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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圣洁的感情
———读阿来的《云中记》

■胡 平

阿来的《云中记》是一部神圣

的生命颂歌， 而不仅是悲天悯人

之作。颂歌唱响的时候，人们是仰

望上空的， 而空中透过云层洒下

阳光。 当然，《云中记》 也是一首

《安魂曲》， 寄托了作者对汶川地

震死难者的深切缅怀。 作品的高

贵之处， 在于它是一种真正的精

神性写作，与世俗性写作不同。作

者有几句话，讲大地震动，并非与

人为敌；人民蒙难，但除了依止于

大地，人无处可去，亦即说，这是

一件无从抱怨的事情， 但生命不

因此而显得卑微，相反，是在命运

面前显得更加庄重。

小说里的祭师阿巴， 是中国

当代文学中少有的殉道者形象。

他独自返回云中村， 挨家挨户去

寻找和抚慰亡灵。 在俗常眼光看

来，也许疑虑他此举的意义，但我

们知道， 曾经有人独守深山为红

军墓看护了几十年， 也有人常年

驻守在越战中牺牲的战士墓地，

如果他们的看守是有价值的，那

么， 祭师去安抚村中 100 多个普

通老百姓的魂灵也是有价值的，

他为此献身，也是崇高的。这里面

的价值只涉及精神价值， 使这部

作品成为精神性写作。 精神性写

作涉及真理、真相、正义、良知、同

情、忏悔、灵魂、救赎、宽容、博爱

等理念，在平庸观念里，这些都属

于可重视也可放弃， 并无实际用

途，但作家不能这么想，作家的重

要责任之一就是要引导中国人往

“虚”处想，承认一些形而上的观

念。 习总书记说，作为精神事业，

文化文艺 “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

创作”，《云中记》就属于灵魂层面

的创作。

写好阿巴这个特殊人物是不

容易的， 但作者设计上处理得很

好，并赋予其鲜明个性。首先，关于

他的身份，他并不涉及大的教派，

他属于苯教， 只有云中村和远处

三个村子里有这种原始宗教，而

且，祭祀的只是自己村子的山神。

其次， 阿巴被政府正式授予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称

号，他的活动具有合法性，他自己

也认为， 既然政府让他当了这个

传承人，他就要好好履职。

再次， 他对教义及程序并不

很熟悉， 其职责是由父亲那里传

下来的。 平时他就是个普通老百

姓，以劳动谋生。 他懂得祭山，不

懂得招魂， 对于有没有鬼魂这种

东西，他是弄不清的，直到返回云

中村时也不清楚。

最后， 正是这样一个半路出

家、半吊子，通不了灵、和神说不

上话、自己也怀疑自己的祭师，却

是真正有着大爱悲悯之心且忠于

职守的。他回到云中村，去照料村

里的鬼魂，在村里烧起一堆火，让

故人们知道有活人回来陪伴他们

了。在作者笔下，对于到底有没有

魂灵，他有自己的解释：阿巴也但

愿这个世界上没有鬼魂，但是，如

果万一有， 云中村的鬼魂就真是

太可怜了。活人可以移民，鬼魂能

移去哪儿呢？ 所以， 他要回到村

里，烧香，摇铃击鼓，看望妹妹，跟

村里每个没有走掉的人都打过招

呼，告诉他们阿巴回来了。当乡长

的外甥劝他离开， 说人死了就什

么都听不见了，他也有他的逻辑，

说我也不知道死了的人能不能听

见，但要是能听见，却没有人来和

他们说话，那怎么办？读者为他的

逻辑和解释所感动， 你可以说他

无法证明他的理由， 但你无法怀

疑， 他是在从各种可能性上去为

死去的人们着想，更无法怀疑，他

的感情是真挚的，深深打动人心。

文学， 是不是应该表达这种圣洁

的不那么人间烟火的感情呢？ 阿

巴回村里的时刻， 正是云中村即

将坍塌和彻底消失的时刻， 他要

把亡魂们召集到一起， 尽到一个

祭师的责任， 最后和村庄一起消

失。他做到了，有谁还要问他为什

么要这样做吗？文学，本身也应该

是一个祭师， 应该出现在慰藉人

们灵魂的时刻。

有时候人们容易活得太理

智、考虑得太实际，而忘记人生的

完整意义。前些天读一篇文章，写

一个两岁的女孩， 生下来就是青

光眼，眼睛是蓝的，看不见，也不

能说话，被父母遗弃了。一对夫妇

偶然知道了这件事， 他们虽然自

己有两个孩子， 还是好心收养了

可怜的女孩， 带她辗转求医做手

术。女孩两只眼睛都被迫挖掉，但

却活了下来。 这家人待女孩完全

像亲生， 哥哥姐姐也一直在保护

她。以后，女孩生平第一次主动拥

抱了亲人，也拥抱了人生和世界。

夫妇两人始终没有后悔过这次抱

养， 反而说， 是女孩教会了他们

“如何去爱”这一课。 至于女孩的

哥哥和姐姐， 也从小比其他孩子

更懂得了爱。我想说，《云中记》中

的阿巴，和这对夫妇有相似之处，

他们的胸怀远比俗常人广阔，更

懂得人生意义的完整、 生命的可

贵，以及如何去爱。有出息的文学

家， 自然天生不能长久匍匐于地

面，“谁能凌驾于生活之上， 不难

领悟那百花和沉默万物的私语! ”

