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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忆：在静寂里逆生长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王振羽

写这篇文章之时，恰逢南京
文学之都两周年纪念日。截至目
前，南京是中国唯一荣获世界文
都美誉的城市，而这座城市里有
着无数的文学大咖和写作者，然
而，在这众人当中，恰恰就有这
么一位特殊的作家，她就是身患
重疾的王忆。
青 年 作 家 王忆由 于先 天疾
病，无法行走、双手变形，甚至
说话也异常吃力。所幸的是，上
帝为她关上一扇门，却也打开了
另一扇窗。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她借由电脑把纷繁世界拉到
眼前。王忆用一根并不灵活的手
指，在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艰
难敲击，寒来暑往，春秋过往，
至今，她已出版诗歌、散文、小
说等 9 部文学作品并成为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
员、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江苏
紫金文化人才、南京市百名优秀
文化人才的新锐作家。她荣获过
第三届中国青年诗人奖、第十届
金陵文学奖，长篇儿童小说 《冬
日焰火》 获得第八届“上海好童
书”奖，荣登中国 90 后作家排
行榜第 30 名。
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致信王
忆，盛赞她为“不倒的生命之
树”。尽管王忆身体、语言受到
局限，文思却飞扬无羁地驰骋，
神游万仞，目接万里。王忆曾在
日记中写道：“写作，起初只是
我的一项爱好，一种记录，后来
变成一种钻研，现在它会是我一
生的事业。”14 岁时，她一笔一
划在日记本里写下未来梦想：当
一名作家。如今在南京的诸多文
学活动现场，你总有可能见到一
个坐在轮椅上的王忆，静默地观
察，认真地谛听，独自地思考。

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学
“江湖”，引导青少年的精神
成长
伴随着几年来王忆的成长发
展声名渐起，社会上就有人给她
贴上多个标签：青年作家、女性
作家、残疾作家、脑瘫诗人……
然而有意思的是，王忆并未将自
己圈进这些标签，而是不断“撕
掉”它们，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
无法标签化和类型化的作家。正
是这种去标签化的不可方物的坚
韧意志，让王忆的写作呈现出
“去标签”的特质，这些特质让
她从一般的青年写作者中脱颖而
出，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
学“江湖”。
王忆的作品风格具有一定的
恒定性，同时也不断在探索差异
化，寻求突破，凤凰涅槃。健全
的作家生活经历也同样是有限
的，但是有限之外，想象有着更
大的文学空间，驰骋疆场。作家
自己也逐步从自我走向社会，走
向更加广阔的世界。正如王忆一

