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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为什么记住了一个作家？
□赵步阳

■评 论

当我们使用当我们使用““青年写作青年写作””这个概念时这个概念时，，便隐含便隐含

着将个体性的写作纳入到某种共同体的框架下来着将个体性的写作纳入到某种共同体的框架下来

理解的倾向理解的倾向；；而当我们讨论青年写作的而当我们讨论青年写作的““同质化同质化””

问题时问题时，，似乎又在强调似乎又在强调““同质化同质化””是这一群体写作是这一群体写作

的痼疾的痼疾。。事实上事实上，，同质化的审美趋同性并不是青同质化的审美趋同性并不是青

年作家群体所独有的年作家群体所独有的，，毋宁说是整个新世纪以来毋宁说是整个新世纪以来

文坛上下的流行病文坛上下的流行病。。而青年写作的同质化被首当而青年写作的同质化被首当

其冲受到质疑其冲受到质疑，，又确乎关联着他们作为一个美学又确乎关联着他们作为一个美学

共同体的悖论共同体的悖论。。

齐格蒙特齐格蒙特··鲍曼在鲍曼在《《共同体共同体》》一书中给出一个一书中给出一个

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很有启发性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后他认为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后

来者需要一个全新的共同体来标示自己来者需要一个全新的共同体来标示自己，，以以““在不在不

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并与传统的共同体做出并与传统的共同体做出

区分区分，，他的原话是他的原话是：：““个体身份认同的脆弱性和独个体身份认同的脆弱性和独

自建构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性自建构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性，，促使身份认同的建促使身份认同的建

构者们去寻找能拴住个体体验的担心与焦虑的钉构者们去寻找能拴住个体体验的担心与焦虑的钉

子标子标。。””他借此提出了他借此提出了““美学共同体美学共同体””的概念的概念。。但问但问

题在于题在于，，美学共同体并不能提供一劳永逸的庇护美学共同体并不能提供一劳永逸的庇护，，

一来它的形成是个体选择的结果一来它的形成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而非源自稳定而非源自稳定

的利益联系的利益联系；；二来对共同体的融入势必带来自由二来对共同体的融入势必带来自由

与确定性的两难与确定性的两难，，““失去共同体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意味着失去安全

感感，，得到共同体的保护得到共同体的保护，，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

由由””。。因此因此，，鲍曼认为鲍曼认为，，美学共同体的本质也只能美学共同体的本质也只能

是一种想象式的抚慰是一种想象式的抚慰。。

借用鲍曼的这个观点借用鲍曼的这个观点，，我们不难看到我们不难看到，，在上世在上世

纪纪9090年代年代，，新生代作家也好新生代作家也好、、““7070后后””作家也好作家也好，，

他们作为主要群体参与的他们作为主要群体参与的““私人化私人化””和和““个体化个体化””的的

写作浪潮写作浪潮，，一开始固然曾被标举为一种异质性的一开始固然曾被标举为一种异质性的

美学实践而受到推崇或批判美学实践而受到推崇或批判，，但是冲破集体规约但是冲破集体规约

的极端个体化的极端个体化，，又会加重人的丧失感又会加重人的丧失感，，使个体变为使个体变为

精神孤立的精神孤立的““没有情感的享乐者没有情感的享乐者””。。为了克服这种为了克服这种

个体的孤独所产生的疏离感个体的孤独所产生的疏离感，，这些文坛的后辈又这些文坛的后辈又

在寻求一种在寻求一种““同代人同代人””式的身份共享式的身份共享，，在消费逻辑在消费逻辑

的助推之下的助推之下，，作为个体的作为个体的、、多元的新生代写作或多元的新生代写作或

““7070后后””写作写作，，渐渐被一种新的共同体概念收编和渐渐被一种新的共同体概念收编和

涵盖涵盖。。而此后而此后，，对于他们写作的同质化的探讨和对于他们写作的同质化的探讨和

批评开始多了起来批评开始多了起来，，作为个体写作风格的确证而作为个体写作风格的确证而

被批评界鼓吹过的被批评界鼓吹过的““小叙事小叙事””、、““城市叙事城市叙事””、、““脱历脱历

史化史化””、、““轻逸轻逸””、、““身体的祛魅身体的祛魅””等等一旦成为集体等等一旦成为集体

的症候就变得面目可疑甚至是可憎起来的症候就变得面目可疑甚至是可憎起来。。

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对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对““8080后后””作家群体的作家群体的

