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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海螺》
黄怒波/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生活在内心情节的巅峰生活在内心情节的巅峰
《珠峰海螺》以主人公跌宕的人生历

程，烘托出了20世纪至新世纪中国世纪
巨变的时代精神气象。

小说以亲历性视角为主体表现框
架，在再现奇异境遇与情感幻变历程的
基础上，对跨时代的生活侧面与重大历
史事件背景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幅
心绪波澜的大时代画面。《珠峰海螺》表
象是揭示主人公亲历的一段奋斗、痛
苦、希望与振奋的曲折离奇内心历程，
实质是对整整两个时代与个人命运交
织的深层展现。小说首创中国“攀登百
科全书”式的诗意写实主义极限小说
法，并配合书信体、历史文化截面的情
境化安排，使小说的惊险故事充满玄学
的回荡气息。

《珠峰海螺》主人公英甫以珠峰攀登
历险作为小说主体构架，来表现故事情
节起点、故事矛盾冲突、故事矛盾的解决
——三段式结构。这个三段式正好对应
了“三天”时空中演绎的哲思意蕴，也象
征了主人公人生境遇的珠峰式逆境、珠
峰式奋斗、珠峰式征服的诗意生命履历。

《珠峰海螺》经历的故事延绵性与交
错性，其实是一种空间并置的一个情节
点与另一个事件点的接续，故事的发展
线，构成空间网体的并置团块。《珠峰海

螺》用三天的时间线，把攀登险锋与商战
博弈相对应地切分成地理空间与心理空
间——两个空间布局点上，错综交织着
几十年时间分区的跨度，这只有凭借诗
性的想象而不是经验的想象才能连接。
小说在“第三天绝地恐狼”的故事高潮
中，同样也编织了时间换空间的叙述图
景。“第三天”从珠峰到“东方梦都”的复
线叙述变得更加频繁地交织，甚至要求
读者要用很高的悟性来读解。复线来回
切换的频率加快，意味着“第三天”故事
的高峰呈现出扭结的穿插结构。这就使
故事场景变化对读解的感知状态，具有
了立体性的感染力。同时，小说在“第三
天”密集地加大了时间与时间、时间与空
间、空间与空间的来回跳跃式切换，发挥
时间情节与空间场景共同铸造的多维效
果，让遥不可及的极端境遇体验变得更
有亲历性，目的是满足小说故事高潮环
节，那些戏中戏的穿插布局的需要。这
样，小说的高潮结构才凸显出情绪发展、
想象穿越、思想升华、形式悦目的诗性本
质。例如，小说“尾声”设计的情绪发展和
思想升华的意外性，让读者自带的戏剧
性驾驭力失去了方向感。因为英甫和叶
娜那珠峰一样莫测的结局，已经是在象
征：晦涩的彻悟命运的日常人性后面，那

一丝迷离的希望。
从审美上概观，《珠峰海螺》本身创

造了一个用诗来讲故事、又用故事来浓
缩诗的情节载体。这种情节载体，可以使
情节的复杂性产生心绪变化上的起伏缓
冲力，而让情节的延绵与交叉不枯燥。同
时，让多种文体截面植入到情节的机体
中，互相打破界限，混合成一个新奇的独
立性文体。

其次，小说中应用“天堂有什么趣味
呢？永生有什么意义呢？”这类解散性跳
跃的句子组织，带有奇诡中浮思辨的无
碍性和圆融性。这在建设一种带认知功
能的诗性空间小说维度上，达到了从读
者解释句子，到读者自己从脑海中琢磨
句子新意义的效果。

再次，小说“第一天”的二十一节，在
故事中展开的视野纵深，有想象流与意
识流交叠在一起的连环性。让我们看到
作者心灵中那些不断自在开放出的偶现
的思想活动，无形投射出的一个个意识
世界的情节。这种按照心灵内部流动改
造出来的想象流与意识流，让日常现实
产生了一种突变性的神奇感受力。这正
是黄怒波在《珠峰海螺》中，以新现实主
义与现代主义结合的激奋感觉所达到的
巅峰状态。 （文/陈亚平）

