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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提·阿斯木小说的喜乐精神与丑角形象 □赵兴红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

打开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给我的邮
件，其中一篇是维语的，我看不懂。彝族作家
木帕古体，曾获全国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骏
马奖”，他送我的彝语诗集，我也看不懂。目
前，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传播、翻译过程中仍
存在一些难度和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有民族语言而没有民族
文字的少数民族，出现了一些用汉语书写的民
族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以后，少数民族母语文
学，一方面发展了用图解的方式描摹和传播民
俗、宗教仪式、日常活动的写作方式，向文化
功能与文学审美的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也出现
了一批用双语创作的作家，他们对本民族的历
史文化和民族生活有着真诚的体悟，在用汉语
写作时，充满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对民族写
作充满使命感，他们的写作对于传播和弘扬民
族文化，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学具有非常重要的
积极意义。

阿拉提·阿斯木就是这样一位双语作家。我
们把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叫做“两栖”作家，因为
他们兼具了民族文学作家和翻译家的双重身份，
肩挑了书写民族文化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双重担
子，传播的意义主要在于多民族文学的跨民族传
播。不同于一般的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家，翻译别
人的作品，和用另一种话语系统书写自己的作品
存在天壤之别，正如唐诗宋词用英语翻译完全变
了味道一样。读阿拉提·阿斯木作品，我们会发现
语言幽默风趣、汪洋恣肆，信手拈来、随意组合、
挑战逻辑，充满了一种“狂欢”的味道，这样的作
品往往很难翻译。

作家能够灵活驾驭两种语言系统，恰似具有
两种思维理念，两种语言转换起来往往产生一种
意想不到的陌生化审美效果。蒙古族作家阿云嘎
也是一位两栖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燃烧的水》和

《有声的隔壁》，用这样的题目是有声音的，小说
的语言掷地有声。当有人问阿云嘎怎样构思出这
样的题目，他说他同时用蒙汉双语进行创作，蒙
汉转换相当于两种语言思维。在内蒙古草原上，
揭开草皮就是石油，“燃烧的水”就这样诞生了。
无论是从事民族语言母语创作的作者，还是用汉
语创作的民族作者，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都会为
文学创作提供更多的思维与理念，使我国的文学
花园更加绚烂多姿。

本土文化的西部风情和喜乐精神
阿拉提·阿斯木是一位本土作家，他的作品

立足于新疆地域文化和维吾尔族民族特色，充满
文学个性和民族个性。纵观阿拉提·阿斯木的作
品，作者通过新疆伊犁地区城镇底层人群的日常
生活，书写民族个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从
而发现、切入民族品格与民族特色，在文学表达
中建构来自西部边陲的民族的个性和生活，所有
作品充满了扑面而来的西部风情。

西部风情充满了蓬勃、旷远的生命意识。“新
疆文学正在把豪迈的风吹到上海。”上海市作协
副主席赵丽宏如是说。阿拉提·阿斯木的小说令
人感受到，新疆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是非常特殊的
一部分，有自己的风格，有与众不同的气势。这里
赵丽宏所说“这股豪迈的风”恰恰是对“西部风
情”最好的解释，这股来自西部旷野的豪迈之风，
就像西部片里的牛仔英雄一样，在内地的都市已
经物以稀为贵了。

民族文化尤其是俗文化中表现出对苦难生
活的超越，对生命欢乐尽情享受的浓郁的喜乐精
神。从《玛穆提》《蝴蝶时代》到《最后的男人》，小
说的主人公往往带有一种“找乐子、寻消遣”的心
情和习惯，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民间喜乐色彩与世
俗娱乐的特点。这种世俗娱乐的特点依附于中国
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国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一个
重要成分是“中和”，于是在情感上追求乐而不
淫、哀而不伤，并由此形成了民族传统心理中的
知足求乐、趋利避害的达观精神。

在这种喜乐情怀的影响下，小说张扬了一种
奋斗带来的欣喜和欢乐，生活的阴暗面终将被阳
光普照，表现出了轻松、活泼、机敏的喜剧色调。
在《时间悄悄的嘴脸》中，作者借用对人物的描述
道出：“邻居伊拉洪幽默讲笑话有自己的特点，黄
段子多，开头的几个笑话都是作践自己，这是他
的艺术，而后具体地瞄准某一客人或是朋友，讽
刺、挖苦、激怒、拔高，又一棍子打死对方，抓住他
人的弱点和长处即兴编笑话，在多变的语言游戏
中创造绝妙的段子，创造绝佳的欢笑气氛。新疆
许多经典的幽默笑话都是他的作品。他是个大师
级的人物。”