评判史评判史。。在在““8080后后””成为一个真正的集体概念之成为一个真正的集体概念之

前前，，最早代表这一群体的几最早代表这一群体的几位年轻人如韩寒位年轻人如韩寒、、郭郭

敬明敬明、、张悦然张悦然、、春树等春树等是挟一股强劲的异质之风是挟一股强劲的异质之风

而登临文坛的而登临文坛的，，人们对于他们出场的震惊式反人们对于他们出场的震惊式反

应应，，恰恰说明了他们写作的主题面向和风格恰恰说明了他们写作的主题面向和风格，，溢溢

出了时代常规和惯性的逻辑出了时代常规和惯性的逻辑。。有意思的是有意思的是，，随着随着

““8080后后””日益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概念日益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概念，，他们其实他们其实

各个不同的面孔在代际范畴的统摄之下开始变各个不同的面孔在代际范畴的统摄之下开始变

得模糊得模糊，，诸如诸如““个性化不够个性化不够””、、““审美自觉性的匮审美自觉性的匮

乏乏””、、““模式化经验的反刍模式化经验的反刍””之类的批评时常被加之类的批评时常被加

之于这一群体之上之于这一群体之上。。似乎一旦进入这个美学的似乎一旦进入这个美学的

共同体共同体，，““8080后后””青年作者个性的棱角就被磨钝青年作者个性的棱角就被磨钝

了了。。于是于是，，青年作家作为个体的鲜明个性和作为青年作家作为个体的鲜明个性和作为

共同体一份子的同质重复共同体一份子的同质重复，，就这么奇异地构成了就这么奇异地构成了

两种矛盾又彼此关联的评价路向两种矛盾又彼此关联的评价路向。。这不禁让人这不禁让人

想起鲍曼在讨论想起鲍曼在讨论““共同体共同体””这个概念前这个概念前引用的那引用的那

个古希腊神话里的坦塔罗斯个古希腊神话里的坦塔罗斯，，鲍曼用他从众神的鲍曼用他从众神的

宠儿到弃儿的坠落来表述人悬置在自由与确定宠儿到弃儿的坠落来表述人悬置在自由与确定

性性、、个体与共同体之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痛苦间的痛苦。。

鲍曼对美学共同体的反思性批判促使他思鲍曼对美学共同体的反思性批判促使他思

考考，，如何实现一个如何实现一个““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既可以对抗后既可以对抗后

现代秩序的碎片化对个体意义的孤立和消融现代秩序的碎片化对个体意义的孤立和消融，，又又

能真正地尊重差异能真正地尊重差异，，避免均质主义的千人一面避免均质主义的千人一面。。

在鲍曼看来在鲍曼看来，，共同体的确定性确实具有一种强大共同体的确定性确实具有一种强大

的形塑力的形塑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剥夺个体的能动性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剥夺个体的能动性和

建构权力建构权力。。因此因此，，一个能够给人们带来互援和信一个能够给人们带来互援和信

任的共同体任的共同体，，它的成员必然是具有独立个性的它的成员必然是具有独立个性的、、千千

差万别的人差万别的人，，而不是而不是““像我一样的其他人像我一样的其他人””，，““一群一群

唐璜并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唐璜并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

青年写作作为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概念青年写作作为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概念，，其其

规避同质化的努力庶几相似规避同质化的努力庶几相似，，确立自己写作姿态确立自己写作姿态

的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每一个青年作家都要重视的问是每一个青年作家都要重视的问

