此想到了尼采的一段话，在

《偶像的黄昏》中，他说：“一个人应该重新学习看，重新学习想，
重新学习说和写。”由此“人才可以不堕入现代的卑贱”。当然没
有必要像尼采这样偏执和激愤。相反，徐小斌心平气和同时也是
得心应手地将音乐的形式和故事的形式糅合在一起，她提供了
一种具有视觉和听觉双重效果的文本，在这个小说里“一半是音
乐，一半是传奇”。但也可以这么说：全部是音乐，也全部是传奇。

小说是音乐和故事的双重展开，小说借助音乐获得复调，而
音乐借助小说获得形体。他们彼此固定。这不正是古薇和夏宁远
之间的爱情吗？不，不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正如巴迪欧所说的：爱
是合二为一。这是“一”的爱情。这样的爱情意味着一种创造，在
持续的创造中，他们不仅创造了爱，同时也创造了某种神迹，这
正是徐小斌所要追求的。在小说的开头：“那一片湖水的颜色至
今还令她大惑不解……很久以后她才悟到，让她惊讶的并非是
那片湖水，而是水中的那一对天鹅，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真正看见
天鹅，而且是那么近。当时她和他在一起，他们沉默不语，那对天
鹅凝视着他们，同样沉默不语。”

当时，他和她，两只天鹅。后来，他就是她，天鹅也是他（她）。

大欢喜

小说的最后结局是：
“当她向那只孤单的天鹅走去的时候，曾带着无限的依恋回

眸。那一双清澈的眸子使人感到她正在走向自己最美的梦，她的
双翼慢慢生长，月光正在她的羽翼上发出反光。”

与此同时，《天鹅》歌剧正在上演其尾声：
“赛里木湖的湖水啊，蓝悠悠蓝悠悠慢慢地变黑了
黑暗中闪闪亮闪闪亮那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去了何方。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非如此不可吗？就像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所
苦苦追问的那样。爱非如此不可吗？结局非如此不可吗？或者说，
我的解读也非如此不可吗？

或许不，或许只是——
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乃得大欢喜。

小
说
的
小
与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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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梦》是何佳继《碧水梦》之后的又
一部环保题材长篇小说。这是国内第一部以
文学的形式呼吁保护臭氧层的长篇小说，它
拓宽了文学的审美疆界，给传统的文学带来
了生机与活力，更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
角与新的价值体系。

仙云山——作家托梦之地，一个曾经如
梦似幻的人间仙境，一个作家着意描绘的世
外桃源，小说展现出在现代化文明大潮的冲
击下环境恶化、文明秩序被打乱的一幅浮
躁、多彩、真实的当代世相画。一批野心勃勃
的人想暴富，疯狂地破坏生态，仙云山美丽
的自然风光和蓝天白云很快就被他们毁掉
了。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仙云山的
标本意义是振聋发聩的。作为一位创作三部
长篇小说呼吁生态环境保护的作家，何佳的
生态小说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其一，
现实与虚幻的交替。小说将生态关爱与人文
关怀融合起来，寻找人与自然互动的和弦。
小说中的一些神秘事物，如千年茯苓、山神
狮子、天然岩画、水潭巨蟒等，对塑造人物、
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

说还写了赵观天、黄福珍两个神秘人物，他
们会观天象、查地气，具有与上天沟通的能
力，蕴涵着天人合一等深刻的生态思想。小
说用现实与虚幻交替的手法，来揭示现实生
活中一些无奈。

其二，典型与虚构的运用。仙云山是个
虚构的地方，但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像
仙云山一样曾经美丽如今却被污染的地方。
吕品鑫和秀媚为了追求金钱，在仙云山挖金
矿，毁掉了大地和天空。害人终害己，他和秀
媚的女儿云朵儿因为环境污染得病，被抱养
的人丢弃到仙云山，后来因为仙云山环境污
染，云朵儿旧病复发，生命垂危。

其三，理想与现实相映。在文学面临的
新任务面前，作家要多一副生态文化的眼
光。生态破坏的根源在于人们普遍缺乏对自

然的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蓝天梦》的可贵
之处在于作者敢于揭露现实，面对越来越恶
化的生存环境，何佳没有沉默，她呼唤生态
道德的重建与归来。文学应该发挥它关怀人
的灵魂和情感的作用，担负唤起我们整个民
族对于生态问题的觉醒的任务，为解决生态
危机提供精神资源。

其四，艺术与生活的对接。小说可读性
强，情节引人入胜，塑造了王立柱、白云、春
芽、赵观天、油嘴子等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
何佳的小说语言凝练，绝少闲笔。就是马叉
虫、女作家等比较冰清玉洁的人物，虽然着
墨不多，但都能让读者难忘。这都缘于作者
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博观细察。

其五，人性与邪性的冲撞。小说在剖析
人性方面深刻而独到。女主人公白云是个美

丽而善良的女人，因环境污染得了癌症。秀
媚是破坏仙云山环境的罪魁祸首之一，也是
白云的情敌。当秀媚回到仙云山，看到白云
忍着癌症的剧痛，在悉心照料秀媚抛弃的亲
生女儿云朵儿。仙云山人为救白云，拿出了
千年神药茯苓，但白云却把药拿去给云朵儿
吃，云朵儿病好了，白云却去世了。春芽清沌
美丽，山歌也唱得好，她歌喉婉转，似新莺鸣
谷，音韵清丽悠长。这样一个纯美的女孩，却
被兽性大发的吕品鑫设计陷害……人性的
美好与贪婪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
品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
在如何呼唤爱、倡导善？