小说中多次提到这种叫“恰克恰克”的即兴
笑话。伊犁维吾尔族有现编现讲“恰克恰克”的民

间传统，带有典型的伊犁地域特色。恰克恰克，俗
称“笑话”，在聚会时现编现演说，随着参与人的
即兴发挥和场面的热闹程度可以连续不断升温，
在座的都有可能成为笑话的主角。在伊犁，有专
门善长“恰克恰克”的人，甚至已经形成一种谋生
的职业，主要任务是让客人“找乐”。更重要的是，
这种“恰克恰克”的快乐方式已经深入人心，早已
融入地域，融入当地民众的血液中去。阿拉提·阿
斯木的作品中也很自然地记录了这种“恰克恰
克”的表达方式，他将“恰克恰克”称为民间“活态
语言的源泉”，是“民族特色的绝响”。而且，阿拉
提·阿斯木不仅仅是展示这一民族特性，而且将
其作为他我和自我救赎之间的艺术传达，是一种
生命意识的表达。

实际上，自嘲者正是通过自嘲为无能、无用、
无德来反衬自恃清高，自嘲自己在社会上的卑微
低贱反衬自己内心深处的自足与自恃。这种乐观
情怀使人们走向身心健康的自由境界。

笑是人类最复杂的一种表情，它可以像烈日
一样炙烤社会上丑恶的事物，使生活变得更美
好，也可以像清流一样荡涤人性不贞的灵魂，让
人生变得更崇高。笑有很多种，微笑、大笑、嘲笑、
冷笑、苦笑、开心的笑、会心的笑、滑稽的笑、皮笑
肉不笑等，笑的内涵太丰富，它比哭更能细腻地
传达人们内心世界丰富的情感和灵魂。《三国演
义》中，蒋干与周瑜在“大帐”一场的几次笑，分别
代表不同的含义：开始老同学见面，是故友重逢、
气足声响的真笑；后蒋干为打破周瑜已经识破自
己是说客的僵局，言不由衷的谄笑；周瑜孤高气
傲，自夸兵精粮足，蒋干有强颜应付的假笑；还有
自愧弗如的强笑，面如土色、比哭还难看的哼出
来的苦笑等，在蒋干这个会做表面文章又不太高
明的谋士身上都有体现。

社会生活和人民需要这种喜乐精神。幽默和
喜剧的大树本应生长在富庶宽松的时空条件下，
作为一种超越物质之外的释然与奢侈。然而事实
往往相反，底层人民往往更加需要幽默和喜乐精
神，以此来超越人生悲情。

小说语言的狂欢个性
阿拉提·阿斯木的语言的第一个特点，是信

手拈来，打破逻辑，充满了一种“狂欢”的味道。
索绪尔认为，某个特定的能指和某个特定的

所指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所以语
言具有任意性。换言之，语言的任意性就是所指
与能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内在
的、自然的联系。“人生的底线是钱。今天的杂碎
比明天的肉好。诺言永远不在锅里。今天的胜利
就是今天的天国。”这几句话表面上似乎没有必
然的逻辑关系，好像一个人喃喃自语，想起什么
说什么，但读起来却有痛快淋漓的感觉，因为这
几个短句虽然它们的能指表面上南辕北辙，但是
所指都指向了生活现实的无奈。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用“交响乐”来比喻阿
拉提小说语言的“音乐性”。他还指出，从表面上
看阿拉提写人的欲望，写得非常赤裸，非常直率，
但绝非简单带领读者去“窥探”欲望世界，由此联
想到当下汉语写作往往背负着道德伦理的沉重
枷锁，急于阐释意义，一谈到灵魂就很沉重，不妨
从少数民族文学中感染一些飞扬的生命气息。

特点之二是文学性强，充满哲理，符合人物
当时的心境。

在阿拉提·阿斯木的作品中，他不断探讨现
实的、物质的欲望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的
追寻过程中，阿拉提·阿斯木借助人物之口这样
说，“在这个人世，最高贵的发现是灵魂的发现，
当你发现了自己的灵魂的时候，你脚下的土地就
开始开花结果了。其实，幸福不在远处，在你的脚
下，所以，每走一步，都要踩对地方，这就需要智
慧。智慧在哪里呢？智慧在你的眼睛里，看该看的
东西，不看不该看的东西，那就是智慧。智慧很简
单，复杂的是我们的欲望。”

