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世界经济史上，从来不存
在一个能持续增长的经济体。美
国也不例外。导致增长减速或停
滞的因素各有不同，而对于美国，
前些年被论及、被反思较多的是
金融危机、产业向全球转移和贫
富差距，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自
然不可低估。不过实际上，面临
这些因素挑战的，即便不包括每
个经济体（如产业转移）也至少包
括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差别在于
如何去归因、评估和调整。

格林斯潘将今日美国一路往
回追溯，从全球化的产业转移、罗
斯福新政到南北内战，再到更早
些时候的英属殖民地。在这条路
上，他认为造成美国繁荣或衰退
最关键性的变量是整个美国——
上自经济和社会政策、下至企业
和人们的观念——处理“创造性
破坏”的态度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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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与唐代李商隐的名篇
《锦瑟》同名，书中也讲到男主人
公“他”给心爱之人钰儿抄写此诗
的情节，有点题之意；发出的人世
慨叹之丰富，也与诗歌《锦瑟》相
通。本书通过一介书生跌宕的一
生，作者勾画出中国约三十年间
的历史大脉络，又用丰盈真实的
细节填充，用具体人物的生命起
伏与日常生活展现，非常动人，又
具有警示作用。书中的生命在自
己的轨迹中相继凋零，完成了他
们的人生，多有无奈和悲伤，不过
作者似乎并不很悲观，他在后记
中说：“不管在如何艰苦难挨的日
子里，老百姓还是要生活下去的，
起居求学谋生饮食娱乐恋爱结婚
生儿育女，以及面对疾病、衰老和死亡。这是人
生五彩斑斓的底色，大画面中的小笔触，是任何
年代都脱不开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沫，
温馨和真情、付出与坚忍，正是有了这些基本的
人性，再艰难的岁月也可支撑下去，再坎坷的经
历也可称之为‘华年’。”

文化的力量如何作用于现实
的实践？文学如何回应现实问
题？现实的力量如何影响文化的
实践？政治如何通过文化发挥现
实效用和产生社会影响？文化与
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素来都是
知识分子必须面临的抉择问题。
作为现当代史上的复杂人物，郭
沫若如何参与一系列重大历史进
程？文学写作如何作为一种有效
的政治实践？本书通过考察他的
文化活动、戏剧创作、旧体诗词写
作、文人交往、学术研究及对文艺
制度建设的参与等文化政治活
动，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化人
是如何以各种身份去面对时局的
变化，以及如何借助文化表达方
式去参与时代的建设。在文学与政治在社会
实践层面的互动关系方面，郭沫若的特殊经验
与表现，亦对后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去洞庭》像是一部公路电影，作者
郑小驴像是一个扛着摄像机的纪录片
导演，耐心地跟着他笔下的每一个人，
记录他们的内心幽暗。他用大于五条
线索的叙事方式来结构这篇小说，在人
物命运变化的进程中，他试图冲破时代
的束缚，将个体的局限与时代的庞大而
激烈的运行速度碰撞在一起，从而生成
他自己的呈现角度。

小说的开篇很饱满，是一场意外。
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因为荷尔蒙的
激活，他在上门收取快递时，对岳阳老
乡张舸动了心思。小驴几乎扑到了那
个饥渴的男孩身上，他这样描述他的躁
动：“空气中燃烧着某种热烈的情绪。
他感到口干舌燥，将茶几上的水一饮而
尽。这时，他感到一阵更为强烈的干
渴，连耳朵根都烧红了。她刚才那个下
意识的动作，在他看来，更像是某种指
示，或者默许。如同磁石的吸引，他情
不自禁地将手伸了过去。”

是的，如果一个人的一生缺少释放
的出口，有时候，这个人的人生会出现
差错。那么，《去洞庭》的开篇，便是一
个青年的差错，他先是将女生打晕了，
然后强奸了她。

小说的开篇流了不少的血。独居
的女人张舸对一只鹦鹉的依赖几乎是
对时代病症的一种出卖，这的确是一个
孤独的时代，若不然，她应该有正常的
家庭生活。

张舸要求强奸犯小耿在回家的时
候带上她，小说的情节在公路上奔跑，
直到车祸发生。

小说作者郑小驴想借着这样一场
车祸，揭开中国社会图卷的一个局部。
因为发生车祸的两辆车上坐的人，一辆
车是强奸犯小耿和精神病人张舸。另
一辆车呢，坐着是两个偷情者，作家岳

廉和女画家顾烨。
两辆车，四种人生。在一次碰撞

中，有了小说的交集。郑小驴像是一个
摄影爱好者，他伏在车祸现场，捕捉到
了这场事故背后的个体悲欢。

如果说小耿在这部作品代表着原
生家庭负债的人悲伤的人生选项，那
么，张舸则代表着一种高智商低情商女
性知识分子的爱情悲剧。小耿在快递
员、工地及饭店服务员等身份里辗转，
而个人所得与家里的需求形成一个巨
大的差距，他的人生在这样的黑洞中渐
渐变形。张舸呢，她竟然因为感情的缺
失，而被一个骗子欺骗。名校背景，研
究生毕业的她，却被一个职业的情感骗
子骗财骗色，这样的人生悲剧将张舸的
自尊击溃，有相当长的时间，她陷入内
心的荒芜中，精神的堤坝垮塌。

