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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白俄罗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
奇摘取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王冠以来，

“非虚构”一词便在我国文学界叫得越来越响
亮。但文学批评家们却对“非虚构”采取较为
谨慎的态度，原因在于，“非虚构”写作简直就
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异类”。因为，任何作家的
书写都不可能是完全的“非虚构”，就像任何
作品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忠于生活一样。实际
上，对作家个人来说，进行“非虚构”作品的创
作，既是对写作能力的挑战，也是对自己能否
拥有生活的深度、广度和厚度以及能否表达
这种丰富性的挑战。“非虚构”写作不仅仅靠
生活本身，也不仅仅依靠想象，而是在生活和
想象之上，提供一种直观的互动式和交流式
的表达方式，让读者透过作品的细节获得力
量，让故事本身诉说生活的原态。

基于这种思考，我以为，曾令超先生一直
以来的创作，大都属于这种“非虚构”的创作。
虽然曾先生的写作从不在意是否契合某种理
论，但他总是在饱满的回忆中将一行行文字蓄
满朴实的泪光，是名符其实的“非虚构”写作。
读他的作品，总有一种触摸大地的感觉，夹杂
着泥味、汗味、潮湿味和阳光味，等等。从散文
集《人生在世》到如今的《人生跋涉》，曾先生没
有任何创作的技巧，他本着对生命的热爱，对
写作的热爱，对他所爱的世界的热爱，推开重
重黑夜的帷帐，迎接一缕缕清晨的阳光。与其
说，他没有责备生活带给他的苦难，不如说，他
感谢苦难使他的生命变得更加饱满。

特别是眼前的这部《人生跋涉》，虽可以看
作自传但我更愿意将它归之于“非虚构”写作
中，这部书稿的字字句句都像是从岁月中敲打
下来，布满着泥湿的脚痕，甚至有一种苦艾的
味道，但读者正可以透过这种味道感受到曾先
生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书中原有一
些苦难本可以写得沉重和压抑，但曾先生有意
将许多经历暗暗隐去，许是天生大气的性格亦
或是后来的遭遇铸就的坚强秉性，他让许多的
苦难变成了对生命价值的印证和生存意义的
诠释，光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这本“非虚构”创作的作品，较之曾先生以
往的文章，更带有内心的诚恳和热切的赤子之
心。儿时艰苦求学的历程以及在农村苦中作乐
的生活占据了重要地位，而恰恰是这部分的铺
垫，使得文本的个性以及后来的变故与发展脉
络更为清晰合理。少年时期所接受的苦难，必然
是塑造人物性格的关键因素，想来大概也是曾
先生回首过往、追叙往昔的诉求所在。乡村的古
朴储存于血脉之中，曾先生塑造出一个健康匀
称的少年，肌肤黝黑，带着刚从稻田中出来的汗
水与泥土的气息。正是这种原始生命力，让读者

见到久违的自然意识，一种希望重返少年时光
的冲动跃然纸上。那些岁月不会被物质匮乏导
致胃肠道痉挛产生的饥饿感所掩盖，相反，能够
挺立在苦难中没有倒下才是一个奔跑者所应该
坚持的决心和魄力。农村的夜晚来得太早，农村
的黑暗也比都市的生活要多得多。暗沉灯光下
发黄的书籍才是曾先生前进的动力和无法抹去
的生存主调。埋藏于大脑深处无可阻挡的热心、
激情和梦想，激励着曾先生以及他整个儿的少
年时代，这种暗夜中的奔跑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而不再仅仅是曾先生个人的少年时代。