通过《时间悄悄的嘴脸》，作者编织了一个精
巧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内核也是作家的创作意
图：人可以匿名地活着吗？不被识别、不被认可的
人能存在吗？人不能为了钱，不要“脸”。人一旦没
了“脸”，存在的根基就被抽空了，也就没了自我。

在《最后的男人》中，主人公阿西木和田在美
梦破灭的时候，急火攻心，只觉得天旋地转，以致
于眼睛突然失明了，小说写他的心理活动：“人到

底是什么……世界灿烂过以后，星星在锅里变成
了天鹅肉，在鲜花盛开金山银山的大地，棉花和
白云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当他恢复过来的时
候，大地一片黑暗，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语言
看似混乱，却符合人物当时的真实心境。

小说中的丑角人物
这里说的丑角不是指反面人物，而是具有各

种弱点但又可爱、诙谐、滑稽的小人物。这种小人
物在我们生活中处处存在，说不上是好人还是坏
人，也可以被称为灰色人物，小说中就塑造了大
量的这种小人物，对他们的缺点进行反讽，试图
对他们的过错进行救赎，他们在自作自受后，通
过反思和忏悔，达到自我救赎的目的。

灿烂的背后是痛苦。
阿拉提·阿斯木笔下的男人在偷情欢愉之

后，结局总会遭到女人的遗弃。《最后的男人》阿
西木和田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外号一个叫

“面汤”，一个叫“奶子”，从这些外号能略知他的
生活作风不检点，见了美女就发呆，因此闹过很
多笑话。后来，在面对意外而来的金条时，他表现
出了贪婪、自私的本性，为了去国外享受金钱和
美色，他和妻子离婚，没想到却被情妇欺骗和抛
弃，落得人财两空，悲愤至极，导致眼睛失明。最
后守着他的仍然是他的妻子，他们选择了复婚。
两个人相依为命，各自给对方一个在精神上净心
的机会，分别用自己的方式来赎回前半生的罪
孽。

类似的还有《玛穆提》中的玛穆提，《时间悄
悄的嘴脸》中的艾沙麻利，也都有过这样那样的
缺点，但是，在他们漫长的人生之旅中，经过九九
八十一难的磨砺之后，最终都找到了一条被宽恕
和拯救的行为方式，获得了重生。

这是一个从追求享受，到受苦，到涅槃的过
程，这个过程也是一条从肉体到精神的净身净心
的修炼之途。前车之鉴，最重要的是能带给周围
人和读者以体悟和反思。

□ 阿拉提·阿斯木
■印 象

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

双语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

高研班学员。现为新疆自治区文

联副主席、新疆作协副主席。出

版中短篇小说集《金矿》《赤色的

天空》《阳光如诉》《蝴蝶时代》《隐

藏的旋律》等7部，散文集《海底

的珍珠》，长篇小说《不要哭朋友》

《最后的贵族》《飘荡的情感》《陌

生的朋友》《古丽拉莱》等13部。

曾获新疆德艺双馨奖、全国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奖、新疆新时期文

学奖、天山文艺奖、天马文学奖、

上海文学奖等。

在为小说劳作的时间里
我们是在时间的怀抱里长大的，

我们敬畏时间。时间在自己的王国
里是骄傲的，但是在人的天下，它往
往没有众口一词的口碑。在最需要
时间点破的时候，时间隐藏在阴影
里，在另一个冰冷的年代现身，傲慢
地敞开心胸，亮出早已疲软的谜底，
让人的嘴脸惭愧。在时间自在的情
绪里，它没有嫉妒我们的脚步，它的
高贵是让人自己觉悟，把日子和血脉
需要的羊肉和哲学抓到手，把生活的
游戏和游戏的生活进行到底。学费
是它最后的胜利，目的是要我们发现
自己，也发现遥远人间的角落戈壁，
那里有许多比我们还要优秀的灵魂，
有许多柴火和面粉，有肥羊和好人，
有盐巴和辣椒，当许多意志为了钱财
牺牲爱情和忠诚的时候，他们为了爱
情和忠诚牺牲钱财。时间企图在痛
苦的风浪中赐我们成熟成功，但这个
光荣不可能属于每一个灵魂，因为智
者自信豪迈地编织时间的时候，伟大
的蚂蚁朋友们已经在路上了。在路
上，一切渺小和伟大，都面向黎明叩
拜光明，在人类干净的清晨，如此绚
烂。然而，时间的学费为什么这么昂
贵呢？

