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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处理永远是摆在作家们面前
的一道难题，对历史的态度与处理模式是
检验作家们最有力的方式。

冯骥才的 《单筒望远镜》 是一部回溯
历史的小说。小说看起来是一段跨国恋
情，却沉醉于悲怆的历史河流中。小说背
景依然立足于冯骥才最熟悉的天津，讲述
了上世纪初期一段跨文化恋情坠入历史灾
难的故事。这本应是一个浪漫的传奇，但
是，在中西文化偏见的历史背景下却成为
悲剧。《单筒望远镜》 是继 《神鞭》《三寸
金莲》《阴阳八卦》之后“怪世奇谈”四部
曲的最后一部，也是酝酿时间最长的一
部。从上世纪 90年代初至今，近 30年的沉
淀，使这部作品呈现出穿越历史文化时空
的厚重面貌，把对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
对人性的反省推进到了更深处。

创作 《单筒望远镜》，起源于冯骥才对
上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思，也延续了
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中西文明的冲
突和作者的历史观在题记中都已经交代得
清清楚楚。关于义和团的故事，作者在很
早的小说 《义和拳》 中已经书写过了，再
次提及，更多的是人性的探幽。尤其是当
列强入侵，文明冲突之时，一段跨国恋却

诞生了，这样的对举就更有言说的空间
了。在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中，灾难因何
而起？这样的文化景观下，人性会遭遇怎
样的试炼？这些都是 《单筒望远镜》 试图
回答的问题。

小说的主要故事题材是天津卫的义和
团运动，义和团是 19 世纪末在中国发生的
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主要针对西
方侵略者及其在华附庸，是具有强烈的朴
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全由民间自发的暴
力运动。不过作者以有限的视角深入义和
团运动内部，发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
节，三师兄，刘十九等历史人物被重新打
量、重新演绎。小说更多的是大时代背景
中的小历史。作者将欧阳一家的命运与晚
晴时局联结起来，通过欧阳觉因为爱情萌
发而误入义和团内部的情节设置，将诸多
的历史偶然与命运的不可预测串联起来。

与大历史记叙不同的是，作者深入到了
个体，透过一些极微小的细节来映衬历史的
荒谬，比如瘦子的死亡仅仅是没有人来为其
担保，张义包上头巾就被认为加入了义和
团，还有亦真亦假的刀枪不入的神功书写，
都是深入到历史的内里所进行的考察。

冯骥才在从事文学的同时致力于非遗

保护，这种理念其实在文中也有表现，将
天津卫的风物活灵活现呈现出来，看似闲
笔，其实一点也不闲。比如开篇的老宅书
写，租界的景观描写，饮食、习俗、服
饰、庙会等都多有表现。尤其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固有的神性书写和非自然书写，对
历史、对自然保持了应有的敬畏之感。开
篇的种种不良征兆其实已经为全文的悲剧
故事定好了基调，书中人物将这一切的不
详都归结为天命，因而将这些怪相尽可能
地进行联想，可叙述者很清楚这都是人祸。

单筒望远镜这一道具也很有意思，既
是跨国恋的信物，也是中西文明冲突的代
表性物件，是一个具有重重隐喻的文化符
号。人性在历史之中复活，无论是主要人
物还是次要人物，都被战争践踏了，莎娜
被当成奸细受辱至死，庄淑贤极为文静，
却惨遭横祸，张义英勇献身，最后欧阳觉
一个人孤身闯入敌营，迎接他的是一排排
的子弹，由此，对战争的控诉、历史的反
思跃然纸上。冯骥才这样的作家经过多年
的积淀回归文学创作，这种历史书写有一
定的穿透性，有力度。总之，历史书写纵
然已经泛滥，有力度的书写仍不多见，冯
骥才的《单筒望远镜》可算一例。

2014年一天下午，徐则臣与十月文艺出
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在北京
当代商城旁边的一个咖啡馆闲聊，彼时他的
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刚刚创作完成不久，销
量还不错，在大家的闲谈中，一个新的写作计
划呼之欲出，他打算写一部关于运河的书。

2018年，这部名为《北上》的长篇小说
终于完成了。距他的成名作《跑步穿过中关
村》 发表已经过去了 12 年，这部新作无论
是主题内容还是体例结构，都与之前的创作
有了很大不同。

“京杭大运河有我们民族的秘史”

文学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
多作家在少年时代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后花
园”，在这个“园子”里，他们恣意玩耍，
获得了对这个世界诸多事物的最初体认，在
以后的作品中，这个神秘而原初的意义空间
如幽灵般若隐若现，总在不知不觉间折射进
作品中，譬如鲁迅的百草园，沈从文的沱
江，萧红的呼兰河……