《星星从来不睡》
王立春、方明瑜/
重庆出版社

《星星从来不睡》是儿文学作家王立
春写给孩子的小诗集，它纯美、梦幻，以诗
意开启孩子的想象。

33首小诗配33幅图画，如同33个小
世界。作者笔下需要陪伴的小树、拉来云
彩的鸟、装病的小草、为夜晚点灯的星星、
为天空补洞的月亮、互相拥抱的小河，充
满童心童趣又润物无声，它们为孩子打开
了一扇扇充满梦幻的大门，每一首似乎都
是一部长篇童话的开端，无限故事需待孩
子开启想象，在成长中慢慢书写。

比如《月亮补丁》一首，“是哪一年哪
一天呢，夜晚出了事，不知谁在天背后，把
夜空捅出了，一个一个小洞洞。是哪一年
哪一天呢，洞洞里吹进了一阵阵小凉风，
是哪一年哪一天呢，人们管那些洞洞叫星
星。是哪一年哪一天呢，那个最漏风的大
洞洞，被打上了一块金黄色的月亮补丁”。

时空亘古久远，宇宙广博无限，孩子
无法理解无限和无垠，那作者索性就把问
题留给孩子，星月生辉是哪一年哪一天
呢？假如一粒小星星贴住了一个小洞洞，
那小星星会不会很冷？透过小洞洞会不会
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如果月亮贴住了一个
大洞洞，那它背后究竟贴住了什么秘密？

读这首小诗，有限的文字其实只是一
个导引，孩子可以顺着作者的思路，将夜
空想象成倪裳羽衣，破了洞，被巧手的仙

女饰以星月，流光溢彩。也可以开启想象，
在那一丝丝冰凉中，将星星想象成是一颗
凉凉的、甜甜的糖果，那美丽的夜就变了
甜蜜的夜。如果孩子想象星月是棋子，天
空是棋盘，流星就是一个个小逃兵，来人
间躲避战乱，也未尝不可。

诗，没有边界、没有答案、没有唯一正
确的解读方式，它重要的是一种呈现、一
种启蒙，你读到什么就是什么。作者把诗
意呈现给孩子，把问题留给孩子，诗读完
了，诗意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孩子可以去
试着创造一个梦境、一个小世界了。

作者选取的每一个入诗的精灵，都是
孩子日常所见之物，日升月落、星移斗转、
草木枯荣、小鸟鸣唱。她以简单的韵律、简
洁的语言，把孩子引入一个充满想象、奇
异又瑰丽的世界，那里没有大道理，却总
能触及孩子心底的善意、勇敢与希望。

她写没有鸟巢的树，就像一个不被上
天眷顾的孩子，即使是没有漂亮的眼睛、
悦耳的声音，没有常常被人夸赞的特长，
但心里有梦、眼底从容，一样可以抱持美
好的希望慢慢长成自己期望的样子。如同
那棵心中有鸟巢的大树，没有凤来栖，一
样要努力生长，枝叶参天，迎风而舞。

她写开花的小草，它们不论何时何
地，即使拼却全力，也要开出一朵小花，绽
放生命的颜色，她写的是拼尽全力的生命

绽放，写的是处于逆境中的坚韧，写的是
生命的尊严和希望。

如果你直接告诉孩子，生活再苦，也
要努力活出自我，努力自我实现，这无疑
太过抽象，但诗总能将形而上的东西化为
润物无声的语言，可以悄然消解孩子对

“大道理”的抵触，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
理念，以形象化的方式融入孩子的心灵。

诗有尽，意无尽，别再机械地告诉孩
子大道理，随心而动是孩子的天性，孩子
不喜欢“必须”“一定”“应该”，要想触动他
的行为开关，还需要他“主动”“愿意”“向
往”。作者在书中真正做到了，以诗的语言
消弭成人与孩子心灵的距离，她不说教，
却无形中给予了孩子爱的引导。

“从不读书的乌鸦诗人，使尽全身力
气，也吟不出一个别的词儿”，“树哪怕再
矮，也需要小鸟陪”“不是所有的坏蛋，都一
无是处”。书中这些充满灵性的句子，短小、
跳跃、想象奇特，就像一颗颗梦幻的糖果，
跳进孩子的眼中、心中，陪他玩耍，伴他成
长。诗会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生根、发芽，
时间会让诗意发酵，长成意想不到的模样，
内化成孩子内心深处的品格和力量。