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是
我创作上的一次尝试。我不知道用
这样的形式，这种陌生的语言、节奏
写小说，算不算是创作的正道，因为
它不像我以前的小说，那种很老实
的、听话的、孩子式的形式和节奏。
在时间的游说下，那种且听下回分解
式的写法不存在了。有时候我想，是
不是时间在耍什么花招？或是我手
中廉价的笔在酒精的蛊惑下，开始疯
癫地向荒原招手呢？我在努力地寻
找这些问题。从前，一有时间，我就
喜欢写，现在有时间了，更多的是思
考，怎么写，写什么，用什么样的语
言，用什么样的味道去展现和招摇？
这的确是在伟大的产房里阵痛一样
难受的事情。

这篇作品出版后，我听到了一些
反响，我更注意的是大家的意见，我
至今在静夜里还在思考：我的小说要
这样写下去吗？一部作品，面面俱
到，事事非我不可，像小说又不像，自
作聪明，议论他人的时间和嘴脸，总
是要和那些隐藏的事物过不去，晒他
者的私密，总是和各种可怜贪婪的嘴
脸们交锋，我就觉得对不起“嘴脸”这
个词，但我又多情，自信地包庇修正
甚至欣赏这个词，反复地炫耀和揭露
它多变的形象，揪住不放，让它抬不
起头来。一个不宽容的作家，能走多
远呢？

我是一个维吾尔族人，学习了汉

文化，后来读书，多少了解了苏俄文
学和欧美文学，欣赏之余，就自不量
力，想用汉语写作。书是我最好的老
师和朋友，维吾尔族的文学古典名著
和民间文学温暖人心的名篇佳作，在
我追求文学的道路上，给了我巨大的
精神力量。向大家学习，向世界文化
的宝库学习，用“拿来主义”丰富自己
和修正自己，在成熟的道路上不断地
学用结合，向社会学习，向民间学习，
向前辈学习，向时间学习，追求一种
有地气、有人味、有规律的、温暖的写
作方式，谦虚地写，站在最后做人，但
内心里不要放弃写出好作品的欲望
和野心，用这样的想法折磨自己，也
是年年岁岁我不敢放任自己的原因，
我怕自己会成为一个没有读者的男
作家，对不起家乡的美丽和美食，对
不起家乡的山水和鸟语花香。

时间继续前进，有的时候我虔诚
地跪拜，但还是看不见时间的嘴脸。
于是神话显灵了，像时间的私生子，
虔诚地窥视另一些时间的真相，于是
一代代豪杰走出朦胧的城堡，在绚烂
的大地拥抱自己的时间，当新的时间
在大地开辟捷径的时候，我们如此幸
运地看到了后裔们的蓝图，我们没有
想到时间原来如此善良。请原谅，我
们是时间最忠诚的朋友，难道在时间
里面，还有另外一些时间吗？如果最
后的时间不曾滋润过我们的民歌，我
们能放飞梦想吗？然而，我们继续有
信心，因为我们不是占卜和神话的朋
友，我们是时间的好孩子，这个孩子
不善炫耀，像日子的甘泉，只为滋润
人的心灵流淌，但我们相信时间会继
续拥抱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空手等
待，我们的花篮里早已有鲜花奉献。

当日子成全时间的时候，时间惭
愧了。时间发现了恩养我们的无数
珍贵瞬间，梦一样甘甜的现实，甘露
一样的族食，唤醒了时间珍藏在记忆
神盒里的宝贝，把小说这个可爱的孩
子，献给了我们。我们终于有了一个
可以昼夜倾诉的朋友。小说私密地
倾诉，又虔诚地倾听，在时间遗忘的
原野，记录了大地的光荣和内疚，弘
扬了人气人脉的壮阔，留住了苍茫大
地的神话和史诗。时间的苦难最终
没有丑陋到底，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忘
记感谢小说，这个宝贝有的时候像父
亲，指引我们慵懒的脚板，追赶百花
竞放的原野，有的时候像母亲，吻我
们流泪的心，温暖我们的动脉静脉，
有的时候像我们的朋友，收藏安慰我
们的贼心和丑陋。在我们如田野一
样亮堂的时候，小说看透了我们的心
脏。小说是一切吗？不是，人才是一
切，小说是一切的守望，当一个人高

