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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性写作遇到非虚构 123"

456

789

这是一本催人泪下的书! 尽
孝执行委员会是一个日本民间组
织"致力于传播孝道"呼吁人们充
分表达对父母的爱" 多为父母做
些事! 该书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
烈震撼" 大批读者给委员会寄去
书信" 其中提到了很多故事#感
想"概括起来主要是$要重新审视
对父母的过往印象%#$要重新审
视目前同父母的关系%#$从此以
后要考虑跟父母的交流方式%!

&给父母的爱等不起'开篇第
一则短文&祝他们$生日快乐%'中
讲述道" 作者的父亲健忘症已经
越来越严重" 常常不能弄清某一
天是星期几" 但在作者生日时却
打来电话"笑着告诉孩子$父母是
不可能忘掉孩子的生日的%! 这位
作者不禁反思"$青春期时常因厌
恶父亲而躲避他! 但是父亲并不
跟我保持距离" 仍然一如既往地
对我! 我还是孩子"虽然理智上知

道应该为父亲考虑"但行为上怎么
也不能很顺从"一想到父亲"总觉
得心烦%"她的父亲仍然每年对她
说$生日快乐%"直到父亲已经#!

岁"她才在父亲的生日开口说$生
日快乐%!她很懊悔"$这么多年来"

我从父亲那儿得到甚多"却从来没
有想起主动给予他什么! %

是啊"在父母生日的时候说一
声$生日快乐%"陪父母吃顿饭"聊
聊家常"并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正
因为这不是难事"我们就产生了轻
视"在面临其他一些事甚至是琐事
与和父母聚会的选择时"我们常常
选择前者!

这位作者通过电话教过母亲
发短信的方法"但母亲没有掌握!

当母亲去世后"作者看到母亲手机
的历史信息"有很多未发出的短信
留着"$全部都是给我的短信! 母
亲尝试过很多回啊! 翻到送母亲
手机那天的短信记录! (谢谢你送
的手机!短信很难发!好像大脑做
体操)! %看到这里"这位作者的眼
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一想起自己的
母亲曾经艰难地尝试摸索给孩子
发短信的样子"就不免感到强烈的
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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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深刻揭露了美国
美国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杀虫剂而
造成生物及人体受害的情况进行了
毫不留情的抨击, 明白晓畅地介绍
了有关污染物的迁移#变化"阐述了
天空#海洋#河流#土壤#动物#植物
和人类的密切联系" 初步向人们揭
示了近代污染对生态影响的深度和
广度" 从环境污染的新角度重新唤
起了人们对古老生态学的兴趣! 书
中这样描写环境恶化后的场景-

$..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
寂静覆盖着田野# 树林和沼地..

在人们的忽视中" 一个狰狞的幽灵
已向我们袭来" 这个想象中的悲剧
可能会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
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是
什么东西使得美国无以数计的城镇
的春天之音沉寂下来了呢/ 这本书
试探着给予解答!

为了说明和论证化学药物对人
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危害"作
者分明天的寓言#忍耐的义务#死神

的特效药#地表水和地下海#土壤的
王国#地球的绿色斗篷#不必要的大
破坏#再也没有鸟儿歌唱#死亡的河
流#自天而降的灾难#超过了波尔基
亚家族的梦想#人类的代价#通过一
扇狭小的窗户#每四个中有一个#大
自然在反抗# 崩溃声隆隆和另外的

道路等十七个章节进行了全面客
观#科学准确的阐述!

这本科学普及的专著随处可拾
闪耀思想光芒和科学精神的隽语-

我们己经允许这些化学药物使用"

然而却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它们在土
壤#水#野生物和人类自己身上的效
果进行调查! 我们的后代未必乐意
宽恕我们在精心保护负担着全部生
命的自然界的完美方面所表现的过
失,在我们所有的自然资源中"水已
变得异常珍贵" 绝大部分地球表面
为无边的大海所覆盖"然而"在这汪
洋大海之中我们却感到缺水! 看来
很矛盾" 岂不知地球上丰富水源的
绝大部分由于含有大量海盐而不宜
用于农业#工业及人类消耗"世界上
这样多的人口正在体验或将面临淡
水严重不足的威胁!

&寂静的春天' 的作者蕾切儿0
卡森"美国人"她花了四年的时间遍
览美国官方和民间关于杀虫剂使用
和危害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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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渴求刺激的英国工程
师理查德0汉内从贫乏的非洲回到伦
敦"却在几个月后对都市生活同样心生
厌倦! 恰在此时"美国人斯卡德托付给
他一个巨大的秘密-德国间谍企图刺杀
友国领袖"一旦事成"世界将危在旦夕!

随后"斯卡德被杀"汉内临危受
命"追捕"逃亡"改装"易容"警察与间
谍兵分两路"结下遮天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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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每个女孩都渴望一场爱的
冒险!

哪怕历经坎坷" 哪怕无人理解"

只要坚韧地爱过"就绝不后悔!

属于魏如风和夏如画的那个夏
天"交织着太多的偶然和必然-纯爱#

原罪#守护#杀戮#背叛#救赎..在
黑暗中渐渐发光的爱情"仿佛初开的
花朵"那样柔软而青涩"却等不及夏
日的结束便匆匆凋零!

他们曾经那么竭尽全力#奋不顾
身"爱得纯粹而热烈"爱得悲伤而决
绝! 幸福如此短暂"却在每一个曾经
深爱的人心底"留下了时光与爱的最
美纪念..

&中国在梁庄'*梁鸿+#&上课
记'*王小妮+#&羊道0春牧场'*李
娟+#&拆楼记'*乔叶+等是近年非
虚构写作潮中涌现出来的女性作
家的作品"它们籍由个人的#活生
生的个人经验而触摸到当下中国
社会的热点问题" 具有广泛的社
会影响!

