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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具有多重的身份，他是一个作
家，一个藏族人，一个环保主义者，一个
摄影爱好者。在散文集《大地的语言》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中，他将目光聚焦于大地、群山、星空和
历史，文字中洋溢着跟广阔天地的交流
和私语，流露出他内在心灵的思考。

阿来从不同的角度书写了西藏的地
理人文、过去与现在。在他的笔下，藏族
文化不再只是一个神秘、遥远、浪漫的代
名词，而是一个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存
在。他讲述了藏地宗教的沿袭和演变，
不同教派的流传和纷争；地域的陷落和
争战，土司对中央政权的归顺和必然的
消亡；被汉人侵袭的乡镇，内地了无分别
的屋舍和街市，和外来方言混杂的逐渐失
落的语言；还有那些对过去不可避免的遗
忘，对财富的焦渴。字里行间，有赞美，但
不诉诸文采；有担忧，但不流淌泪水；有惆
怅，但不愤怒；有深情，这深情是游子对故
乡的深情。

阿来出生在藏地的群山中间，并在
那里生活、成长，直到三十六岁时，方才
离开。所以选择这个时候离开，无非是两
个原因。首先，对于一个时刻都试图扩展
自己眼界的人来说，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
时时会显出一种不太宽广的固守。但更
为重要的是，“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候，
这片大地所赋予我的一切最重要的地方，
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

变。”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
的切进与归来。阿来的归来方式不是发
了财回去捐助一座寺庙或一间学校，他的
方式就是用他的书，其中有他独立的思考
与判断。

藏地是阿来的灵感源泉，他用独特
的雪域情怀，关注着自然与人性，并用文
字将它们一一呈现给读者。阿来写出了
藏地的慢慢变化：和平给大小金川村落的
最大的变化就显现在窗户上，过去枪眼般
的窗户越来越轩敞。这一带村落自乾隆
年间史无前例的那场大战以后，被汉文化
同化的趋势越来越强。所以，那窗户也
多半是照了官方修建的乡政府窗户的
样子，一个长方形中分出双扇的窗门，
每只窗门装上三格玻璃。阿来让每一
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一个地区，对
一个民族，对一种文化的衰变作出自己
的思考与判断。

阿来对大自然的热爱，又使其用心
观察体悟自然生命的状态。如《马》一文
中，他写马对于一个藏族人来说，是有着
酒一样效力的动物。那种强健动物才有
的腥膻味，蹄声在寂静中震荡，波浪一般
的起伏，和大地一起扑面而来的风，这一
切就是马。又如《大地的语言》一文中，
他写人类不同的历史在大地上形成了不
同的文化，但大地的奉献却是一样。人操

持着不同的语言，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
一种语言。一种只要愿意倾听，就能懂得的
语言——质朴，诚恳，比所有人类曾经创造
的，将来还要创造的都要持久绵远。

阿来呼唤人们对历史、对自然要有
保护意识。那些古老的历史文化，正随着
社会的进步而逐渐凋零；那些美丽的自然
风景，正随着人们的过度掠夺而消失殆
尽。那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微弱的心跳
声和自然文化悲凉的哭喊声，你，听见了
吗？又如，《上溯一条河流的源头》中，同
样是野蛮的猎杀，一个西方神父想到了科
学，想到了物种。而在中国人惯常的思维
中间，熊猫毛皮却是用来做成褥子，据说
睡在上面可以避邪。甚至还可以做梦，从
睡在熊猫皮上做的梦中，往往可以预见未
来，读来让人深思。

对于游记体散文的危机，阿来认为那
就是只看见姿态，却不见对象的呈现。如
此这般，写与没写，其实是一样的。他写
金川的梨花既考虑结合当地山川与独特
人文，同时也注意学习植物学上那细微准
确的观察。他说，旅游、观赏，是一个过
程，一个逐渐抵达、逼近和深入的过程。
这既是在内省中升华，也是地理上的逐渐
接近。所以，他也愿意把如何到达的过程
也写出来，这才是完整的旅游。看见之前
是前往，是接近，发现之前是寻求。他愿

意用这样的方式去发现一片土地，去看见
大金川上那些众多而普通的梨花。

最后想说的是，阅读阿来，感觉阿来
从不缺乏的是一种对生活对人类的反思，
和一种对大自然的亲近，因此能给我们带
来沉思后的心灵沉静。这就是阿来的独
特魅力！

据报道，1 月 13 日，有 10 位在非遗文
化保护传承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当选
为 2018“中国非遗年度人物”，这其中就
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九届名誉主席
冯骥才。

这使笔者想起近日《中华读书报》刊
登的“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远比写一部
小说重要得多”的采访报道，报道中介绍，
从 1990 年到 2013 年间，冯骥才身不由己
被时代的漩涡卷入，选择了文化遗产抢
救，与时间赛跑保护传统文化遗产，这二
十余年来，他为此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
艰辛甚至悲壮的劳动。