除了不懈的努力和无所畏惧的奔跑，真
诚，则是这部作品最强的主调。作者奋斗的决
心从这部书名中便一目了然，更动人心魄的是
曾先生在教书生涯中遇见的人和事。他毫不避
讳书写了工作中的不公平与各种困恼，呈现给
读者的是个真实的生活世界，这种原生态的文
字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单纯的处理与质朴的
表达，在此处得以全面呈现，此刻高尚品质的
拥有者不仅仅是曾先生本人，还包括他的学生
们。当在他生病倒下之时，五十多名学生自发
地集合，冒雨渡江来看望他，每个挂着雨水以
及泪水的脸庞似乎是这个虚浮时代最需要的
真善美的强心剂。轰隆的雷声以及敲打门窗的
大雨不再让人恐惧，反而成为真心真情真爱的
见证者，成为鼓动神经的强烈节奏。师生情谊，
本就是相互交心的事情，曾先生展示出来的情
感已经超越原本的视阈，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
真诚交付的爱与信任，不问付出有否回报，也
不问付出值得与否，仿佛只是一种本能，而这
种本能恰恰是美好品质最好的彰显。只有百分
百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有幸经历这种爱，曾先
生便是靠自己得来了这么一份幸运。

世上好物不牢坚，悲剧的意念总会到来。
我以为书里曾先生会对自己挺身而出却失去
光明这一事件表达立场，相反，我似乎并未找
到他反问值不值得的蛛丝马迹。活下去，抓住
一切活下去的机遇、冲动和理由，这才是处于
黑暗中的他唯一真实的想法。写到这一部分，
我明显感觉到作者内心的庄重和情绪的肃穆，
描述的文字开始冷静起来，“非虚构”的味道、
风格与特色也更加明显起来。这部分的内容最
为厚重，也最为现实，蒸蒸日上的生活一下子
跌入不被理睬的暗夜中，巨大的冲击像是现代
高科技的印刷术，把每一点的细节都记录得细
密准确。一个优秀的作者不是将个人的悲伤全
盘托出，而是运用理性的语调、平和的腔调，将
自己的故事客观真实地表达完整。这份完整的
背后，是作者超脱的品性以及对于人生灾难的
悲悯，即使灾难就是自己的。自传性写作容易
将个人情感作为意义支撑，如果强调了这种支

撑，就失去文学根本的共鸣。
《人生跋涉》可贵在于：越苦难越客观，越

难过越平静，正是这份情感克制，才有了曲折
通幽的对生活的还原，也才能引发读者汹涌
而来的情感共鸣。毕竟，不是每个人身处灾难
中心还能够从容面对。远观是个平常的井，头
探下去，也许看见了自己的人生。失明其实可
以避免，作者引领我们反思的是种种的故意
拖拉与延迟治疗才结出这悲剧。曾先生用客
观的笔触描述着令自己陷入黑暗的故事，却
没有过多的抱怨，只剩下一口遗憾的叹息，轻
轻吐出，他也就往前走了。

实际上，当我们还感伤于主人公的苦难
遭遇时，他早就在黑暗中继续奔跑了。幸运的
是，在低谷过后，文字明显又回到青年时期的
温色、热情与信心。这也是曾先生作品的特
色，身临其境的情感表达，直接影响文字温
度，好像每一句话都是重回历史中细细拓下
来的，用生命的气息在创作。他是抱着感激的
心态迎接每一天，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都详
细地记录下来。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呈现“U
型状”的独特的生活历程，中间的苦难被消
解，开头与此刻的高度造就了不同凡响的记
忆。或许，这也是曾先生想要带给每一个想看
这本书的人，不要去过多回望苦难的深渊，自
己爬出来的时候，世界虽缺了角但仍然可以
保持新的一份完满。那些抛下绳索试图解救
的人，成为黑暗另一面最为珍贵的礼物。不得
不被文字的生命力打动，即使岁月流逝，曾先
生似乎仍旧是那个从田地里爬出来、布满阳
光和汗水的少年。这一点，其实也恰恰是作者
的一种执念。书中总是提到乡村的土地，城市
中的菜地，以及大地本身具有的无处不在的
活力，最质朴和最简单的陈述，却往往是实打
实的人生支点，留存着原始的血脉气息。