昂头颅，紊乱着找不到落地的平台，
看不到自己的心的时候，小说是私密
地进言献策的朋友。小说不是救世
主，小说是可能的后视镜，它照亮了
一切时间里最受宠的嘴脸，和那些角
落里的呻吟与忏悔。小说是朋友的
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是无穷尽
的，当一个人没有朋友的时候，这个
人不仅仅是可怜的，当一个时代没有
朋友的时候，这个时代能看到黎明的
萌芽吗？当一个人在可怜的舞台上
竟不知道自己的可怜，母亲的灵魂和
生命的方向不流泪吗？小说是光荣
和卑劣的共同的后视镜，这个后视镜
是免费的，是一种不是语言的语言，
不是启示的启示，它神奇地统治我们
的无意识，于是我们感谢时间的恩
赐，它把自己最好的孩子献给了我
们。我们有回报吗？我常常这样问
自己，当稿费傲慢地变成羊羔肉和酒
精，和暗藏的虚名一起蒸发的时候，
我就惭愧，想把童年的摇篮曲和奶奶
播在我灵魂里的那些神话、想把那些
深藏在脾脏里的丑陋和绚烂，都献给
小说，暴露给小说，但是我不知道我
有没有机会。我总是自问，没有抓手
的时间，窥视过我的仁心贼海吗？而
此刻，我更想知道的是，我的一切时
间，包括我不知道的那些时间，是在
我自己的手里还是在时间的意识里？

小说 《时间悄悄的嘴脸》 是一
部大地和太阳、时间和人、嘴脸和
嘴脸、人和石头的故事，在看得见
和看不见的地方，也是心和心的故
事。人和时间的矛盾是人间恒久美
丽的基础，千秋万代的人没有征服
时间，狂妄的时间也没有让人类颓
废消亡，人和时间忽而拥抱忽而分
离的历史，是时间基本的绚烂。商
业社会，人总是遨游欲望的精灵，
而那些平平常常的新疆石头，在另
一种文化的典藏里，她金贵的名分
叫玉。在汉语世界，这不仅仅是境
界和高贵的信物，也是生命的开始
和结束。这个冰冷的老乡，奇怪地
拥有帝王一样的温暖尊严，蜕变为
一种象征，赐予安静和浮躁的别
墅、草屋出人头地的欲望。为什么
诞生在遥远宝地的这个新疆石头，
在千年的财富走廊和万年的宫殿
里，象征精神滋养万岁呢？我常常
想这个问题。于是时间恒久地酝酿
故事，人们在美玉的帮助下，寻找
自己的灵魂，让自己再次诞生，那
些骄傲的语言，放肆地、私密地、
悄悄地安慰我们，给我们指南针一
样的方向，在黎明的见证下，教会
我们感谢时间里的人和人心里的时
间，滋养我们共同的梦想。

说近处的人而跟传奇联系起来，有点夸
张的冒险的感觉。写下这个篇名，其实是假
装自己在多年以后，并联系多年以前的时间
来看的。不管怎么说，五六十年以来，也许在
之前更长的时间里，阿拉提·阿斯木都是用汉
维（以汉语为主）两种语言写作而被广为人知
的很有代表性的维吾尔族双语作家。

阿拉提从小上的是汉语学校，只在大学
学过两年维语，后来学翻译专业，既用维吾尔
语，也用汉语写作30多年。没有人知道，他在
用汉语写作之初，承受了多少难为人言的莫
名责难和不理解。通过不懈的维语写作，奠
定了他在本民族文学中的地位。人们开始接
受并理解他的汉语写作。而他带给汉语文学
界的印象，真可谓“惊呆了”——汉语还可以
变成这样！一种文化、语言甚至思维杂糅之
后的奇异，在阿拉提的小说中汹涌激荡。好
像一个汉族姑娘因为过着维吾尔族的生活，
变得眼睛乌黑而深陷，睫毛浓长而身材凹
凸……汉语散发出混合着孜然的浓烈异香，
野性激荡起来，幽默深情起来，有了沉思和忏
悔，多了讽刺和同情，对精神世界的追问不依
不饶起来……