题题。。也因此也因此，，我们格外重视那些无法被妥帖地纳我们格外重视那些无法被妥帖地纳

入某种代际论述的入某种代际论述的、、具有异质性锋芒的创作具有异质性锋芒的创作，，这些这些

创作一方面映现出写作者赖以成长的时代背景创作一方面映现出写作者赖以成长的时代背景，，

另一方面又用无从替换或模拟的个人化经验另一方面又用无从替换或模拟的个人化经验，，写写

出属于自己的天地出属于自己的天地。。当这种写作成为一种自觉当这种写作成为一种自觉，，

那同质性就不会成为批评界念兹在兹的忧患那同质性就不会成为批评界念兹在兹的忧患。。

““7070后后””作家东君有一个说法作家东君有一个说法：：““生活的平庸和思生活的平庸和思

想的慵懒正在慢慢销蚀我们的创造力想的慵懒正在慢慢销蚀我们的创造力，，对抗同质对抗同质

化趋势的个人才能也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日渐稀化趋势的个人才能也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日渐稀

缺缺。。因此因此，，‘‘飘然思不群飘然思不群’’在我只是一种暗暗向往在我只是一种暗暗向往

的精神状态的精神状态。。‘‘思思’’寓于寓于‘‘群群’’，，而又能飘然而出而又能飘然而出，，这这

不是一条向外的路不是一条向外的路，，而是向内的路而是向内的路。。””这里的这里的““飘然飘然

思不群思不群””就是和而不同就是和而不同，，就是在共同体的信念伦理就是在共同体的信念伦理

下笃守自我写作个性的坚持下笃守自我写作个性的坚持。。

也因此也因此，，笔者以为讨论青年写作的笔者以为讨论青年写作的““同质化同质化””