以诗歌为孩子开启一场逐梦星光的
旅程，给孩子一个可以听星星唱歌的童年，
还有比这更好的礼物吗？ （文/胡艳丽）

给孩子一个可以听星星唱歌的童年给孩子一个可以听星星唱歌的童年

《大震》
卢一萍/

百花文艺出版社

卢一萍的《大震》写了一个死囚犯在
汶川大地震中“逃往与回归”，从而完成

“人性的救赎”的故事。
《大震》主要写了三个人物：原本要在

5月12日被执行死刑的陈尔璧、管教民警
谭乐为、即将刑满释放的惯偷杨耀东，三
人都在这场突然降临的大震中幸存了下
来。谭乐为为了防止陈尔璧逃跑，把他和
杨耀东拷在了一起，而杨耀东也因此成了
陈尔璧的人质，陈尔璧挟持他逃跑，谭乐
为则要尽力追捕。三人的命运由此纠结在
了一起。陈尔璧杀人前是外科医生，这个
逃跑的机会难得，但作为医生的他，内心
的人道主义情怀使他不断要去救人，正是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乃至灵魂得到
了救赎。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虚构与非虚
构之间微妙的关系。”卢一萍在《大震》创
作谈中如是说。的确，《大震》为我们提供
了谈论虚构与叙事的可能性的契机。小说
天然享有虚构的权力，虚构使叙事享有更
大的自由空间。

现实主义由于追求镜子式的观照效
果，其想象力运作常常较为潜在而隐秘。

《大震》启用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想象力，
一种要求既出人意表，又合乎情理的虚
构。对于《大震》来说，其虚构最大的前提
来自于情景的特殊化。汶川大地震已然创
造了极大的特殊情景，小说进一步聚焦于
特殊事件中的特殊空间——监狱，这种特
殊性的设置无疑极大地保证了小说的戏
剧性张力。

长期以来，人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受
到“镜子说”的巨大影响，并因此产生了一
些误解。镜子与现实是一种纯客观的成像
关系，镜子式写作是对表象现实的完全再
现，而现实主义与现实的关系则不然，且
不说通过文学书写的中介转换之后纯客
观是否可能，对表象现实的完全再现并不
是现实主义的追求。《安娜·卡列尼娜》这
样的现实主义巨著其实到处充满不动声
色的想象力。比如安娜和弗伦斯基在火车
站的首次邂逅就将想象力隐于严丝合缝
和伏笔千里之中。托尔斯泰绝不仅仅是铺
陈情节，更在揭示心理、塑造人物、暗示命
运。可见，现实主义的想象力表现于如何
在镜子式再现效果中把尽可能多的艺术
信息融合进去。

显然，《大震》也启用着这样一种克制
的现实主义想象力，那些不动声色的细节
和情境包含着卢一萍对生活独特的感受、
观察和匠心独运的艺术运思及剪裁。小说
第一节从谭乐为与女友金悦娴的一次相
会写起。写其两情相悦时，叙事人跳出来
发了这样一段议论：“要长久地爱一个人，
迷恋对方身上的某种东西很重要——比
如微笑中的明眸善睐，双唇相触的瞬间，
眼波的一次闪烁。如果你所爱的人是一个
星体，打动你的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如同尘
埃般微小的部分。”一般来说，在进入现代
主义之后，叙事人的议论通常会被视为一
种叙事的聒噪，但是《大震》中这段叙事人
声音却绝非可有可无。它所携带的那种更
内在更幽微的爱情观不仅说明作者本人

对爱情内在景观的独到观察，更暗示着谭
乐为是一个具有内在感受力的人，与他那
张不无僵化的原则脸拉开距离、创作张
力。一个内心如此柔软，又跟女友正处于
热恋之中的狱警，在大震之后，他要克服
内心怎样的痛苦和挣扎，才能继续坚守那
张原则脸，继续在已成废墟的岗位上坚持
下去？所谓现实主义的想象力，就是在不动
声色的铺垫中，寄藏着丰富的阐释空间。

《大震》的叙事技艺娴熟，叙事的种种
铺垫、冲突、起伏等常规的叙事手段卢一
萍都不在话下，小说在梦境、潜意识的暗
示等方面也有不俗表现。这些事实上都在
考验着作家对于细节现实、情理现实的想
象力。一般人只知道地震了，监狱坍塌了，
原来稳固的秩序乱套了，但如何在此特殊
情境中使不同身份者差异化的心理纤维
毕现，并进一步将其提炼为叙事的冲突和
动力，就考验着作家的情理想象力了。在
这些方面，《大震》的表现都可圈可点，对
小说技艺稍有领悟者不需赘言。