现在这个双语作家正带着文联的工作组
在喀什麦盖提县巴扎结米乡发展村驻村工
作。从群里发来的照片来看，阿拉提有时昂
首走在村子的土路上，有时则坐在枯瘦的维
吾尔族老奶奶床边，有时又在尘土飞扬中种
树，有时又作为嘉宾坐在观看麦西来甫的前
排……不变的是他《纵横四海》里小马哥式的
大背头，依然一丝不苟绝不凌乱。这也许是
他某种严谨性格的曲折反映，抑或是打年轻
时起就是典型的维吾尔帅哥养就的自爱心
理？可是自去年以来，家中突逢变故，仿佛一
夜之间，阿拉提微带自来卷的头发，不再像过
去那样乌黑油亮了，而是渗出了层层的银
白。我想起阿拉提说过，小说家是一个劳累
的行者，心和躯体都被透支，没有自己的时
间，是他者的侍从，在日子的温情里，随时陪
伴一切灵魂远行。

作为一个文学人，我一直有种不成熟的
顽童心理，我希望文化领域的官员都写点东
西，或者至少喜欢、懂得一点文学。我很庆
幸，当我想起阿拉提的时候，除了偶尔冒出来
那个有“上帝之鞭”之称的阿提拉的闪念，大
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个可亲可敬的维语作
家。他用写作征服了他的读者的心。

因为懂一点维语，我深深知道一个只会
用维语写作的作家，将会失去多少机会、受到
多大损失。翻译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坠落。
维吾尔文学在时间的长河里等来了阿拉提·
阿斯木，汉语文学也等来了这位维吾尔族作
家，他的写作以自己的当代性、地域性，一种
多元文化交融、多种时间交织，既传统又现代

的独特面貌，积极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
像一朵野性瑰异的蓬勃之花，绽放出西域阳
光下的灿烂芳香。

他的两个对偶性中篇《玛穆提》和《阿瓦
古丽》，两个对偶性长篇《时间悄悄的嘴脸》和

《蝴蝶时代》，怎么想出来的？还有短篇小说
《最后的男人》和《永远和永远》等等，要想知
道当下维吾尔族男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世
界，想知道男人眼中女人的生活和精神，这几
部小说看完，你差不多就进入了维吾尔族的
世界。小说是民族的秘史。尽管我们生活在
同一片蓝天下，呼吸一样的四季分明、或凛冽
或干热的空气，可是我们彼此并不能算是有
无间的了解（当然，相较于内地人对新疆的了
解，我当然算是了解的）。他的小说给我们打
开了一扇扇通向维吾尔族男人女人的有着烟
火味生存真相的窗户。对这一点，阿拉提理
解的更透彻，他说，小说这个熔炉，原来是我
们亲密的一个朋友，在日子的网络里，我们有
话想说，都讲给了小说，把一些微妙的情感认
识，藏在了小说里，在一些亲切的牢骚里，也
把内心的密码暴露给了他人。我们有梦想，
也在小说里炫耀了，读者花钱看透了我们的
心路，其实他们是借我们的智慧和虚荣、清洁
的灵魂和美好的向往，虔诚地窥视自己的心
海和天路，编织自己的向往。

阿拉提也似乎总在思考时间，他的小说
提供了金钱、美色的铺陈，但最后却落脚在时
间上。时间宣告好戏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不
为任何人所有，时间是它自己，无止无休。世
间的一切是由时间决定的。玛穆提被时间决
定，他应该收心回家了；阿瓦古丽被时间决
定：一个50岁的女人不能再耽于情欲了。这
是维吾尔传统文化给予他的滋养，他的写作
不能不带有这种宗教文化的印记，他的寓言
色彩、劝喻倾向，都让我们仿佛穿越时光回到
人类精神历程的那些过往。

我更珍视阿拉提作为一个维吾尔族双语
作家汇入汉语文学中所保留的那些纵向的横
向的结晶体一样的痕迹：被我们无情抛弃的
情感的价值，如何在他的小说中成为最重要
的价值；人类向善的内心与无休止的欲望如
何拉锯，而作家又是如何精彩、细腻、真
诚、准确地呈现这一挣扎的过程；他用色欲
和金钱检验人性刀锋的宗教、哲学眼光，通
过人物、命运，思考人活着的意义，这古老
而恒新的命题，激发出他小说中深沉、锐利
的寒光。

时间等来了阿拉提，这只是一个美好的
开头，时间还会等来更多这样的双语作家，他
们需要被了解、懂得和发现，我们也需要他们
来丰富文学的百花园，让我们见识更多的奇
花异草，让灵魂和情感的天空交相辉映出彼
此的文明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