现象现象，，至少要兼顾创作与接受两个层面至少要兼顾创作与接受两个层面，，既要提防既要提防

批评界删繁就简的权宜之举批评界删繁就简的权宜之举，，对文本做出真正会对文本做出真正会

心的解读心的解读，，而不是以而不是以““类类””的归属削足适履地钳制的归属削足适履地钳制

写作者的个性写作者的个性；；写作的主体也要有类似东君这样写作的主体也要有类似东君这样

的美学自觉的美学自觉，，以富有辨识度的文字确立自己的艺以富有辨识度的文字确立自己的艺

术风格术风格，，而不是沉陷在代际美学的大而化之之而不是沉陷在代际美学的大而化之之

中中。。事实上事实上，，在在““7070后后””和和““8080后后””最好的作家那最好的作家那

里即是如此里即是如此，，他们作为新生力量的创作极大地扩他们作为新生力量的创作极大地扩

充了已显沉滞的代际经验充了已显沉滞的代际经验，，而他们本身又以巨大而他们本身又以巨大

的原创性成为共同体中无法被湮没的的原创性成为共同体中无法被湮没的““这一个这一个””。。

比如比如，，同样是写同样是写““8080后后””的的““失败者失败者””体验体验，，在甫跃在甫跃

辉那里辉那里，，是顾零洲式的作为一个都市异乡人的倦是顾零洲式的作为一个都市异乡人的倦

怠怠，，是他遍寻意义而不得慰安的焦灼是他遍寻意义而不得慰安的焦灼；；在马小淘那在马小淘那

里里，，是生命和名字都被成功学蛀成一个空壳的是生命和名字都被成功学蛀成一个空壳的““章章

某某某某””；；在蔡东那里在蔡东那里，，是一个个反复被粗粝的生活是一个个反复被粗粝的生活

折磨得只好将隐逸情怀和诗意的心性束之高阁的折磨得只好将隐逸情怀和诗意的心性束之高阁的

人人；；在孙频那里在孙频那里，，是是““疼疼””，，是在爱和性的饥馑里受是在爱和性的饥馑里受

困的小城女性困的小城女性；；在郑小驴那里在郑小驴那里，，是是““痒痒””，，是无法被是无法被

农村也无法被城市妥帖收编的一个个游荡少年农村也无法被城市妥帖收编的一个个游荡少年；；

在魏思孝那里在魏思孝那里，，是努力让无聊变成有趣的小镇是努力让无聊变成有趣的小镇““废废

柴柴””；；在小昌那里在小昌那里，，是罹患幻听是罹患幻听、、臆想的臆想的““时代病时代病

人人””，，他们以不同的切入点他们以不同的切入点，，为时代贡献出一个独为时代贡献出一个独

特的镜像特的镜像。。

当然当然，，以上对同质性话题的讨论并没有涉及以上对同质性话题的讨论并没有涉及

写作者的自我重复写作者的自我重复，，而而这的确是同质化写作的题这的确是同质化写作的题

中之意中之意。。任何一位典范意义的作家任何一位典范意义的作家，，都不会只有都不会只有

一副笔墨一副笔墨：：马尔克斯的伟大不只在于马尔克斯的伟大不只在于《《百年孤百年孤

独独》，》，而在于他在而在于他在《《百年孤独百年孤独》》之前写有之前写有《《没有人没有人

给他写信的上校给他写信的上校》，》，在在《《百年孤独百年孤独》》之后写有之后写有《《霍霍

乱时期的爱情乱时期的爱情》；》；鲁迅的伟大也不仅在于鲁迅的伟大也不仅在于《《呐喊呐喊》》

和和《《彷徨彷徨》，》，还在于还在于《《故事新编故事新编》》和和《《野草野草》。》。因此因此，，

我们说我们说，，经典的作家一定有着独一无二的文体意经典的作家一定有着独一无二的文体意

识识，，但他们不会允许自己的写作在一个常人已经但他们不会允许自己的写作在一个常人已经

不能企及的高度上顺畅地滑行不能企及的高度上顺畅地滑行，，近来被批评界热近来被批评界热

议的一些老作家的议的一些老作家的““衰年变法衰年变法””实质上即是避免实质上即是避免

同质化写作的自我较劲同质化写作的自我较劲。。当下青年写作的佼佼当下青年写作的佼佼

者者，，已经或正在建立自己的文体格局已经或正在建立自己的文体格局，，他们尤其他们尤其

应该警惕应该警惕，，不应让自己的写作过早定型不应让自己的写作过早定型，，成为简成为简

单的量的增殖单的量的增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不容乐观，，成成

名的作者缺乏挑战自我的勇气名的作者缺乏挑战自我的勇气，，只是满足于在驾只是满足于在驾

轻就熟的叙述和主题套路上平顺地延伸轻就熟的叙述和主题套路上平顺地延伸，，而且青而且青

年写作中任何形成声势的写作路子年写作中任何形成声势的写作路子，，都会引来大都会引来大

批的追随者批的追随者，，使得有创见的思考变成了定势与惰使得有创见的思考变成了定势与惰

性性。。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列子列子》》里的一则寓言里的一则寓言：：

““人有滨河而居者人有滨河而居者，，习于水习于水，，勇于泅勇于泅，，操舟鬻渡操舟鬻渡，，

利供百口利供百口。。裹粮就学者成徒裹粮就学者成徒，，而溺死者几半而溺死者几半。。本本

学泅学泅，，不学溺不学溺，，而利害如此而利害如此。。若以为孰是孰非若以为孰是孰非？？””

自我模仿和袭蹈旁人本质上都是一种投机性的自我模仿和袭蹈旁人本质上都是一种投机性的

写作写作，，其结果必然是求泅得溺其结果必然是求泅得溺。。

回到我们共同体的概念上来回到我们共同体的概念上来，，青年写作需要青年写作需要

一种集体的归属感一种集体的归属感，，也需要固有文坛秩序的认也需要固有文坛秩序的认

同同，，也因此也因此，，他们写作的趋同未尝不是寻找代际他们写作的趋同未尝不是寻找代际

确定性的方式确定性的方式。。但是但是，，正像鲍曼说的正像鲍曼说的：：““如果说如果说

在这个个体的世界上在这个个体的世界上存在着共同体的话存在着共同体的话，，那它那它

只可能是一个用相互的只可能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

的共同体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

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

责任编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织起来的共同体。。””作为群体中的个作为群体中的个