徐则臣也不例外。在过去的 21 年里，
贯穿徐则臣创作生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
就是运河。在水边生活的经历，对水的深厚
情感，让这个若隐若现的隐秘背景慢慢浮现
出来。水，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这一次，京
杭大运河成了他作品的主角。

“我小时候，农村没什么娱乐活动，水
就是我们的乐园，你可以去游泳、摸鱼、捉
虾、挖藕、摘荷花，就是玩泥巴，你也得在
水边。后来，我 11 岁到镇上读初一，学校
门口就是江苏最大的运河——石安运河。苏
北的冬天很冷，自来水管都冻住了，没水刷
牙洗脸。而运河水流急，温度高，水上冒着
蒸汽，我们一伙人就端着脸盆往校门口跑，
你会看到一溜人蹲在那儿刷牙洗脸，真的很
壮观。”因此徐则臣的很多早期作品已经把
河作为一个写作对象，譬如他的“花街”系
列小说。

在江苏淮安，有一条不长的街道——花
街，道旁的建筑古色古香，法国梧桐茂盛粗
壮。他写了花街，写了石码头……慢慢地，
他发现老写一个地方总会重复，所以沿着运
河越写越远。他开始搜集关于运河的知识，
沿着运河走了很多地方，这条河在徐则臣的
文学想象里变得越来越长。水对于他的意义
也从一个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背景变成了
一个审美对象。“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但这种角色，你不写作会忽
略它。而一旦你把它视作一个审美对象，就
会发现一条河可以带起你整个的生活。生活
好像以一条河为中心，抓住了这条河就抓住
了其他细枝末节的东西，或者说是纲举目
张。”

写的多了，他发现运河变得越来越立
体，对运河的了解也越来越全面，随之而来
的是越来越大的疑问——京杭大运河对于我
们这个民族到底意味着什么？带着这种问题
意识，徐则臣觉得“这条河一下子在我面前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轮廓，我觉得它和长江黄
河一样，里面有我们民族的秘史。我希望能
在小说中表现运河的历史和现在，表现日常
生活以及历史、审美、文化意义上的运河，
把它作为一个主角推到台前。”

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开
始就卡壳了。

以运河为中心和写作对象固然体现了作
家的雄心壮志和非凡抱负，可这不是一条简
单的河，它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量最
大、最古老的运河之一。让全长 1797 公
里，贯穿 2500 多年历史的大运河在纸上流
淌起来，靠什么来结构作品？毕竟运河自己
不会开口说话。

人物，只有人物！
“要把运河写活，就要把人写活。从

2014 年开始着手写作 《北上》，我花了两年
多的时间探索作品的结构，在纸上写作品大
纲，列一个个条目，一遍遍推翻重来。后来
实在写不下去了，我从《北上》中抽身出来
写了 《王城如海》。最后形成了这部小说
谢、邵、周、孙、马为主的五大家族加上小
波罗、马福德两个外国人的人物格局。”

暂且不论作品结构的好坏，但作家对长
篇小说结构有意识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批
评家徐刚认为，《北上》 形式上的探索引人
注目，具有一种“藕断丝连”的“整体性”。

在历史与现实中徘徊

现实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但是仅仅
局限于作家自身经历的有限经验，创作难免
会出现同质化、模式化的问题，写多少书都
像在写同一本。与老一代作家的丰富经历相
比，青年作家在书写现实的过程中更容易遇
到这样的难题，于是，将目光从自己的小天
地里抽身出来，投向更深广的历史中，成为
一些年轻作家不断努力的方向。

“我觉得一个作家要有艺术的能力，呈
现出跟自己的经验、经历相对比较远的生活
和历史，有能力把一些二手三手的资料变成
一手资料，这是一个作家十八般武艺中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还原当下生活现场的同时，
能不能有能力还原历史的现场？”

徐则臣正在尝试这样的努力。
“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作家都感觉写身边

的事容易，题材变迁有一定的难度，不是一
咬牙一跺脚，说变就变的。需要观念、想法
一点点地转移，直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我认为这需要三种能力，首先是我们要有能

力把目光从眼前移开，转到历史和一些重大
的现实命题上，其次对我们移到那边的历史
或现实，要有观察思考、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最后还需要我们以一种小说的方式
把观察、疑问、答案有效地呈现出来。”

为此，徐则臣花了四五年，不停地看
书，不停在走，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 1797 公里，重要的地
方他走了不止一遍，看了大概六七十本关于
运河的专业书籍。

“我把文字资料和我田野调查获得的信
息整合在一起，先变成我自己的东西，然后
再写出来。我希望读者看到这部小说的时候
感觉不到它背后的六七十本书。”

他到苏州考察了金砖博物馆，了解到故
宫太和殿地面上铺的“金砖”的烧制过程，
于是有了小说中充满运河情结的周海阔。在
汝瓷的发祥地汝州，他向一位老匠人了解这
门火与泥的艺术，天青色的瓷器究竟是如何
烧制出来的？在开窑时瓷器开片悦耳的声音
中，徐则臣决定把汝瓷放到小说里，于是有
了在运河中打捞瓷器碎片的情节。