冯骥才是在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转
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对此很多人不解，甚
至怀疑他写不出来了。不少人还有媒体
问这个问题，冯骥才是怎样“从一个作家
转变为一位众所周知的文化遗产保护
者”？这也是冯骥才最难回答的问题。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冯骥才的
新作《漩涡里》，便回答了这个“太复杂、
太深刻、太悲哀、太庄严，也百感交集”
的问题。

《漩涡里》全称叫《漩涡里：1990-2013
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是冯骥才继《冰
河》《凌汛》《激流中》之后，“记述人生五
十年”这一系列非虚构、自传体、心灵史式
的作品的最后一部，作品完整、真实而又
细腻地记录了冯骥才人生的第二次重要

“转型”，从文学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
翻开这部 14 万字的随笔作品，我们

看到了冯骥才这二十余年来在抢救民间

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剩
余古建筑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经历及重要
贡献，其抉择的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庄严
神圣，其作为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强烈的
社会和文化责任感，其守护民族文化传统
的历史感、文化自觉，和时代使命感，能够
感染每一位读者……

冯骥才说，这部书“首先这是一本生
命的书，也是一本个人极其艰辛的思想历
程的书。”《漩涡里》是冯骥才的“一本生命
的书”，“我在书中对于我如何由一个作家
变为一个文化遗产保护者有详细地记述，
它实际上记述的是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
一段历程，所以我说它是一本生命之书。
在过去的二十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比
文学写作对于我来说更重要，也更艰难，
现在能做这个事的人不多了。”

《漩涡里》是冯骥才的“一本个人极其
艰辛的思想历程的书”。书中冯骥才真实
地坦露了自己怎样“从一个作家转变为一
位众所周知的文化遗产保护者”的心路历
程。“现在看来，我从文学转向文化遗产保
护，先经过了绘画。我是从一条激情的文
学征程，转而走上一道彩色的丹青的桥，
然后掉进一个巨大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漩
涡里。这个过程看似传奇，却非偶然，而
是一种时代所迫和命定的必然。这个转
变到了 1991 年底就变得一点点清晰起
来。”在书中，我们看到冯骥才梳理、总结
了他始于绘画、文学创作，然后选择文化
遗产保护抢救，由最初的文化遗产抢救个
体情感行为，变成社会的行为、文化的行

为，不断理性思考文化遗产命运，这些思
想轨迹、文化心理的发展变化……

为什么冯骥才这部非虚构作品叫《漩
涡里》？冯骥才说“我掉进漩涡里，不能自
拔，而且不断把大项目放进去，不断搅动，
每一个项目都是我心头里的大事。”

这是时代的怎样的一个漩涡？冯骥
才在《漩涡里》自序“纵入漩涡”中说：在这
样的时代中，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正在经历
空前的遭遇，这是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
转型期间无法避免的文化遭遇，不管我们
怎么努力，此前与此后文化的景象都已经
大相径庭了，我们无法回避历史文明在当
代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困惑以及社会的症
结……文化本身遭受重创，文明遗存风雨
飘摇，使冯骥才不能不“伸以援手”，撇开
文学投入文化的抢救与保护中。

冯骥才的心里装进了哪些文化遗产
的大事、大项目？《漩涡里》从 1991年写到
2013年，23年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冯骥
才到底是怎么做下来的。共有这样几件
大事：第一件事是一系列老城保卫战，完
全靠民间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城市；第二
件事，是从 2000 年开始民间文化遗产抢
救工作；第三件事，是中国传统村落的
保护。这其中，我们看到文化遗产保护
中发生的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也感受
到优秀文化遗存被无情摧毁的悲哀，当
然也欣喜地看到非遗抢救工作的进展
与保护措施、法规的逐渐建立与落实。

《漩涡里》写了二十年来冯骥才所付出
的辛苦，但冯骥才说自己“并不是一个

成功者，我是失败者，我想保护的东西，
大部分没有保护下来……”其所亲历的
文化的命运、沉重的压力，其背后艰辛
的体味、愿望未竟的抱憾，付出与得失、
忧患与无奈，让人感同身受！

“我最爱的是文学和艺术。我有几部
小说要写，人物就在眼前站着，我有写作
的冲动，但我必须压抑自己。文化遗产保
护远比我写一部小说要重要得多。”通过
阅读《漩涡里》，我们找到了鲜明的解答。
冯骥才“从一个作家转变为一位众所周知
的文化遗产保护者”，是时代使命在身，是
强烈的人文情怀使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
责任所在。