在近两年的非虚构写作热潮
中" 女性作家的创作尤其引人注
目! &中国在梁庄'*梁鸿+#&上课
记'*王小妮+#&羊道0春牧场'与
&羊道0夏牧场'*李娟+#&盖楼记'

与&拆楼记'*乔叶+#&女工记'*郑
小琼+ 等非虚构作品关注了乡村
问题#新疆边地生活#大学校园#

工厂女工#被拆迁族群"这些女作
家的作品籍由个人的# 活生生的
个人经验而触摸到当下中国社会
的热点问题" 因而具有广泛的社
会影响!

尽管非虚构写作热并不只限
于女性文本" 但一个显在的事实
是" 由这些女性作家创作的非虚
构文本焕发了公众的阅读热情#

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随之
而来的问题则是" 女性写作遇到
非虚构文体时为什么能产生如此
诸多引起读者共鸣的作品" 在非
虚构文体与女性写作之间隐藏着
何种关联/

为什么是非虚构/

为什么读者热爱读非虚构/

因为我们希望看到作为个体的那
些痛苦和忧伤"更重要的是"我们

渴望看到作家作为一个人去倾
听# 去书写和去理解我们身在的
现实! 非虚构文体的兴起回应了
这样的$渴望%! 所谓非虚构"面对
的是虚构" 强调的是与虚构的不
同"强调的是它与虚构的不搭界"

与失真的# 苍白的没有生命力的
文学写作类型不搭界! 正是对
$非%字的强调"这一文体焕发了
另外的语义指向" 也刷新了我们
关于艺术创作与现实世界之间关
系的想象! 正如李敬泽所言"$这
个词包含着一种争夺的姿态"争
夺什么呢/争夺真实!它是把有些
在这个时代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放
到了台面上- 文学如何坚持它对
(真实)的承诺/ 小说在这个时代
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临极大的
困难/ 小说失去的那部分权威性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小说家
而未必是由于小说这个体裁! 我
们常常明显感觉到作者缺乏探
求#辨析#确证和表达真实的足够
的志向# 诚意和能力! 希望通过
(非虚构)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
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
恰当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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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恶不赦的杀人狂魔周克华终
被击毙 " 本是件大快人心的好
事111一切罪孽都已随同罪恶身体
的陨灭而宣告结束!然而"对于刑侦
过程中出现的若干疑点公众和媒体
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引发了全社
会的再次沉思! 网友们煞有介事地
贴出分析贴" 从技术角度来对刑侦
细节品头论足一番"分外热闹!这似
乎是继药家鑫案之后$全民法官%们
再次发动的一次全民破案和全民审
判!公众对于司法事件的频频介入"

会否干扰正常的程序" 导致公正和
真相的被人为破坏/ 人们对于刑侦
细节的关注"是源自于他们从书本#

课堂亦或是媒体宣传中所受的教
育/总之"在这个信息爆炸且言论相
对自由的网络时代" 罪犯和警察之
间斗智斗勇的僵持不仅是刑侦学和
犯罪学中的专业课题" 也是普通人
津津乐道的谈资" 这或许会提升刑
侦专家们的责任感" 也可能会给他
们日后的工作提出更高要求111当
越来越多的潜在犯罪者通过大众媒
体的传播 *如电视节目和网络论坛
的公开讨论#揭秘+知晓了种种侦破
手段后" 他们有可能采用更加高妙
的反侦破手段逃脱法律的惩罚! 不
可否认"近年来"张君#周克华等要
犯之所以罪宗等身" 在各地犯下滔
天大罪却又一时不能落入法网"皆
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熟稔一定的
$反侦察%技能有关!

&谋杀手段' 里所例举的各个案
例就像一把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

为我们一一陈显出人类各种可能的
罪行111或无奇不有" 或令人发指"

或匪夷所思111实在超出一般人的
想象和心理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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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闲逛"却被叉杆打中
了头"他犹如怒吼的雄狮就要爆发"却
见窗前出现了一张仙女般的面孔! 她
带着歉意的微笑看着他! 楼上女子正
是潘金莲! 小潘若无其事地在窗前看
市景" 眼角的余光却盯着西门庆暗自
数数-一次#两次..开茶坊的王婆将
小潘与西门庆的初遇全看在眼里"她
以商业的眼光分析"这里面有钱赚!一
扇竹帘开启了一个花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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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七岁的高中时代" 正是懵懂求
知似渴的时期! 我在书店里遇见了汪国
真"和平生读到的第一本现代诗集! 书
名已经忘了! 记得是薄薄的一本"只有
一百来页!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从豆瓣读书上找到了它-&年轻的思
绪111汪国真抒情诗抄'!

那些诗集里的作品现在都还能背诵
一些句子"我最初的诗歌写作就是从模
仿他开始的!

以现在看来"汪国真的诗并不见得
有多高明"有些很普通甚至有些都不应
该称为诗! 但我却不敢看低它们! 那里
有我青春梦想"谁又能亲手撕碎那些最
美好年代里的梦想呢/2 那个书店"成了
我最初的出发点" 带着汪国真诗的印
象"走出家乡"来到新疆"带着那些梦
想"开始了自己文学的旅途! 后来进了
大学"走进了浩瀚的书海"开始沉醉其
中"系统学习和咀嚼那些名著和许多中
国许多优秀现代诗人的作品! 没有忘记
当年的梦想"现在虽然不同了"却也是
没有多大改变" 还是在坚持着写作"从
那个书店里遇到的汪国真开始"一步步
地往下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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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汪国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