我们喜欢阿来， 无论他在写

什么，阿来就是阿来。

坚守爱和信仰的悲壮史诗
———读贝拉长篇小说《幸存者之歌》

■安波舜

七年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

好莱坞顶尖制片人、八次获得奥斯卡奖的

迈克·麦德沃走上舞台领取杰出成就奖 。

他说非常感谢上海，因为这座城市救了他

们一家……

与迈克一起走红地毯的是女作家贝

拉。 当时，迈克正应上影厂之邀筹拍根据

贝拉二战犹太人题材小说 《魔咒钢琴》而

改编的电影。

迈克诞生在二战时期的上海， 父亲大

卫和母亲朵拉在上海恋爱结婚， 并和成千

上万的犹太难民一样受到上海的庇护，度

过人生最苦难的岁月。 迈克父亲大卫与朵

拉结婚后在上海生下了迈克。

令贝拉感动的是迈克向她叙述的父

母爱情经历以及父亲在上海早期电话公

司的职业经历。 在史料中，贝拉惊喜地发

现了大卫的履历表、 照片等第一手资料，

她笔下的故事就此缓缓拉开序幕：一个二

战时期犹太电信工的上海梦。 近代史上的

上海，是中国乃至亚洲和东方最早的开放

城市，是中国工业文明和外来文化的起点

和“窗口”。 上海，不仅是中国的上海，也是

世界的上海。 近 100 多年来，上海以它的

开放和包容，吸收、容纳、汇入了世界上最

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资金和人才。

讲好中国故事， 不能不讲上海故事。

而要讲好上海故事，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从

纷繁复杂的人物和时代背景中拎出具有

审美价值的故事和人物灵魂，因此作家必

须要有信仰。 信仰对普通人来说是宗教，

是情怀；对作家来说，则是爱和恨的视角，

是灵魂美丑的雕刻刀，是剖析和梳理故事

和情节的原动力。 而这些，恰恰是贝拉所

擅长的，于是，就有了这部《幸存者之歌》。

《幸存者之歌》里的主要人物，也是结

构人物是迈克的父亲和母亲———年轻的俄

罗斯犹太人青年大卫和朵拉。 他们由于战

争流亡到了上海， 又因为签证的原因滞留

在了上海， 与 30000多来自波兰等国的欧

洲犹太难民一起， 生活在日寇蹂躏下的上

海。 尽管生活艰难，苦难深重，但是，大卫和

朵拉他们并没有失去尊严和信仰。 大卫从

一个擦鞋匠， 逐渐成为电话公司的线路维

修工，进而为了爱情，为了给朵拉一个像样

的家，努力创新，在英法租界研制开发了为

中国难民服务的公共投币电话亭。 到了上

海解放的前夕， 大卫已经成长为电话公司

的主要负责人。

大卫的成长经历，生动地诠释了犹太

人在苦难和绝望中， 依靠信仰的力量，乐

观豁达、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和永不放弃

的毅力。 同时，小说中也生动刻画了犹太

人的另一面：朵拉的父亲艾萨克，一个精

于算计、凡事计较，为了家庭和孩子不惜

付出一切代价的犹太人。 他把女儿朵拉当

成自己的一个生意筹码，一个可以换算多

少面包和住房面积的商品。 最终，是爱和

时代改变了朵拉的父亲艾萨克。

小说中， 还有一个人物叫沃尔夫，他

是一个曾经风靡奥地利的男高音歌唱家，

他在上海开了一家咖啡馆，叫“香肠男高

音”。 上海犹太难民史上，在霍山路，确实

有一个男高音歌唱家开过一个叫“香肠男

高音”的咖啡馆，主卖特色产品慕尼黑香

肠和啤酒。 沃尔夫在贝拉的小说中，就是