体体，，他的经验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他的经验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因此因此，，与其与其

附附着人后着人后，，不如用自己的关注和责任丰富不如用自己的关注和责任丰富代际代际

的体验的体验，，用和而不同的写作观留下自我无可替用和而不同的写作观留下自我无可替

代的一笔代的一笔。。

我们因为什么记住了一个作家？旅居

美国的张辛欣似乎提供了一种回答，也许

这种回答属于每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作

家，或者说：“文字工作者”。

张辛欣一直在写，并且写得兴高采烈，

仿佛没有负担，她乐此不疲地做着一个“文

字瘾君子”。一年之内，张辛欣出了两本随

笔集，《选择流落》（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

年7月出版）和《我的伪造生涯》（江苏文艺

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其中收入的那些

文字有足够的时间跨度，有足够多的呼应

着这个异彩纷呈的时代的丰富细节，也有

足够多的关于“分裂”自我的观察和解剖，

让读者目不暇接之余，也得以回顾这样一

位独步东西的女性作家的写作生涯或曰

“伪造生涯”，并找到本文最初提出的那个

问题的答案。

《选择流落》分为“悬崖写手”、“临时生

涯”两部分，收入了33篇文字；《我的伪造

生涯》则分为“涂抹空洞”、“黑天堂”、“预

言”、“后台”、“我译”、“我的骇客帝国”6大

部分，收入文字30篇。对照这两本册子不

同部分的标题，也许可以发现，张辛欣的写

作面临或呈现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不

安。更进一步来说，《选择流落》表现出来

的不安，是来自内部的，是自我的；而《我的

伪造生涯》里，作者面临的不安更多是来自

外部的，是属于无所不在的媒介的——那

或者不仅仅是一种“不安”，而是让这个世

界都要失控了的快速更新和不断升级——

“新媒介时代的艺术工作者”张辛欣游走其

间，从不怠慢。她不断位移的笔触与快速

变化的媒介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为我们

呈现了她自觉流落于此的边缘空间或曰精

神性世界。

一方面，从30多年前开始，张辛欣就

多少有些任性地、一次次地从既定的生活

轨迹里跳开，她背负着自己不为人知的危

机，却走得那么兴高采烈；另一方面，她又

似乎多少有些被动、同时又满怀热情地被

各种媒介裹挟着，并藉之不停地进行“创

作”。在这一过程中，她的目光游移，身份

多变，事实上，确如有的评论者指出的，“她

的艺术创作跨越各种媒介：舞台、电影、电

视、广播、网络、绘画、数码多媒体”，在这样

的跨越中，从北京人艺的舞台到她所知道

的乡村电台，到博库中文书网，再到电影院

这样的“黑天堂”；从录音室里的半调歌手

到不参加课堂测试的电影旁听生，到伪画

匠，再到数码绘本的作者，张辛欣带领着她

的读者们，浮光掠影又兴致勃勃地看向外

面的世界，同时也不断地看向自己——

“我/Me”。在《我的伪造生涯》中的《怎么

写？怎么读？》一文里，她的笔下出现了那

么多的问号，不仅指向了“写”，也指向了

“读”，虽似有所困惑，但是她对这个虚幻世

界的满怀好奇和新鲜感受却也历历在目。

