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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

创作跨度13年的长篇小说，吸纳使用吴语。其中，
主人公是浙北地区的乡镇少年，孙智正截取了他们自幼
时至高考志愿填报为止的生涯——然而，这并非“地方
志”或“个人志”。《南方》愉快、单纯，具有惊人的延展能
力，它自觉地缺少了他人有意无意添加进写作的部分，
将写作推向自由；同时，以一种浅明而无可限量的方式
契合了“现实”。这是一股令人振奋和惊叹的流体，展示
着崭新的当代汉语气象。

作者孙智正，80后，除了写作还拍电影，被誉为“写
作领域的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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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三部曲》中，无
论格非建造了多恢弘的叙事
宫殿，我只情愿将它看成一
场哀思的长梦。十七年间走
走停停，至于付梓之时，早已
披上了“历史”的神圣外衣，
亦或冠以“桃花源”“乌托邦”
的名号，但格非自己却说这
不过是又走了一遭“那个记
忆和想象中的梦幻之地”。

新历史主义下的《江南》

革命者不像革命者，县
长不像县长，就连商人都成
了一个个未卜先知的“空空
道人”。毫无疑问这些人走
向了没落，从张季元到陆秀
米，故事没有将中心放在他
们强烈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行
为上，而是让他们在革命的
揣思、人性的试探中沉默地
等待生命的幻灭；在“红色血
液”喷张的年代，谭功达身为
县长却“那么爱做梦”，不顾
政治业绩而致力于建造理想
的共产主义王国；《春尽江
南》里的商人似乎都着了探
寻风景的迷，斥资建造了一
个个“世外桃源”，其中最让
人不可思议的是王元庆，在
所有人的不解中建造了风景
宜人、设施前卫的“疯人
院”。《山河入梦》这样说，我
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
一个极端，毫无办法。我们
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付出了
太多的生命去实现一个远大
理想，然而到头来筋疲力尽
又不得不承受更为痛苦的绝
望和苍茫。

格非说《江南三部曲》的
书写源于“日益庸俗化和实
利化的现实境遇的压迫”。
这种现实的压迫或者说人们
在现实生活的精神状态与漫
长历史中的一个个梦幻产生
了某种隐喻的效果，他们追
求的到底是什么？并且在得
到之后又有了怎样的感受？
最为关键的是，在这具有艰
巨使命的集体行为中，个人
本位的观念很容易被集体的
声音所抹杀，个人的意义瞬
间成为一个泡影，甚至更加
微不足道。但是到头来，那
些活生生的人被裹挟在浪潮
中，不是被淹死就是被“塑成
雕像”，他们没有了生为人的
感受，不能表达他们最真切
的痛与爱。然而，作者关注
的正是这一点，他聚焦于个
人，将他置于时代的浪潮中
去看他生命的运动，感受他
的呼吸，注目于他的喜悦的
泪水和疼痛的呻吟。另外，
从创作时间来说来是漫长
的，就其文本内部的时间跨
度也是相当大的，作者以怎
样的方式进入故事才不显得
累赘或漫天的松散呢？那
么，只能从遗忘开始，从遗忘

中走向现在。这是当代很多
作家的创作方式，也是很多
长篇巨制的叙事手段，比如
张洁80万言的《无字》，莫言
最厚重的作品《丰乳肥臀》，
还有王蒙的“季节系列”等等
都将笔致投向了历史的回
望，如同放风筝，放出长线又
收回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
中，这样的手法已经有了它
的范畴——新历史主义。新
历史主义更多地建立在“人”
的基础上，透过个人的视角
或命运来表现历史的进程，
当然，这其中并没有将“人”
的位置次之于“历史”，而是
两者相辅相成，甚至更多地
是为了突出“人”的存在和行
为价值。但格非的作品永远
都带着格非的影子，带着他
梦里的江南，在他的作品中
他投入到了更多的“个人体
悟”，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看
到他的生活和情绪。

经验下的诗性江南

三部小说的故事都发生
在作者的江南，对于创作来
说，那是给了他无穷经验的
地方，在一次演讲中他说，
《江南三部曲》确实受到了经
验的影响。“我从小生活在江
南水乡的长江之畔，差不多
十五六岁就离开了故乡。奇
怪的是，我离它越远，它在我
的记忆中的形象不是逐渐模
糊，而是越来越清晰。”“书中
的人物和故事都取材于江南
腹地，同时，对我而言，‘江
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
也是历史和文化的概念。另
外，我全部的童年生活，都在
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里度
过。它是我记忆的枢纽和栖
息地。记得小时候跟着母亲
过江北上，去外婆家过年，外
婆家的茅屋前、竹林边总有
江北人驻足遥望并奔走相
告：江南来人了！语调中的
那份喜悦和清新，至今让我
魂牵梦绕。”这些经验的东西
一旦遇到它生长的契机，它
会像铆钉一样撬开现实对人
的粘合，尤其是对于文字、作
品来说，它的回归更是作家
赖以喘息的“无他/她世界”。