不过，这部小说也有难脱窠臼与俗套之
处。一方面，小说尚未走出“一报还一报”的
因果报应的套数。另一方面，小说《蓝天梦》
的语言自然地流露出巴渝地域特色，但作品
的“地方味”尚不够浓厚。同时，小说对人的
生物性、拜金主义的一面表现得虽然很到
位，但对人的理性刻画不足。小说进行到后
半部分显然要好得多，但结尾又显得有些匆
匆忙忙、草草收兵。

骆英的诗都是在时间的缝隙中写出来
的，他很在意这一点，所以在每首诗歌后面
都要记下写诗的环境。比如，写于航班某某
号、写于某机场餐厅、写于出差途中的某咖
啡馆等。这不仅说明骆英的诗歌都是业余时
间完成的，而且也说明写诗是他的另一种生
存方式。他要在时间的缝隙里变换一下生存
方式——写诗，只有在诗歌的世界里他才感
觉到自我的存在。

正是这一原因，骆英的诗是一种充满着
主体性的诗，他在诗歌中建构起了一个比较
完整的主体世界。首先，骆英的主体世界是
非常个人化的，似乎很难用一些诗歌的通约
性法则来解读。我愿意将诗歌大致上分为两
类，一类是智慧型写作，一类是情感型写作。
这两类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证明其主体性存
在，一类是通过智慧来证明，一类是通过情
感来证明，由于证明的途径不一样，诗歌带
给人们的感觉显然也不一样。在骆英看来，
诗歌应该是智慧的结晶，他的《哲学批判》似
乎是在比较诗歌与哲学的优劣。诗歌与哲学
都是智慧的产物，但是，“概念在一列火车疾
驶而来时被碾死了”，言外之意，哲学虽然是
智慧的抽象，却还要依附于客观世界，在变
幻莫测的客观世界面前，哲学的概念“只是
一个弱小的词”。在客观世界的碾压下，“一
切的词就是这样死烂后再生的”，而当主体
性再生时，客体的“一切的马”却失踪了。在

《飞翔的哲学》里，骆英深化了这一层意思，
他说：“好吧 让我坐在我的语言上飞翔/既
然我谋杀过许许多多的词语”。谋杀过许许
多多的词语，这是骆英证明自己主体性的方
式，这种方式看来非常的“暴力”，但惟其如
此，才能达到决绝的境地。骆英自称是“诗歌
的野蛮人”，大概也是这一原因吧。他写诗完
全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需要，当他进入到写作
状态时，并不把诗歌领域看成是一个公共领
地，他不在乎这个领地里有哪些公共规约，
不在乎诗歌领地中其他公民能否接受他的
表达，他就让自己的思想自由飞翔。可以说，
骆英的诗歌就是他的思想飞翔的踪迹。只有
在诗歌里，他的思想才会飞翔起来，他的思
想也才真正属于自己。而在现实生活中，他
一定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思
想成为了利润资本盈亏等的奴隶。也许只有
从思想自由飞翔这个角度来体会骆英的诗，
才能捕捉到在那些放纵的、无所约束的语词
组合中传递的信息。

《小兔子及其他》是一种直接的哲学追

问，《第九夜》则是关于色情、性欲的哲学思
考。骆英也有一些以生活经验和记忆为素材
的诗歌，如《知青日记及后记》《文革记忆前
传——苦难岁月》，初读这些叙事体的诗歌，
会因为其日常生活的具象而觉得比较亲切，
一般来说，这些日常生活的具象作为一种诗
歌意象，往往具有某些通约性，它们仿佛成
为了诗歌路径的方向标记。但即使如此，骆
英也不被这种通约性所束缚，如果我们恪守
这些意象的方向行走，也许就到达不了他的
主体世界。他以自己的方式另辟一条道路，
如果你寻到了这条道路，一定会有意外惊
喜。我在这些叙事体的诗歌中再一次领教了
骆英的“野蛮”——他是把叙事当成了一种
无理数的演算来处理。

我不敢说我完全找到了骆英的诗歌路
径，也不敢说已经洞穿了骆英的主体世界，
但仍有一些足迹可寻，比如说，骆英的诗歌
中不乏死亡意象。如“当光线照耀我们之时/
我们实际上都已经死去”，如他想象自己是
一只死亡过的乌鸦在东京街头歌唱，而他关

于登山的组诗，更被视为“死亡回忆”：“谢谢
死亡 也谢谢星星/在 8844 米我因此多看了
世界几遍”。我在想，或许骆英的主体世界是
以死亡作为混凝土的，这是高标号的混凝
土，坚实、厚重、冷峻。而黑暗、寂静则是这个
世界里基本的装饰材料，“在黑暗中我弹响
一架钢琴……这里的音符让我深感冰冷”。
但死亡、黑暗和寂静，并没有给诗歌带来绝
望和悲哀的气息，在死亡混凝土上站立的是
一具刚毅、高傲的身影。骆英在诗歌里袒露
灵魂，他是一个纠缠在现代性困境中的经济
人，一个与物质发生密切关系、精通经济社会
物质规则、却又摆脱了物质约束的现代人。

阅读骆英这种主体性特别强悍的诗，让
我对诗有了新的理解。诗从根本上说其实就
是哲学。柏拉图为了坚守哲学的纯粹性，便
把诗歌排除在理想国之外。但柏拉图的举动
不正证明了只有诗歌才是能与哲学抗衡的
吗？现代派诗人马拉美认为，诗向我们提供
了思想的无理数。我很欣赏这种界定，而且
我还想补充，如果诗是思想的无理数，那么
哲学就是思想的有理数。二者的共同之处
是，它们都是数学思维，数学思维是最抽象
的思维。骆英试图在诗歌中实现主体性的存
在，即使他在商界成绩斐然，但如果没有诗
歌，他一定会觉得找不到自我。我同时也就
接受了骆英在诗歌表达中的“暴力”，因为他
就是诗歌的无理数。

骆英：诗歌的无理数
□贺绍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