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木兰

敦煌被誉为“中国
佛龛”。 叶舟创作的长
篇小说《敦煌本纪》，实
质上是用笔墨开窟。 叶
舟用他常年驻扎、行走
大西北的真实生命，用
他多年来对敦煌、对边

疆文化的切身体会，融合、创作、升华———他是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 开一座让世人感应、
让人心感化的佛窟。

在《敦煌本纪》中有两个核心概念非常突
出：一是“开路”。“河西锈带”苦国家苦百姓久
矣。路不通，资源无法流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锈死、被废弃。 而一个个“锈节”也成了地方势
力分割盘踞的原因。 承担“锈带”恶果的，只能
是河西走廊一带的百姓。 因此，一批以胡梵义
为代表的敦煌少年，联合游击力量，成立急递
社———用青春和热血、勇敢与担当开路。 路通
了，长风浩荡，清洁光明。 这是敦煌少年的事
业，也是《敦煌本纪》的气象。

二是“守路”。 河西走廊一带，地方势力盘
踞，鸦片种植和贸易盛行。敦煌少年，用自己的
血性和对“精良纯明”的君子风格的追求，敬畏
上天，供养着心中那座精神佛龛。 他们用十几
年默默的周旋与努力， 守住了莫高窟的敦煌
宝藏不再流失， 他们用血性和牺牲隔断了鸦
片贸易这恶之流通。 合上书，英雄少年胡梵义
那正大光明的话语依然响在耳边， 掷地有声：
“迄今为止，梵义没有放走过一枝罂粟，也不曾
让一两鸦片流出敦煌， 我要让他们全部捂在
这个口袋里，沤烂、变臭，彻底断了那些人的邪
念和财路。 ”

与胡梵义的开路和担当相对的， 是另一
位主要人物索敞的选择。 这个名字本身就很
有意味：“索”与“敞”的组合，似乎注定了这个
人物的复杂与纠结。 索敞继承了索门世代义
举的家族荣誉，这让他一生都忧心忡忡，生怕
在社会变革中会有责任找上门———他自私、
怕事、无担当。他惦记着家族荣誉，要在敦煌将
其发扬光大，却拿不出与想要的名声匹配的实
际作为。因此，他用尽心思，不惜牺牲家人的幸
福，来成全自己的高大形象；他虚荣做戏，制造
各种神奇传言，利用种种宣扬渠道，希望能为
自己和家族博得口碑。

曾国藩说过，“无实而享大名者， 必居奇
祸”。 索敞为自己的虚伪和贪婪付出了沉重的
代价。封闭，逃避，遁世，消极。没有引领人心的
精神佛龛在心， 没有担当历史使命的责任在
肩———这是索敞的心之病，也是那个时代的国
之病。 在饱尝自己种下的恶果、在经历亲人背
叛和炼狱般的囚禁苦刑之后， 他终于实现了
辽阔的精神抵达。 这是痛苦的领悟，也是震撼
人心的开示。

叶舟曾说，“敦煌是我诗歌的版图，是我的
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 也是我个人一命所悬
的天空。”与叶舟聊天，能深深感受到他对敦煌
的热爱。 他已经用笔写了30年的敦煌，他的诗
歌、 散文、 小说几乎都扎根在那片土地上。
2000年大年初一， 他独自一人流连于莫高窟
的千佛灵岩下。 那一天，他像自己书中的人物
一样，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他独自发愿，“将来
一定要为敦煌写一部长篇小说， 用一部长篇
小说，去描摹整个敦煌的威仪与不朽”。 在《敦
煌本纪》里，叶舟真实地把自己放了进去，把自
己的生命状态放了进去。 书中有几处“灵光乍
现”的记述，是叶舟自己的亲身经历，像突然撕
开故事云层的闪电，在某些刹那，让我们看到
了站在云端的作者本人。 全书109万字，全程
饱满，没有塌陷。动笔之前，他心中已经有了一
个敦煌本纪的图谱， 一个时空中的巨大沙盘。
他用自己的热身子， 为敦煌精神打下了一座
让人震撼的佛窟。