另一辆车上的两个人，是一段爱情
中的病人。意外相遇，偷情，甚至一而
二二而三地约会。小说家岳廉喜欢吃
女画家顾烨的软饭。而女画家顾烨的
背后，是一个大她二十岁的有钱的老
公。如果说小耿绑架张舸是一种底层
社会的崩盘，那么岳廉和顾烨的感情则
有着浓郁的中产阶级物欲。

和其他世情小说不同的是，郑小驴
在叙述这些人物的悲欢的时候，他克制
而冷静，他没有给自己的人物找理由，
而只是客观地呈现他们。直到顾烨和
岳廉的艳照发到了顾烨的老公史谦手
机上，案发。

小说中顾烨的老公史谦占据了相
当多的篇幅，他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
者。他包养二奶，首先伤害了原配妻子
汪灵，而后，娶了顾烨，却被戴了绿帽，
成为受害者。为了报复，他让他曾经的
手下小耿去给他出出气，结果小耿间接
害死了岳廉。

所有这些小说情节，都是我们熟知
的桥段。可以说，作者郑小驴充分调动
了这些年来曝光的社会新闻。艳照门，
亲子鉴定，以及爱国游行，都成为这篇
小说过门的镜头。

这是一部技术很好的作品，多条线
索叙事的速度均匀而抒情，语言及人物
刻摹均有着油画般的质地。在阅读的
时候，可以看得出，作者与小说中的人
物关系非常密切，他和小说里的每一个
人物都有交谈，他熟悉每一个人的人
生过往。但是在书写的时候，他冒犯
了他笔下的人物。差不多，他撕开了
贴在这些人物表面的荣耀和勤劳，让
这些人一个个地跌进人生的谷底，从
而在与现实交手的时候，被现实完全
击碎，成为生活的牺牲者。从小说的
意义建构上来说，这种用传奇和巧合
搭建的剧情冒犯意味足够，而反思意
识不足。是的，小驴在小说中大胆地
冒犯了人物的命运和认知，然而，“为
什么会这样？”他仿佛还没有建立更好
的逻辑和答案。

《去洞庭》，是郑小驴的一部技术上
完全成熟的小说。也是生于一九八零
年代的作家开始向现实主义迈进的一
部作品。这一代作家的价值观念是松
弛而宽厚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几乎是
零距离地面向读者。

《去洞庭》：

用传奇搭建的现实主义作品
文\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

《去洞庭》
作者：郑小驴
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9年4月

“生活越枯燥，越有机会/看到一本
书里的繁花”，这是重庆诗人李元胜在
《给》中的一句话。按照诗人自己的说
法，这首诗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纯属
于即兴之作。但是我们如果细细咂摸，
诗人其实道出了大多数人的状态。我
们的生活往往是单调无趣的，从家到单
位再回家，整日里重复着同样的路线，
做着差不多的琐碎事儿。要想看到生
活的精彩，只能在书里，羡慕别人把生
活过成一树繁花。我们成了生活的旁
观者，正如一些人所哀叹的那样，除了
鼓掌你还能做什么？

作为普通人，我们并不是没有奋
斗过，也不是不愿意奋斗，只不过运气
往往比别人少了几分。正如诗人在
《水榭小驻》中所言，“这一生无所惭
愧/也随鸟翔，也任鱼游/经年的淤泥，
也有肥大的藕开出新花”。这算是诗
人的人生小结么？我们也曾经海阔天
空地奋斗过，也曾取得丰硕的成果。
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告
慰自己，“这一生无所失败”。诗人似
乎在对人生作出某种调侃，哪怕我们
什么也没有得到，至少收获了一份成

熟，镜中的两鬓白霜即可作证。李元
胜的诗歌，需要多读，你的脑海里自然
会呈现某种画面，而我们蓦然发现，自
己也竟然成了画卷中的人物，和作者
做着同样的迷梦。

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
只不过大多数诗人浮在生活的表面，
没有潜入生活的暗流中细细探寻，自
然也就无法把握生活的本质。诗人
李元胜认为，不管要经过多么困难的
写作过程，但读者读到的文本，必须
是通透的和敞开的，这成为他写作的
基本教条。李元胜最新出版的《沙
哑》，包括《命有繁花》《忘机之年》和
《沙哑》三部分，收录了“你错过的全
在这里”等108首诗歌。第一部分更
多的是对人生的思索，哲理意味较
浓，可以让我们读后检讨自己的人
生。譬如在《尘土与锦绣》中，“在文
字中辨认尘土/又在尘土中看到锦绣
文章、开幼稚的的花，结浪费的果/从
总想登高，到更愿意/是被频繁使用
的楼梯”，作者似乎在回顾自己在报
社的编辑生涯，披沙拣金，为他人做
嫁衣，最后自己却“终于，写作变得不

容易/就像植物，要重新学习行走”。
这应该是编辑工作付出的牺牲吧，但
是把自己写作能力的退化归结为编
辑生涯，似乎也不太妥当。

李元胜到过的地方很多，但关键
之处在结尾，“每一天都过得不像自
己，但加起来/还真是他们的一生。在
哪里，也没人例外”。作者谈到旅人们
在丽江放浪形骸，纵情欢歌，让诗人感
叹“这里的人间太浅，一不小心/我又
露出了自己的刺”。但我们不能忘了，
生活与我们如影随形，哪怕你撕掉面
具，时间仍会记录下你的一言一行，这
就是我们的岁月镜像，这就是我们的
宿命。

《沙哑》：

通透与敞开的岁月镜像
文\本刊特约撰稿 彭忠富

《沙哑》
作者：李元胜
版本：重庆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