时代漩涡中的文化抉择
——读冯骥才的《漩涡里》

袁跃兴

青春是难忘的，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
场鲜活的生命印记。秋冬之际，有着作
家中的“思想者”之称的韩少功，于岁月
的深情回望中，用长篇新作《修改过程》
（花城出版社 2018年 11月出版），刻录下
了他对青春的绵绵回忆，在展现一代人
的情怀之时，也留下了他对时代命运的
深沉思辨。

作品以 77级大学生为原型，以书中人
物肖鹏创作出的一篇网络小说为引子，牵
扯出东麓山脚下恢复高考入学的第一批大
学学子。韩少功以再度“寻根”的文学初
心，将视野放在了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书

写着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际遇，也从不
同的侧面，映照出时代的风云变迁。

韩少功以“元小说”的新颖笔法，用移
步换景的叙事结构，塑造了陆一尘、马湘
南、林欣、赵小娟、楼开富、毛小武、史纤
等集体群像。诙谐的笔调里，跃动的是
激情，飞扬的是青春，更是这批学子特立
独行的大意写照。情窦初开的朦胧之
恋，侠肝义胆的室友之情，路见不平的鼎
立相携，考场作弊的花样百出，初涉商场
的巧舌如簧……一幅幅动静相宜的画
面，既勾勒了莘莘学子的意气风发，又将
他们不甘平庸的心灵困顿，真实地呈现
出来。韩少功借助肖鹏在网络小说里的
描画，不但叙写了热血偾张的校园生活，
而且，还以深刻的洞察，记录下了这些学
子走出象牙塔后跌宕起伏的人生蜕变。
有道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
知”，经过不曲不挠的奋斗，他们中有的成
长为叱咤商海的企业家，有的成了启人心
智的文化人，再不济的，也成了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的中产阶层。然而，当年的风花
雪月和浪漫情怀，却随着世态人情的冲刷
和裹挟，渐次被市侩和功利之心所取代；
而昔日的同窗之谊和兄弟之情，也无情

地随着岁月的流变，轰然倒地于汲汲于
名利的追逐中。这些人的命运与社会发
展紧密关联，而他们更是当年推动社会
进步的中流砥柱，进入各行各业，开创了
各不相同的人生。与其说是造物主让他
们的生活境遇呈现出千差万别，倒不如
说是时代的一场场蜕变，最终改变了他
们的人生。通过这场刻画，韩少功以深
刻的隐喻，仿佛在提示每一个生活中的
有心人，人生命运从来就不是老天注定，
一定是一个被生活不断修改的过程。

探究《修改过程》的思想层面，韩少功
的这场“寻根”同样颇具时代意义。作为
77 级大学生中的一员，他不但生动再现
了改革开放之初恢复高考之际，第一批
大学学子青春阳光的一面；而且，还把笔
墨延展到当下，跟踪记录着他们在改革
大潮中精进搏击的另一面。这是一场怎
样的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当年，曾在校
园内风流倜傥堪称“校草”级的人物陆一
尘，走上社会后，最终心不甘情不愿地成
了一家媒体的副总编辑；而同为上下铺
的兄弟，人称“邋遢男”的马湘南，却摇身
一变，成了财大气粗的商界精英。士别
三日当刮目相看的背后，是一言难尽的

人生唏嘘，而人物间彼此乾坤大颠倒似
的命运安排，又昭示着多少人世间“修
改”的伟力！置身其间，韩少功以别样的
情怀，既阐释了时势造人的雄浑博大，又
以沉郁的笔调，述说了时势弄人的现实
无奈。掩卷长思，不难发现，韩少功在筑
构这一个个人生故事的同时，其实也在
不断修改着自己对世界、对人情、对“三
观”的一些看法，包括对“寻根文学”在内
容与形式上的创新。在本书中，他就以
更为现实的一面，为传统意义上的“寻根
文学”增添了厚重的思想意蕴。

艾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
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
时候。”读完《修改过程》，韩少功的思想表
达又给了我新的启示∶虽然，青春年少时
的选择，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决定着我们的
人生走向，但也决不能因此让它成为我们
踯躅不前的理由。当下，不论我们是翩翩
少年，还是慷慨激昂的中年，抑或是老成
持重的暮年，面对不可预知的生命旅程，
都请拿出“修改”的勇气，怀着一颗美好的
初心，删繁就简，不断修正和改变自己的
纰漏和错误，这样的内省和修为，何尝不
是一种很好的人生境界？

阿来内在心灵的思考
——读阿来新书《大地的语言》

艾里香

世人眼中，黄永玉是一个浑身充满
故事的传奇人物。国画、油画、版画、漫
画、雕塑、散文、小说、诗歌、杂文……黄
永玉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精。难怪有
人赞誉他“艺贯中西，肆意人生；耄耋顽
童，一代大师。”最近，读他的《太阳下的
风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1 月第 1