面对着这样一个被分裂的阅读和跨越了各

种体裁的写作所撕裂的在场者，我也忍不

住要问：怎么可能会记不住这样一个热烈

的、充满活力的作家？

当然，张辛欣也并不是一直都那么好

奇和兴致盎然。《我的伪造生涯》一书，甫一

开始就写到了“癌菜花”、“墓志铭”和“走在

末路”这样的字眼，其建筑在恐惧之上的坦

诚直接，足以让每个读者都为她感到胆战

心惊。不过与之相比，还是《选择流落》一

书里的张辛欣显得更加焦虑一些，特别是

在这本书的上编“悬崖写手”里，张辛欣提

供的自我病理切片，虽然闪烁却也足够深

入，虽然敏感和犹豫却也足够坚定，但是那

究竟让人不安；而在下编“临时生涯”里，无

法安静、自觉流落异乡的张辛欣独步东西，

推开一道道门，带着我们逡巡一个个危险

的生命，神经质的诗人庞德、黑工、死刑犯

律师、小镇上的农场主、汽车推销员，诸如

此类。张辛欣或者为了他们深深困惑，或

者在如释重负之后再埋下伏笔。在张辛欣

飘忽的视线里，在她不厌其烦关于自我身

份认同的追问里，好像是突然定神，她“凝

视”着自己的耻辱感和自大狂以及自相矛

盾，帮我们听见了那个前南斯拉夫的女作

家说：“我爱我的国家。因为她很小。”那一

刻真是动人，我也仿佛如释重负，因为，即

使那么多的焦虑在《选择流落》这本书里被

大胆呈现出来并贯穿始终，60岁的张辛欣，

她的文字还是那么年轻、活泼、好看。

作为张辛欣的读者，我不得不承认，虽

然我没有刻意追踪她的写作，她却好像一

直出现在我的视野中。从《在同一地平线

上》开始，张辛欣的脚步似乎一刻都没有停

下来过，从虚构到非虚构，从在场到游离，

从他者到自我，张辛欣又抛出一个问号：

“还有什么媒体我没有干过？”（《我“译”》）

个中的骄傲与冷暖，如鱼在水，冷暖自

知。她的文字呈现了“祖国——世界——

自我——人类”这样一种递进的关系。当

然，写到当下这个阶段，“绕道而行”的张

辛欣兜兜转转，又后退一格，回到“自

我”。这时你会发现，她真正的出发点未

尝不是作为个体的人类/自我，而和某一

个国家无关。这是8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

拨作家特有的精神轨迹——“以天下为己

任”。较之后辈的写作者，这是他们特有

的精神烙印，决定了她的写作焦点和题材

似更有普适性，其视野和角度也似更为宽

阔。不幸的是，有的人从此走向矫情和不

自知，但是张辛欣，却有幸始终走得那么

活泼、好奇而真诚。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圣彼得在耶稣

被审讯时，三次否认认识耶稣。对此，法

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评论道，“说到基

督，‘我永远不会否认你’，这话一经说出

就已经背叛了基督。”（《西蒙娜·薇依评

传》）同为女性，“绕道而行”的摇滚说书人

张辛欣，对于人类和自我也许未必有西蒙

娜那么深入的思考，其宽阔和明亮却也不

遑多让，她也许没那么勇敢，她向西的出发

很可能是由于软弱或逃避，但是面对着自

己不可复制的生活，她的每一次“伪造”，就

好像是一次次的“否认”，那一个个分裂的、

渺小的自己却也因此变得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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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马 兵兵