现实主义并非没有想象力，现实主义
的想象力运作更像是转魔方，作者看似寻
常之手使散落在不同侧面的经验板块循
一定轨迹运动，六面集齐之时，便是作品
诗性显现的时刻。转魔方并不是变魔术，
它并无魔幻性。生活的日常面目是一个被
打乱的魔方，现实主义倾向于以并不违反
现实情理逻辑的方式创造完整性现身的
瞬间。显然，《大震》正是深刻洞察了现实
主义想象力“魔方性”的作品。

（文/陈培浩）

《《大震大震》：》：一个死囚犯的救赎一个死囚犯的救赎

书书//评评//选选//摘摘

《海的那头
是中国》
钟兆云/

上海远东出版社

长篇小说《海的那头是中国》谱写了
一曲海外华人华侨忠勇报国、赤诚爱
国、一心护国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在小说中，钟兆云以执著的眼光与勇气
正视着故土与历史，并以海外华人华侨
为题，希冀打开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另一
扇门。

说到底，回望是需要勇气的，更需
要审视与反思，而在背后便是苦痛。钟
兆云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对故
土的执著与对人物的悲悯，对时下一大
批热衷于传奇、只讲技艺不重视故事的
小说家来说，钟兆云的这种执著就更显
得难能可贵了。他不在意于小说花哨的
技法与语言的铺张，而是用一种非常直
接与朴素的表达贴近读者与人物的距
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智慧。他似乎一
开始便切进了故土的肌肤，深深地扎根
于故乡带给小说主人公的苦痛与忧伤，
以一种执著的回望之姿，展开了对历史
深入的反思与内省。 （摘自文艺报）

《与父亲书》
向迅/

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

《与父亲书》由6篇关于父亲的散文
构成。向迅积 6 年之功，扎入记忆的深
处，打捞与父亲有关的种种细节，最终
呈现的是中国农民父亲的普遍形象。

阅读中，我在书页里写下这样一句
话：这本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学企
图。但在书的后记中，向迅却说这本书
的写作是有一些“企图心”的，他“渴望
创作出不一样的散文”。而且与之前相
比，他也“自认为还是有所变化”。

我倒更愿意从文本之中隐藏的某
些东西去解读向迅的这次写作。和他这
般年龄、性格的人，或许都能体会相似
的无奈：面对面的无言，只有在被残酷
的时间切割过后，才能获得拣取思绪的
宽容与自由。所谓“与父亲”，我认为不
只是写给父亲，更多是写给自己。经过
时间的锻造和思想的折返之后，向迅对
于每一个细节的梳理和笔下铸成的文
字形象，显现出和“与”字相呼应的真诚
倾吐。 （摘自中国民族报）

《一百年，那
些热血沸腾
的青春》

长江/
海天出版社

书中，作家长江在中国100年的经
纬发展历史上，巧妙地选择了不同历
史时段的一两个人物，书写他们在人
生青春时期的方向、道路、事业和行动
选择情形，以及此后因这种选择而产
生的人生作为与出色表现，在回望前
路的时候，清楚地感受和认识到，青春
时期人生选择和坚持的重要作用及意
义。这些人物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虽
然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各自人生的方
向认知和坚定选择及事业成功的结
果，却非常具有说服力量。这是独特的
回望和经验书写，也是非常真实和形
象生动的人生叙述，在历史的百年空
间和不同人生的个体经历、事业命运、
社会表现等方面，都具有个性品格和珍
贵的历史现实意义。

这本书如同一个筒状望远镜，使我
们看见深远的历史路径，也看到身边的
当下，有非常丰盈的社会人生内容。但
这毕竟不是专注历史内容的表达，所
以，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用精简的“历
史年轮”文字交代时代社会背景，着力
于对具体的人在各种经历的环境中的
个性表现展开描述，这样机智的处理，
让后台背景和舞台中间活跃的人物都
得到很好呈现，既相互联系、照应，又各
有轻重、远近互补。 （摘自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