拿着生命写作， 是作家与书写对象的生
命双向同构———作家将自己的生命精气注入
书中，而书中的内容，千佛灵岩、石窟、神佛、菩
萨， 也都在时时刻刻滋养着作家的精神和灵
魂。纵观叶舟之前的作品，能够确切地发现，有
些意象和精神，在他的书写中，是贯穿始终的。
这些已经融入作者的热血和生命的文学意
象，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并将在以后的写作
中，继续血肉交融灵魂互熔地“同构”下去。 这
是一位作家最珍贵的故事———自己的生命故
事。

（《敦煌本纪》 叶舟 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龚军辉

我与张毅龙君结识近二十年了， 深感他是个
文化浸骨的骚客，也是真率性情之辈。《龙吟》是张
毅龙近年诗词创作的精粹选本。 单纯从技术角度
分析，《龙吟》中的121支曲牌，既有我们熟知的“沁
园春”“卜算子”“蝶恋花”等知名曲调，也有我们不
大熟悉或少见的“安公子”“八六子”等较生僻的词
牌，这既体现了作者对词文学研究的通透、深邃，
也表达了其力欲带动并普及这种具应时应景性与
抒情表意文学体裁的企图。

从主题意旨抒怀来说， 作者立意的高远旷达，也
是令人赞叹而不能不翘指点首的。其生活图景细绘精
描显正能量，譬如描写教师生活的《临江仙·课余》“梅
菊绽放相迎客，暖茶炉火当归，梦中甘在粉尘杯”，叙
议结合，其恬淡而高尚的品格就跃然纸上。 作为文学
作品的《龙吟》， 在诗词创新表达上也有四点令人瞩
目。 一是其引俚语入词，让人倍感乡土亲切，如《浣溪

沙·不卑不亢》中的“黄皮寡瘦晃经年”；二是哲理思辨
的人生感悟，到处可参，带有强烈哲辩思考，如《甘草
子·花与鱼》中的“色减欢游泊，人定观良恶”，《临江
仙·夜步南湖》的“西山如解意，夜下莫生凉”则带有宗
教禅顿，令人醒心；三是化典入词，增加文字修养性，
最典型的当为《清平乐·寻立波》，将周立波著作《山乡
巨变》《暴风骤雨》《湘江一夜》巧妙锲入词中，让人拍
案称绝； 四是多种文学修辞入句， 平添词章风韵，如
《鹧鸪天·题孟董爬岳麓山》“寺观寂寞见矶碌，僧道沉
吟又孔双”，不仅对偶工整有古意，而且巧妙今古对照
更见机杼。

坦率地说，张毅龙的《龙吟》的思想见地、词章
表达以及博艺含喻，皆出乎我的意料，超过我的预
期，令我不能不对其著作刮目相视。 出于对作者的
尊敬，我谨以其《蝶恋花·花》中妙句“祈愿今生多
静好，春心总被柔情扰”化简为题，这也正切合作
者写词的心态吧！

（《龙吟》 张毅龙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贞观政要》
滕帅 导读、注译 岳麓书社

《贞观政要 》成书于唐玄宗开元 、天
宝年间，当时虽处盛唐，但社会危机已渐
露端倪。 作为一名敏锐且尽责的史官，吴
兢感到有必要总结 “贞观盛世” 君臣相
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
树立施政典范。 贯穿《贞观政要》的核心
思想是居安思危，即忧患意识。 它是《贞
观政要》立书的根本，也是“贞观之治”的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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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湘

我的故乡在湘西南的一个小城，少年
的我曾站在街头，发誓要离开它，远远地
离开它。 后来我就真的离开了它，海角天
涯地离开了它。 许多年后，我很偶然地开
始写作，而我的故乡，那个遥远的资水的
一隅便无声地在我的文字里一点点升起，
带着淡淡的桂花香，一次次成为我故事的
背景框。

我学的是计算机， 是一名软件工程
师，走上文学之路于我而言可说是误入藕
花深处。 我的感觉是迎头碰上，然后只能
闷着头往前走。 作为一个40岁以前从未做
过文学梦，40岁以后开始动笔写第一篇小
说的人来说，我不知道这样的力量是来自
文学，还是内心一种虚幻的渴求。 这样的
力量让我关注生活的细微和深澈，也更深
入地沉浸于文字和书本之美，又同时被创
作的各种瓶颈和挣扎所苦。 个中滋味，自
不待言。