■第一感受

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
——读袁姣素长篇小说《我是一个兵》 □阎 真

博尔赫斯说：我们是时间，是不可分割的河

流。在历史的河流中，我们成为了时间。在时间

的空间中，我们做着各不相同又很相似的日常琐

碎。时间长了，便有了回忆，往事成为过去，过去

又沉淀为历史。人总是怀旧的动物，每当心身安

然，也会寻一隅心灵所在，安放我们飘忽不定的灵

魂。在时间的河流中，有时候猛一回头，竟恍若隔

世。那些记忆的碎片雪花一样纷纷扬扬，仿佛做

梦一般。

在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

有个叫萨比娜的画家，骨子里埋伏着叛逆的种

子。她的背叛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了，她的父亲也

是自杀而死。可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

的生命之轻……此刻，我的脑海里交替出现《我是

一个兵》里开头部分的诸多场景，比如漫漫黄沙、雾

霾，烈性的套马杆、难挨的冬天，还有骆驼刺。骆驼

刺要是用在人物的性格上就是个比较新鲜的词语，

正如它本身适宜的环境一样，孤独的沙漠，冷月戈

壁，遥远而陌生。文本中骆驼刺的出现也不算多，

就那么几次，在我的脑海里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

象。这种一碰就扎手的植物有点不讨人喜欢，因为

它满身长着又尖又硬又长的刺，听起来有点像刺

猬，但不同的是它会开花。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回眸

一望，茫茫风沙中，发现惟一点亮沙漠的亮色就只

有它了。

袁姣素的小说《我是一个兵》主人公汗平就是

这么个有着骆驼刺性格的军人，平凡、朴素、善良、

执拗，又有着自身性格的缺陷，是一个简单又矛盾

的生命个体。他脑子里塞满了真实又虚幻的梦

境，他的思想与萨比娜一样矛盾痛苦，纠结在自我

的精神沉浮之中。

汗平本来是在天上飞的飞行员，因为种种原

因离当初的梦想越来越远，人生的坐标也越来越

模糊，加上父亲的自杀让他内心充满自责和罪孽

感，那种长久抑郁的心理变态，导致了他在家庭生

活中歇斯底里的发泄。从军校到部队再到地方，

汗平经历了生活和环境的大迁徙，在时代的洪流

中随波逐流，最后定格为社会的缩影。命运给予

他们各不相同的生活经历，他们承受着之轻或之

重的煎熬，纠结而矛盾。那些对命运的妥协与抗

争，以及人性的拓深与残缺的心灵世界，凸显了活

在底层的小人物的精神磨难与残酷之现实。

他们亦步亦趋，亦真亦幻，亦庄亦谐。他们朴

素而平凡的日常生活看似怡然自乐，却充满着悲情

的力量，从另一视角可见某一特定历史环境下军人

生活的不平凡，彰显了军人无私的奉献精神与不

朽的英雄主义的梦想。

作者立意的新鲜在于书写的角度。由近至

远，再由远拉近，像一支像素很高的长焦镜头，拉

伸自如。远，可观其场景的恢弘和气势；近，人物

呼吸的气息都能清晰可感。小说无矫揉造作的技

法，语言平实且富个性，既有传统语言的独特魅

力，又以意识流的手法贯穿始末，呈现出较为成熟

的写作风格。用简单的日常生活的截面艺术地揭

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比如“我”，走到哪里都是

一个兵，尽管命运多舛、满身缺点，但总有一种不

屈的英雄主义的梦想，渴望实现自我，体现自我的

人生价值。而现实生活中“我”不再是“我”，被卡

住的灵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丢弃在时间的过道

里，找不到回家的路。这种痛感的底层叙事、独特

的人物个性、戏剧性的命运发展，艺术地渲染出一

个个真实的灵魂。在这种特定的大环境中，有了

沧海一粟、普通一兵的血泪人生，有了我们“最可

爱的人”在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精神体验，以及普

通一兵的七情六欲和朴素而踏实的精神坚守。

小说结构严谨，以回忆为主线讲述了“我”对

于梦中之梦的追求，在时间的跨度上历经20多年

的社会变革，无形之中便证明他们是一群见证历

史的在场者。在小说的结尾，“我”从自己的人生遭

际之中脱离出来，体验了荒诞而真实的生死之后，

看到日渐成熟的小米，“我”猛然醒悟，心神合一。小

米的成长唤醒了“我”消沉的意志，“我”回到了自己

的身体，“我”终于明白自己就是一个兵，踏实而安

宁。这是一部彰显现实主义力量的作品，无论是场

景还是心理描摹都真实得近乎残酷。军人从部队回

到地方工作的种种状况以及重新适应社会的能力

与过程，这个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小说的语言魅力来源于人物鲜明的个性，其

内核发声于人物特定的精神与灵魂。当然，小说

的逻辑来源于故事本身，而故事就得有血肉和生

命。无论是汗平、阿胖、陈医生，或者在地方结识

的强子，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在时间的空

间里流淌，并且贴近历史的现实，用人性的微光照

亮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