文如其人。曾先生本就是个热情、真切、
坚韧之人。我与曾先生见面不多，当年我供职

《湖南日报》，在获悉他不平凡的经历时，曾经
以通讯的方式报道过他。这些年，我从国内到
国外，又从国外回到国内，特别是从散文、诗
歌和小说的写作，转向文学评论的写作，我不
曾想到会再次碰到曾先生。但命运的机缘让
我们再次见了面，也了解到他以顽强的毅力
和常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坚持创作，出版了一
系列作品，走进了一个更加成熟和更加丰富
的生活世界。我为他高兴。当我在《人生跋涉》
中读到这样的句子：“站在阳光下，我像一个
灿烂的感叹号”，让人不由得想起海子的“我
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两者拥有同样的生
命力追寻意念，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信念。

总之，《人生跋涉》浓缩了曾先生的心路历
程，不仅彰显了作者的“赤子之心”，更彰显他对
人生从不抱有恶意，也从不犹疑，而是满含热
望，磨砺理想的锋芒，做暗夜中的奔跑者，迎接
每一个独一无二的日子。这种“非虚构”书写，是
一种非常有力的书写，不仅对作者、对读者，也
包括我本人，都从中感受到这种力量的无处不
在。正因为此，我愿意在第一时间写下这些，以
文学的名义，表达我对曾先生的谢意和敬重。

（作者系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中南大学文
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本细读

暗夜中的奔跑者
——读曾令超长篇文学自传《人生跋涉》

聂 茂

近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落下帷幕，七大奖
项各归其主。笔者发现，与以往鲁迅文学奖相
比，本届评选是争议与质疑最少的一届。这一方
面说明了文学评奖正在向公开、公平、公正回
归，向文学本身回归；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
对待文学奖的看法渐趋理性。

不管现实情形如何，我们都应理性地看待
文学评奖中的批评和质疑。首先，文学和评奖之
间似乎天然就存在着某种对立，或者说这两者
之间本身就是二律背反的，因而实际上，对文学
作品评奖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学逻辑的质
疑。加之中国文学评奖制度与西方国家相比，建
立得较晚，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加以完善。

当然，作为一名读者或评论者，每个人的心
中都有一杆秤，我们可以表达对任何一个作家
和作品的看法，当作品存在争议时，就需要有更
加专业的眼光进行评价。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中篇小说获奖作品看，笔者认为有几部作品是
实至名归的。这些作品都有着强烈的风格特色，
各美其美，各有重量。

阿来的《蘑菇圈》是一部关注生态、关注现
实的作品。小说里的蘑菇实际是松茸，作者以

“不平凡的蘑菇”作为意象，揭示了自然界里的
一种现象：大音若希，当人对自然保有敬畏之
心，自然必加倍回报人类。小说在充满审视、追
问和反思的叙事中，书写出了长篇小说的厚度，
用极具诗意的文笔，讲述艾玛斯烱一村人和蘑
菇圈的故事。不仅如此，作者还以其悠长、干净、
清亮的语言，写出了藏区的异域风情。

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讲述了一个
令人唏嘘的传奇故事。乡下姑娘陈金芳离开家
乡选择了“北漂”，但是她用尽了各种手段，却始
终通不过迈入上流阶层的门，最后在虚幻的辉
煌中掉落低处。最后，陈金芳被警车带走时说，

“我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读完小说，我们很难
说清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陈金芳的悲剧。是欲
望，是贪婪无知的性格，还是低微卑劣的出身？
但是她为挣脱宿命不顾一切挣扎的姿态无法不
让人动容。这篇现实主义的佳作，在某些方面深
深地触及了当今中国社会的痛点，对这个时代
里个体的生存与命运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

肖江虹的《傩面》是一部以民俗为主题的小
说。作品从黔中偏僻小村傩村入笔，通过民俗这
个符号表现出一些浸润在传统下的人的姿态。
小说中，两个本无关联的人，傩村最后一个傩师
秦安顺，从傩村走出又归来的年轻女子颜素容，
因死亡的临近而被傩面绑在一起。颜素容本来
以为“每天的恶言相向能将世间的温情痛快地
杀死”，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最终战胜心魔
的，是秦安顺宗教式的悲悯，以及人性中最温暖
的底色。由此，形成对现世生活的反讽，挖掘出
小说创作新的精神向度。