我那时身边有几位深爱文学的朋友，
她们甚至为了文学辞职在家写小说。 我和
她们一起办了一个微信公号， 耳熏目染，
我也开始写一些散文、诗歌，然后是小说。
我是2015年开始写小说的，那时候就发在
微信公号上。 2016年我开始在一个微信号
上连载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狂流》，总点
击超过百万。

4年的时间，我写了近百万字，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
《狂流》《暗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重返2046》，并在海内
外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20余种。我不觉得是文学爆发，可
能就是时机和运气比较好。 一是刚开始写小说，处于井喷
期，又是人到中年，积累了足够多的阅历，有很多可以写
的素材，加上正好是自媒体如火如荼的时候，我的文章发
在微信公号上还有不少读者。

我的写作有现实题材和科幻题材两类， 一些作品如
《费城实验》《马兰花开》《绿色时光》等，在现实题材中插
入了奇幻因素。 在现实题材里加入科幻的元素是我努力
尝试的， 因为科幻可以加入一些现实小说里无法实现的
设定，在这样一些非常规的设定下，人心和人性往往得到
一些极致的袒露。 但是这往往需要做得足够融通自然，才
能让文本没有突兀和违和的感觉。

我个人浅显的经验是， 无论什么题材和类型的写作
都有共通之处，优秀的小说无关类别、题材，对作品的深
度、广度和创新程度的要求都是一致的。 但是具体到写作
上，我个人觉得科幻小说更难写，对作者的想象力、创造
力和逻辑的严密程度要求更高。

《狂流》和《暗涌》这两部小说是我的命运三部曲中的
前两部， 原意是分别从女性和男性的视野来书写这个时
代，并聚焦书写70后留学生成长的道路。第三部《长河》还
在酝酿中， 是打算从男女均匀的视角书写， 时间跨度更
大，场景也更为宏阔一些。 在写《狂流》时，我还没有获得
更多写作技巧，基本就是手随心动，更多的是出自本性和
本心的写作，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约束自己，所以也写得很
顺畅。 到了《暗涌》，阅读的经典和写作技巧方面的文章增
多，结构上有了一些闪回、倒叙、反转和伏笔，文字上也更
加精细。 但是在两部小说里，我都比较注重小说逻辑的严
密，我专门有两个朋友帮我审稿把关，看情节是否合理，
逻辑是否合理，是否有常识和前后不一致的漏洞。 另外我
非常看重细节的真实可信，几乎每个细节都求证过，在写
《暗涌》时，每一个城市我都找一个朋友把关，看是否把握
住这个城市的气息和特色。 再有，我很看重小说里对情感
的书写，两个小说里我都花了不少笔墨写情感线，并努力
写得饱满真实。

《狂流》里的三个女主角从大学开始准备留学到后来去
美国留学，几乎就是自己经历的翻版，虽然感情经历和她们
迥然不同。 很多故事的细节其实就是自己生活的细节，写她

们，也是对自己青春
和留学生活的回望
和打捞。 而《暗涌》里
贵林从乡村到城市，
从南方到北方，从东
方到西方的迁徙路
线，也正是我自己所
经历的。里面提到的
邵阳和大连也是我
自己生活过的地方，
把自己的经历混杂
在这样一幅波澜起
伏的时代图卷里，是
一种新鲜而有意味
的写作经验。

（《暗涌》 二湘
著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版社出版）

朱青生

面对一部湖南籍艺术家的口述美术史， 顿时
心情与许多意识互相勾连激荡。

在我的心目中， 湖南籍艺术家向来是一批非
常神秘、充满力量的特殊人才。 所谓“惟楚有才”，
此言的确。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术馆就曾举
办过一场关于湖南美术的展览， 我受邀参加开幕
式。 自一进入展厅，我的心里就有四个字在轮番跳
动、呼之欲出，最后不得不把它们写在展览的留言
簿上，这四个字就是：鬼匪神灵。“鬼”绝非鬼气之
意，鬼者归也，犹如谭嗣同毅然赴义所表现出的如
归之从容，虽死，而彪炳千秋。“匪”绝非匪气之意，
匪者乃不同寻常、治乱之才也。 正是因为内有超绝
之心，外则可驾驭人间，应对得体，方寸万千，犹如
曾国藩治军辅国， 有超绝之心， 却以格度安定天
下。“神”绝非神气之意，而是一种将日常的情志提
升为神圣的存在的可能，担天下为己任、负身俱往
的凛然之态， 犹如毛泽东主席的作为及其引发的
人民的想象。“灵”绝非飘忽的灵气，而是把不可言
说的境界铺陈为跌宕生姿的歌唱和呼啸， 当年屈
原隔洞庭看潇湘烟雨，所感所见已经化入文脉，乃
最好印证。