这些实地探访让小说的历史感更加丰
盈，细节真实是他口中“实证主义”小说所必
需的。“小说的开头我就写了一个星期，小波
罗进无锡城的那一段，我拐弯抹角找到一位
老先生才知道当年无锡的‘吊桥’是怎么回
事。后来写到光绪帝废漕运那段，我专门问
了一位清史研究的专家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
颁布的诏书。”徐则臣说。这些读者看似不起
眼的东西，反而是他花大力气才搞清楚的。

然而，具体的历史细节之外，把碎片化
的细节如何整合在一起似乎难度更大。徐则
臣采取的方式是“盲人摸象”。

他说：“没有一个本质意义上的现实，
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你摸
到两个扇子，他摸到一堵墙，另一个人摸到
四根柱子，还有摸到一条绳索的，当你让这
几个人开口说话的时候，大象的形象就呼之
欲出了。所以我找了各类与运河有关的人，
让他们围绕着这个中心，讲出自己的故事。
我不希望最后关于运河只有一种声音，不同
人的眼中有不一样的运河，不同的运河放在
一块才有可能是一个接近真相的运河，一个
真实的运河。”

小说写了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华、民间
教案、漕帮活动等历史事件，事件跨度一百
余年，人物更是五花八门，一个个完整的情
节单元通过拼贴组合形成了一种碎片化的完

整性，在时间片段的组合中，运河这一小说
的主角逐渐清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本与历史的
互文性在徐则臣这里还体现为作家的历史意
识与历史观。他希望在充斥着战争与反抗的
历史书写之外，用作品展现那个年代可能存
在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

在当时，照相机勾魂摄魄的传说广为流
传，很多中国人不敢照相。徐则臣设计了一
个小波罗为中国人照相的情节，先是差爷勒
令一个犯人照，试了之后大家发现他毫发无
损，于是有了运河边一干人等的合影。接触
与沟通孕育了和解与理解的可能。“作为一个
当代作家，如果我总写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对
立，那我的历史意识是有问题的。”徐则臣说。

而在这种接触与交流背后，是从《午夜
之门》《夜火车》《耶路撒冷》等作品到《北
上》一以贯之的比较视野，在被迫卷入全球
化进程的晚清中国，徐则臣尝试对中国的历
史现实进行反思。

“我想看一看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在一个
异质性的目光和视野里是一个什么样子，所
以我引入了小波罗和马福德这两个人物，看
看他们眼中，1900 和 1901 年的中国是什么
样子。比如他们觉得中国人的餐具筷子比西
方的刀叉更文明，这和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
的，我希望给读者一个重新看待、反思中国
文化的视野。” 徐则臣说。

与徐则臣年龄相仿的青年作家石一枫
说：“我们很少真正触及中国的历史问题，
我们这代作家仿佛总是愿意从身边拾取写作
资源，比如写生活变化，比如写城市生活、
县城生活、小镇生活。徐则臣让人佩服的地
方是，他走在我们同龄作家的前面，正在浩
浩荡荡地正面强攻历史题材。”

然而在历史之外，对当下现实的关照则
是徐则臣写作的目的。邵秉义与邵星池、孙
立心与孙宴临、谢望和等人物折射出农村经
济、艺术生产、考古发掘等诸多现实生活的
侧面，百年前先祖同舟共济、沿河北上的经
历在后代身上有着家族历史宿命般的遗存，
这些人物又在冥冥之中围绕运河发生着各种
各样的故事。正如批评家江飞所说：“百年
前，我们的先祖不分中外、不分民族地在同
一条船上迎接历史的风浪，组成了一个情感
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百年
后，我们不还是在同一条船上共同应对历史
挑战的‘命运共同体’么？”

贾樟柯导演说读我
的 《会饮记》 时觉得像
读书信体的信，我想，
书信这个词或者这种状
态对我来说太准确了。
批评家对于作者来讲是
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让作
者知道在做什么，作者有
的时候做了半天可能不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
者想得没那么好。

我 在 写 《会 饮 记》
的时候，感觉就是如同
在写一封书信。我在给
一个人写信，是给一个
不知名的人写信，我相
信他和我分享着共同的
经验、记忆、知识，甚
至和我关心着同样的问
题。我在给那个人写信
的时候，我不必考虑他
懂 不 懂 ， 他 知 道 不 知
道，我和他一定是有了
非常充分的共同经验、记忆、知识，这
种写信感对我来说确实是写这个文章的
一大乐趣，或者一大动力。