因此，以上作品能够获奖是“众望所归”，当
然也有不少遗憾。正如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
李浩所说：“评委们对参评作品不仅在艺术水
准、叙事逻辑、内容的完成度上严格把关，小说
的细枝末节也绝不放过，有时针对一篇小说会
写近千字的解析。从评选的具体标准来看，每位
评委都秉持自己的艺术标准，对于参评作品尤
其是较为突出的作品，都会放到‘解剖台’上来
探讨，评委们遵循自己的艺术标准来为作品发
声。因此，争论时有发生，常常会从会议室一直
持续到饭桌上。”由此可见，作品获奖，需要过五
关斩六将，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最为重要的，还
是评委们慧眼识珠。

平心而论，无论是何级别的文学作品评选，
只要评审做到不偏不倚，经得起质疑和检验，中
国文学就能走向现代，走向大众，走向市场，进
而回归文学发展的主航道。

◆暇观亭书话

实至名归才是

文学奖的“标配”
马 忠

广州购书中心是我的精神家园，只要
有机会，我就会去赶场。在书城能够看到琳
琅满目的各类图书，特别是刚出版的书籍，
有的可能你连书名都没听说过。

我关注唐代释道宣的《广弘明集》很长
时间了，一直没有遇上。记得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过，现在网上
有售，但太贵，且品相不太好。我在宗教类
书架前搜寻，发现了《弘明集》《〈广弘明集〉
研究》，暂且把后一种买下，先读此书，为以
后读《广弘明集》打下基础。两宋之交的名
人陈与义逃亡途中到过邵阳，经过“金滩”，
再到“古杉木铺”（邵东黑田铺），才进入邵
州城。“金滩”在何处？一直没有落实。得知

“湖湘文库”有《湖南疆域驿传总纂》，心存
希望，曾向“湖湘文库”的副主任夏剑钦先
生求助，也未能如愿。见到书城有白寿彝前
辈的《中国交通史》，方豪前辈的《中西交通
史》，毫不犹豫出手。先明了总体，再到局
部，才不至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代是中
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买王应麟的《困学纪
闻》，王黻的《宣和博古图》。李裕民前辈是现
代著名学者，购了他的《宋人生卒行年考》。
这些书中有难得一见的资料。有些书要精
读，有些书只需浏览，买“中西学术名篇精

读”中的《裘锡圭卷》，特别是书中的《新出土
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很是吸人眼球。萧华
荣先生曾师从萧涤非、董治安前辈，现为华
东师大教授，他的《魏晋名士链》以魏晋年间
的时代更替为叙述顺序，以内在的人情世态
变迁为逻辑展开，深入名士的内心世界，展
现出他们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士林风姿。

避讳是历史上常见而敏感的问题，买向
熹先生的《汉语避讳研究》。周勋初先生的

《唐诗纵横谈》“指点唐诗气象，梳理唐诗源
流”，实是一本研究唐诗的必读书。聂绀弩前
辈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是当代最好
的旧体诗人，他的《散宜生诗》引得名流胡乔
木先生主动为该书作序，“它的特色也许是
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见
到《聂绀弩旧体诗新编》，花城出版社，只要
46元，淘到宝的笑意写在我的脸上。

近年研究古高平县、古都梁县，深感文
献不足征，见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的

《三国两晋南朝卷》（上下），价格不菲，也得
买下。粗略翻了翻，发现了一些资料闻所未
闻。邵阳市境内曾有一个叫“新”的县，据宋
本《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五江南西道邵州邵
阳县条：“古新县城，在县东九十里，孙吴

置，晋永嘉中并入邵阳县，其城废。”
博尔赫斯说过：“读一本书的体会不亚

于旅行或坠入情网。”我买十余本书阅读，
那岂不是常驻快乐大本营？

书 城 揽 胜
易立军

鲁迅画像

◆淘书记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
北朝卷》，胡阿祥、孔祥军、徐成著，复旦
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