在当下生活的樊篱中，
回望儿时便不会因为岁月的
漫长而模糊，反倒会因为此
时彼时的悬差而日渐鲜明，
但这终究是可望不可即的梦
幻。小时候作者家乡的那些
文化遗老，他们为人处世的
方式虽不合时宜，但也还颇
有些古风。在嘈杂的现代性
生活中，虽然彼时的家乡阴
晴不定，但也还纯净明亮。
故事中的人没有因为荒诞而
滑稽，没有因为失败而沮丧，
也没有因为格格不入而可
笑，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
角色里熠熠生辉。这就是作
者在回望中，赋予每个人的
生命力，即便在滚滚历史的
洪涛中，即便他们肉体凡胎，
他们仍然彰显着强烈的自我
意识。对于作者来说，他愿
意这些都是真实的，不会因
为历史的漫长、宇宙的浩瀚
而缺失半点儿。也正是在回
望中，作者才格外珍惜他们，
格外热爱他们。尤其是现实
的压迫下，面对着不知今夕
何夕的怅惘，作者只能一遍
遍地寻访自己的梦乡。

理想主义的重塑

《人面桃花》就像一个孩
子，寻找母亲、寻找家乡，“童
年的那些人和事就像默片一
样在我眼前浮现，那个时代
残存的气息依然在我的四周
挥之不去。”作品中被至于中
心的是秀米，或者说是秀米
及其周围的女性在作者笔下
愈发可爱，尽管作者使用了
全知全能的视角，但作品仍
像一个孩子的陈述，故事被
掩盖在懵懂与尝试，以及诗
意与童顽之中。那些男性像
是嗷嗷待哺的男婴，他们的
血腥、残忍以及淫威在女人
的面前都变得软弱、无知。
而在《山河入梦》之中，四十
岁的谭功达对于女性更是一
无所知，对白小娴的性冲动
让他像一个不经世事的“小
伙子”，也正因此他注定要被
张金芳的身体所俘虏。当
然，《山河入梦》已与《人面桃
花》截然不同，缺少了诗意和
情思的寄托，更像是单纯的

对一段历史的反思，从知识
分子的理想主义角度的反
思。从遗忘开始，作者拓宽
了视野，触及到更深的历史
思考。在此维度延展开来，
《春尽江南》便将两者完美地
融合在一起。作品中的男人
和女人终于长大了，他们面
对的是触手可及的生活的细
微之处，他们谈论的是生活
的必需品，这里的爱绝非虚
设，这里的痛也真真切切。
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件简单
地故事，在其中，我们看到了
格非的原点——“日益庸俗
化和实利化的现实境遇的压
迫”。并且，作品中的这些人
都感受到了这种无形而又残
忍的困境，因此这些人不是
借着金钱的力量建造自己的
桃花源，就是被生活的轮轴
甩出这个世界。格非说，他
希望读者能在这里找到自
己，不管是情绪上的还是生
活中的。可以发现，随着三
部曲的步伐，我们已经从梦
幻中回到了现实，其实“现
实”本来也是原始的出发点，
而“拒绝遗忘”只是一个切入
点，或者也可以说是现实的
另一端。

虽然，从很远的梦乡回
来世界变了样子，但文本中
的理想主义倾向却一以贯
之。面对着当下文化的纷繁
复杂，理想主义已经不再具
有十足的号召力，以美好未
来期许于大众，反而在某种
程度上它显得落寞与可悲。
就像陈思和说的，我们已经
从“共名”时代走向了“无名”
时代，我们从集体的喧哗走
向了内心的孤独。但作者并
不将这些理想主义的失败者
看成是历史的丑角，反而更
加喜爱他们，给予了他们一
个时代的“执拗”形象，并且
在这种“执拗”中体现的是与
众不同的光环。留到最后的
是谭端午，他是被社会抛弃
的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同时
也是一个个人的理想主义
者。他站在社会的边缘，看
中心的闹场，以拒绝的姿势
保存下卑微而又珍贵的自我
意识。如此说来，这不正是
格非嘛。

今年八月份，《江南三部
曲》以最高票获得了第九届
茅盾文学奖，对于评论界来
说，他们更希望将其定位于
高规格的“历史”“知识分子”
等叙述话语层面，更希望用
契合的审美方式来将其定格
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进程
中。但仅对《江南》来说，这
不过只是人生一梦的隐喻，
对于年至半百、处于这浮华
世界的格非个人来说，这也
不过是有感今夕、梦回江南
的怅惘情愫。

《江南三部曲》

一场充满哀思的长梦
文\本刊特约撰稿 宋垣

《家人父子》

继《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话题”“人物”（明遗
民），《续编》的“制度”“言论”“心态”，本书尝试经由被认
为最重要的家庭关系——“父子”“夫妇”，进入明清之际
士大夫更为日常的生活世界。本书讨论的，是明清之际
士大夫经验中的家族、家庭，他们所面对的伦理关系，以
及他们对有关经验、体验的表述。士大夫与“家庭”“家
族”有关的言说与叙述，与他们的其他活动，以富于个性
的方式联系着，为我们有关历史生活的想象，提供了丰
富、感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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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格手记》

《布里格手记》是中国大陆从德文原文直译的完整
版，旧译《马尔特手记》。

该书是诗人里尔克平生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
创作历时六年，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由71节看似
各自独立的片段式随想拼缀而成。本书主人公是28岁
的丹麦破落贵族布里格，他浪迹巴黎，写下七十一篇札
记。手记可粗略分为三大部分 ：布里格的巴黎印象、童
年回忆，他对认知、写作、时间、存在和历史的反思。

书中的很多片段直接取自里尔克的书信和日记。
在里尔克的原始手稿中，首末两节分别存在其他版本。
这些原始材料国内至今还没有译本，因此，在中文版里，
这些珍贵的材料也会补充到正文之后。

作者里尔克，奥地利诗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德语
韵律诗人，被奥登称为“十七世纪以来欧洲最伟大的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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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