我给他写信说我今天发生了什么，
我心里想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事
我不用解释，和很熟的人不需要解释。
在这个过程中这样向他表达，我觉得这
谈不上交流，因为只有我在说，但是我
相信对方是明白我在说什么的。有时候
写得投入了，特别是当我写到场面、写
到众声嘈杂的时候，写得投入，感觉身
在其中，这个姿态对我来说是写作中很
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有时候写东西不是
说我有多少事要表达，或者我有多少不
得不说的话，有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喜
欢这个姿态，这个姿态让我舒服，所以
就写了这么多。

写 《会饮记》 时被编辑催稿，有的
时候我以非常快的速度从一个事物进入
另外一个事物，再从另外一个事物进入
另外一个事物，这固然有它的弱点，这
样可能使你不能够非常深和过多地停
留，但有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快速中、在
事物之间的联系中的这种穿越，我觉得
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风马牛本来
就不相及，我一着急把风马牛就给相及
起来了，有了各种线条和联系，这是我
的乐趣。没有编辑拿鞭子在后面打，马
和鸟就不会飞得那么快，那么流畅。

我是觉得，我们对于世界的普遍联
系，对于世界的总体性的感觉，都不是
抽象的，天和地也都不是抽象的，天地
的消息，是非常微妙地运行在我们的生
命里边的。

所以，我们说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
作家，实际上是非常好地把这个消息给
编织起来，使得这样一个混乱无序的世
界，变得有形式了，变得有意义了，前
后的消息、机关，种种暗处被照亮了。

其实这些世界既是艺术的形式，也
是生活的本质，生活的意义。生活之所
以值得过，是全在于我们看到了这些，
全在于我们作家、艺术家能够看到这
些，或者说敏感的心灵能够在自己的生
活里感受到这些。这些是使我们的生活
变得丰沛、变得有意义的东西。

在这个时代，人们对图像的理解力
要远远超过了对文字的理解力和对文字
的耐心。但是，我觉得文学真的不需要
特别焦虑于这个问题。当任何系统性
的、深入的表达都成为古典的时候，并
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就一定不需要这
样的“古典的艺术”。在我们这个时代，
你看着抖音，但不是还得吃白米饭吗？你
的一些最最基本的东西，我觉得依然是有
效的，或者说即使对某一个人失效的话，
那么对于整个文化也依然是有效的。所以
越是在这样破碎的状态，文学越不能放弃
它的那个古老的梦想，建立想象，确认表
达这个世界和人生的普遍联系。

2004 年我写《致无尽岁月》的时候，
对这个世界抱有的表达的热望，有对世
界的好奇，我的心智能力那个时候好像
还没长好，现在我觉得我才开始成年，所
以我说，我是个新锐作者。这也是一个很
美好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现在比
2004 年更成熟，这意味着，从现在看，
未来还有巨大的可能性在我的面前展
开，这个可能性——我指的是书写和表
达的可能性，我对此感到兴致勃勃。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冯牧百年诞
辰纪念座谈会日前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致辞中说，冯牧
的一生，印证着时代精神的脉动。他始
终忠诚于祖国和人民，深爱着生活和文
学，他担当着对真实、美好和正义的责
任，毕生矢志不渝。他的一生，融责任
与使命、风骨与性情为一体，以永不枯
竭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无私地创造和奉
献，取得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作为战
地记者，他采写的战地通讯、人物特写
和报告文学，忠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刘邓
大军的胜利征程和英雄群像。今天读
来，这些文字依然如战鼓如号角，神采
飞扬。我们很多人是从他那些奇丽壮美
的篇章中最初认识了云南的。在这些文
字中，行走着一个人，他年轻、浪漫、
刚健，对新中国的山河和人民满怀自豪
和热爱。冯牧的批评实践鼓励和推动着
思想的解放，召唤着现实主义精神，启
发和引导着众多的作家和广大的读者。
冯牧对发现和培养中国文学的新生力量
始终怀有不竭的热情。无论作为一位评
论家、一位思想者，还是作为一位领导
者，冯牧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做出的贡
献，必将长留史册。

徐怀中、郑伯农、缪俊杰、陈建
功、高洪波、何向阳、黄尧等在座谈会
上先后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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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让运河从幕后走向台前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徐则臣：让运河从幕后走向台前
本报记者 张鹏禹

◎作家近况◎作家近况

徐则臣简介：1978 年出生, 《人民文
学》 杂志副主编。著有 《北上》《耶路撒
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
云谷童话》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冯牧
文学奖等。《如果大雪封门》 获第六届鲁
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同名短篇小说集获
CCTV“2016 中国好书”奖。长篇小说《耶
路撒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4 年
度十大中文小说”，获第五届老舍文学
奖、第六届香港“红楼梦奖”决审团奖
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英、日、韩、意、
蒙、荷、俄、阿、西等十余种语言。

文学界纪念冯牧百年诞辰

李 莉 文学如何书写历史？
——评《单筒望远镜》

刘小波

◎新作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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