湖南的艺术也同样具有这样一种特别的意
味。 当然，艺术突出的重点在于“神”和“灵”。 读此
口述，深觉所谓神者，在于此中充满日常状态的叙
事时常触及神秘感，通天地而高贵；所谓灵者，在
于表面朴素，实含机锋。

我受邀为这部《出湖———艺术家的口述》撰写序
言，起初还有些错愕。 我和湖南籍的当代艺术家虽是
联系甚多，尤其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就读时，一届只有
一班，我有一同学易英就是湖南人。 但是他们大多是
与我在北京相交，只有聚餐时才觉察出他们的籍贯，
而他们的艺术和思想完全是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遭
遇的显现，更何况进入互联网时代，人际的界限不在
地域，而在性情、格调与意识形态。

口述美术史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方
面，也是艺术史的两大主要方法之一。 这两种主要
方法，一是口述美术史，被中央美术学院的余丁教
授总结为“以中央美院为主的方法”；另一个是档
案研究，余丁认为是“以北京大学为主的方法”。 我
们是“档案学派”的执行人，现在湖南出版如此重
要的口述文集，令我作序，我觉得一定深有所指。
因此，现把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叙述如下。

首先， 我们认为任何事件都有三种提供证据
的方法：第一种是由当事人本人做出陈述，这便可
看作口述美术史；第二种是找到旁证，包括原作相
关资料和原始档案， 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笔记、日
记、票据、物品等物证，还有人证的证词，即由事件
之外的人做出陈说， 而如果做出陈说的人与该事
件无关（证据无功利），那么他所给出材料的证据
价值则更大； 第三种是在另外的事实中涉及这个
事实的证据，一般需要溯源和考证才能检获。 第一
种称之为本证；第二种是旁证，包括物证和人证；

第三种是佐证。 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在
工作中始终坚持采取以上“三证俱全”的方法。

如此， 其实任何类型的口述美术史对我们这
些从事艺术史专业的研究者而言都属于第一种证
据，而这也构成了档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
对于口述美术史的材料极为重视， 将其视作我们
自己工作中的一环。 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
收集各种各样的口述材料， 但能够像编者这样集
结几代之精英，做出这样一本可读性强、耐人寻味
的口述美术史文集， 确实是我们己所不能而又求
之不得的事情， 我们也向我们的同事表示衷心的
祝贺和感谢。

对于艺术家的口述材料，我们会更加注意。 因
为在某种程度上， 艺术家的行为本身就可能是一
种创作，而在某种意义上，创作就带有编造以及有
意识地进行修改和虚构的成分。 这可能被看作艺
术家的才能和性格充分发挥的意义，也正因此，对
这些情况的讨论是最为精彩的部分。 这也是为何
我们常常会把一部口述历史看作文学作品， 一部
杰作， 一段精彩的人生被人理解后做出的一种诗
意的表达， 一种精神状态到达一定高度后巅峰性
的宣泄和发扬。 因此，我们虽然是所谓的“档案学
派”的工作者，却对口述史持有充分的信任和同样
充分的警惕。

但无论如何， 当看到有这样的作品能够出现
并有机会出版，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欣喜，因为一旦
一个地域的一组口述材料被并置和结集， 互相之
间的特殊的意义就显示出来，其中的内在动机、社
会思潮、 政治条件甚至意识形态背景就具有了历
史的意义， 这是单独和零星的文献不可能具有的
价值，我们除了由此而受教，倍觉庆幸之外，也对
访谈作者、出版家的劳动和智慧致以崇高的敬意。

（《出湖———艺术家的口述 》 马建成 编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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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终极问题》
袁越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古希腊时代， 柏拉图提出了 “我是
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哲学的命题。
自此，忙碌的人类会时不时地停下脚步，在
内心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在本书中，作者
运用脑科学、 生命科学、 基因和生物学知
识，书写地球的编年史，解密人类的起源和
创造力的源泉，借以回应先哲的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