一本打开的《塔木德》。 《塔木德》是犹太人

的智慧结晶和处事圣经。 他是朵拉教父般

的人物，是大卫的精神导师，是犹太社区

苦难中的灯塔。 正是沃尔夫的存在，让《幸

存者之歌》屹立于信仰的维度，也有了在

人性刻画中，在故事氛围里，那束照射灵

魂的光芒， 使全书人物命运有了宿命感。

这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小说，使其成为一

部表现面对死亡和苦难时，依然坚守爱和

信仰的悲壮史诗。

围绕大卫和朵拉的故事主线 ，《幸存

者之歌》 牵出另一组旧上海最时髦的人

物———用中英文接听电话的时尚小姐姚

慧君们。 她们代表了那个时代最时髦的上

海和殖民文化；她们的身影活跃在上海外

滩会所和高级酒店；她们高雅高傲，追求

高级的生活品质，是旧上海最早的一批受

过西式高等教育的世家子女； 她们抽烟、

跳舞，形象经常印在挂历、招贴画和月历

牌上……但光鲜亮丽只是她们的表面，她

们的内心却是孤独冷漠的，因为不肯向世

俗和庸俗低头，一生只能默默地守望着内

心的爱情和追求。 与她们的遭遇对应的是

上海工商界的纨绔子弟和外国淘金者。 而

这些人物，没有一个是脸谱化的，个个栩

栩如生，令人唏嘘。

其中最复杂化的人物是姚慧君的前

夫陆天河。 陆天河是美籍华商，深爱朵拉，

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自己家族的

财产不被日本占领当局当作敌产没收，而

不得不与有日伪政权背景的姚慧君家族

联姻。 这样的婚姻，无论对男对女，对人性

和家庭，都极具破坏性。 他们的故事，从古

至今，都能演绎出决绝的悲情和意外。 贝

拉的小说，将这一组人物的命运写得惊心

动魄。

《幸存者之歌》的故事内核与背景，源

于真实存在的上海早期电信公司———美

商上海电话公司。 这家公司在上海经历了

三个阶段：抗战前、抗战中和抗战后。 犹太

青年大卫的成长经历与此有关，女主人公

姚慧君的爱情也与此有关，这家公司还与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情报战有关， 于是，

美商电话公司就成为这部小说的舞台。 通

过贝拉的挖掘，小说再现了那些用生命为

抗战输送情报的特工，保护上海电信设施

的前辈， 以及留洋归来的工程技术专家

等， 歌颂了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

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 这些事迹，不是简

单的叙述，而是紧张激烈、充满故事张力

的描写。 他们的出生入死和机智勇敢，他

们的苦难悲伤， 同样构成小说的动人情

节。 可以说，《幸存者之歌》在客观上展现

了上海近代工业文明和现代通讯业的发

展脉络。 而它的问世，某种程度上也是向

上海电信业的前辈、向用科技报国的工程

技术专家的致敬；是向上海，这座贝拉心

中伟大故乡的献礼。

据悉，《幸存者之歌 》 中文版出版之

际，英文版的翻译也在进行中，将由著名

汉学家、《魔咒钢琴》 的译者葛浩文执笔。

而小说主人公大卫的儿子、好莱坞制片人

迈克·麦德沃也希望有生之年能将父母的

上海故事搬上银幕。 《幸存者之歌》已然成

为把中国故事、尤其是上海故事推向世界

的绝佳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