版）一书，能从中感到他“太阳下的风景”
永不过时。

这本书收录了黄永玉的随笔。这
些文字，主要是为了纪念山水和人物
而写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黄永玉与
20 世纪各位风流人物的因缘际会，发
现聂绀弩、沈从文等作家的人生细节；
也能看到黄永玉青年和壮年时代的浪
漫与坎坷，他学画的过程、对于艺术的
独到见解。书中还附上了黄永玉亲自
绘制的多幅插图，以及珍贵的私家照
片。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潇洒旷达
的人格魅力，展现在一行行幽默平易的
文字之间。

常年漂泊在外的黄永玉，把无处安
放的思乡情愫，揉入字里行间，怀念故土
的快乐与忧伤在行文流水的文字里缓缓
溢出。《乡梦不曾休》，短短几百字，道尽
游子对故乡儿时无边的追忆。文章为情
所驱，情感和语言真挚平实，全篇透露出
了在外几十年的游子对于故乡的怀念之
情。结尾写已然是白发的我来到文昌阁
小学，走进二年级课堂，坐在原来的座位
上，“黄永玉，六乘六等于几？我慢慢站
起来时发现课堂里空无一人。”描写至
此，往事不可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几多
凄凉与无奈浸透纸背。

黄永玉写表叔沈从文，不愿意用溢
美之词，更不愿意将其拔高至如伟人一
般高耸入云。他多层面地写活了一个真
实、立体的沈从文。他把两代人的经历
比喻为：“把我们这两代表亲拴在一根小
小的文化绳子上，像两只可笑的蚂蚱，在
崎岖的道路上做着一种逗人的跳跃。”沈
从文过世后写的文字就显得哀痛弥漫：

“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从文表叔会
死。”这一句话里面，有多少说得出和说
不出的东西？黄永玉是见证者，是身边
的亲人，他的沉痛只此一句，就让人震撼
得说不出话来。

黄永玉将表叔称之为“我人生的标
杆”。他钦佩表叔精神层面的坚韧，欣赏
表叔那种从容不迫的人生姿态。在“文
革”期间，叔侄两人都受到了冲击，有一
天在路上碰面了，表叔在他们擦肩而过
的时候，对黄永玉说了三个字“要从容”，
当时的形势紧张，人人恐慌，叔侄两人是
绝对不能停下来说话的。表叔那么一个
温和的人，说出这三个字，是需要巨大的
勇气。对于表叔的性格，钱钟书曾说过：

“你不要看沈从文那么善良和温和，他不
想做的事你刀子架到脖子上他也不会
做。”这样的沈从文，为黄永玉竖起一个
高高的人生标杆。

黄永玉还写了老一辈的友谊。在表
叔家，常常碰到金岳霖、巴金、李健吾、朱
光潜、曹禺和卞之琳。他们相互间的关
系温存得很，亲切地谈着话，吃着客人带
来的糖食。印象较深的是巴金先生，他
带了一包鸡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
着吃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
一面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
好。金岳霖先生的到来往往会使全家沸
腾，这位哲学家来家时不谈哲学，却从怀
里掏出几个奇大无比的苹果，来和表弟
家里的苹果比赛，看谁的大（当然就留下
来了），或者和表弟妹们大讲福尔摩斯。
字里行间，从另一个侧面读出了沈从文
的人品。

“亲近世俗”的黄永玉能自如地运用
白话、方言与文言进行创作。他文笔下
的故乡，处处是温柔可亲的文字，因为
在黄永玉的眼神里，投射给故乡的只有
温柔和无尽的儿时记忆。他总是使用
最口语化、最大众化的语言，难怪艾青
说他采用的是现代口语。如他在题跋
中 用 的 署 名 是“ 湘 西 老 刁 民 黄 永 玉 ”

“凤凰老刁民黄永玉”的“刁文”。所谓
“刁”，有着刁蛮、刁滑之意，带着湘西
特有的彪悍、泼辣、尖锐，黄永玉曾说：

“人家认为湖南人是蛮子，其实，湘西
人更蛮，蛮子中的精华，我也就是依靠
这一点工作和生活。”

令人感慨的是，黄永玉虽然是一
个画家，但 他 的 文 字 浑 然 天 成 ，不 雕
饰 也 不 堆 砌 ，并 且 从 来 不 吊 书 袋 子 。
他 的 散 文 大 多 是 关 于 他 自 己 经 历 的
事情和自己遇到的人，用平实而简单
的笔调写出来，质朴逼人。但是又一
点不显得单调，因为他的性格很淘气，
流露在文章里很有趣。所以，读他的书
总是欲罢不能！

“太阳下的风景”
永不过时
——读黄永玉

《太阳下的风景》
张光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