性非常庞大的共同体。在一些小
说里，这三个主题同时浮现，被
密密地编织在小说的故事里。究
其根底，三者其实都是同一个母
题的变奏：困境及其突围。除了
身处困境中的人的艰难突围，花
季少女的婉曲心事也是王忆偏爱
的主题。《不虚此行来看你》 写
少女朦胧的“暗恋”，整场幻梦
被编织进一个三角结构之中，酷
肖经典电影 《祖与占》 的关系设
定。三人间的情感流动潜滋暗
长，未尝消歇。旁观的小妹妹将
王忆 作者供图
一切看在眼里，抽丝剥茧，尝试
理清千头万绪。但是如何能说尽
直坚信的那样，突破残障写作，
第八届上海好童书评委会给
这些晦暗未明的朦胧情丝呢？旁
走向社会底层，深入生活，扎根
王忆颁奖的评语是：长篇儿童小
观者从来就不曾超拔于外，她早
人民，她用想象的翅膀来获取更
说 《冬日焰火》，这一位出生在
已将春心卷入其中。一切仿佛都
大的创作自由，追逐更为五彩斑
1989 年身患小脑瘫痪、无法行
待澄清，水落石出。好像尘埃落
斓的世界。王忆能够更有自主意
走的年轻女作家，她用一根手指
定，山高月小，但又似乎从来都
识地用好“想象”，她的创作也
敲击键盘写作，写出了自传体长
不明不白，迷离朦胧。最终也只
会有无限可能，迎来更为辽阔的
篇。她的作品自始至终轰响着不
能化作一句“不虚此行来看
文学世界。长篇小说 《冬日焰
屈的灵魂的呐喊，震撼读者心
你”。所谓时光，所谓青春，不
火》，短篇小说集 《不虚此行来
灵。著名文学评论家、江苏省作
也正如此吗？《寻医记》 可以看
看你》《不做孤独的灵魂》，这三
家协会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
作王忆的夫子自道。一场漫长的
部作品的延续性和细微的变化对
会主席汪政说，王忆的文学之路
寻医之旅，瞬然间仿若有光，
此做出了很好的体现，也是有力
是 在 灾 难 中 绽 放 的 生 命 之 花 。 “站立起来”的允诺近在咫尺，
的证明。
《冬日焰火》 是送给孩子的一本
可是永远都无法真正地逼近、触
在著名学者、批评家王尧看
绝佳的生命教育范本，可以对青
及。看到结尾我们恍然大悟，原
来，王忆的作品充满着“艰难突
少年的精神成长起到一个很好的
来所谓“寻医记”不过是华胥一
围与婉曲心事，我们读到了王忆
引导作用。
梦。可就是在这样的梦幻与期待
内心的风景，而她自己又把风景
中，小说诞生了，文学出现了。
所有女性命运到最后皆被厚
留在诗歌、散文和小说的字里行
待，她和她们的命运也像是 一根食指在键盘上奔跑，烟
间”。我们现在读到的 《不虚此
行来看你》 是王忆近几年短篇小
一个诉说女性非常庞大的共 火与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
说的结集，在最初浏览目录时， 同体
我很诧异王忆在她有限的活动空
文学即人学。文学应当助人
间中是如此拥抱广阔的现实。王
女 性 生 存、底层 奋斗 、疾
识已，应有生存意识，大爱意
病与残缺——是王忆书写的三个
忆在想象中敞开了自己，也打开
识、审美意识。《人民文学》 杂
核心主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了她视野中隐秘的部分世界。这
志主编施战军在王忆作品分享会
些小说不是王忆的自传，但我们
短 篇 小 说 集 《不 虚 此 行 来 看
上曾说，王忆跟其他完全写自己
在小说里读到了王忆丰富逶迤的
你》，是王忆的第 9 部作品，一
经历的残疾人作家不一样，她的
精神世界。
部充满正能量的具有时代特征、 文字所表现的是整个世界，“她
她的小说里总有这样一个女
集思想性与文学性集于一体的当
的作品最后通向的主题都是人间
孩：她腼腆却又坚韧；每每遭遇
代女性小说。在这部书中，王忆
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需要爱
坚硬的生存现实，却总能凭借自
以更为娴熟生动精准的文字搭建
护、需要救助、需要接近、需要
己那种巨大的渴求生存的能量将
精神宇宙，犹如一座桥梁，构筑
了解。”施战军说，王忆写作的
其化掉，然后将这些化掉的残蜕
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幸运儿和逆
重要特点之一是里面充满了生活
变成铠甲，重新穿在身上，再次
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声的对
应有的温度，不会太冰冷、也不
出发。就像《寻医记》里面那个算
话与交流。《不虚此行来看你》 会太强烈，让人无法接近。著名
命先生的比喻：一条蛇——不是
也是一部女性小说集，讲述了十
作家范小青也认为：王忆在文学
地上的蛇，而是天上的龙，
“ 因为
一个女性、十一种生活，也就有
创作上成长很快，一是语言掌握
触犯了天规被惩罚到人间受难
十一种命运。她们每个人拥有不
运用自如，读起来如行云流水，
了”。
我们看到了一个世俗化的神
同的人生，绽放不同的光彩。
二是人物形象成功，鲜明鲜活，
话辩证法：在无神的时代，凡人
王忆自从决定走上文学创作
栩栩如生，三是细节既生动又逼
因坚韧之心而被神格化了。
这条崎岖之路以来，一直期盼自
真，接地气，四是整个作品情感
《冬日焰火》 是王忆的首部
己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撰写故
真挚感人，能够打动人。
长篇小说，也是她的一部自传体
事、刻画人物、编织情节的小说
王忆的新作 《饭局》，顺畅
小说。在王忆的成长过程中，父
作者。因此在经历了散文、诗歌
妥帖，一气呵成，文笔老到成
母经年累月带着她求医问药，满
磨炼之后，她决心打开局限，大
熟。小说很好读，只是觉得这个
怀热望，过程曲折而艰难，通过
胆尝试。王忆希望可以通过发现
结尾有点突然，其实这个结尾是
《冬日焰火》 里的小冬，王忆讲
的一件事物、一个人，哪怕是一
很好的，突然荡开一笔，让小说
述了自己的童年故事，以及从苦
个很小的点，在经过自己的想象
走向更为丰富的意义场域。王忆
难中收获的感动。正如王忆在
延伸之后，看着它们一点点具体
自己认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冬日焰火》 里写的那样：冰雪
化，这就是她所创造出来的独特
她生来是一个乐天派，几乎没有
迟早会融化，小草会生长出坚韧
的王忆文本。
感到过孤独，不做孤独的灵魂。
的新芽，阳光会照耀在稚嫩的脸
《不虚此行来看你》 里的所
无论是一个人的人生经历，还是
颊，坚强而喜悦的焰火，最终将
有女性命运到最后皆被厚待，她
写作经历都会遭遇很艰难的时
在寒冷中温暖绽放。
和她们的命运也像是一个诉说女
刻，但是站在此刻的角度回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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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云淡风轻，皆为序章，一切
仿佛并不算什么。很多年来，人
们都说她是用“一指禅”的功夫
造就了如今的写作梦想。也有人
说，作为一个残障作家，她敲出
那么多文字是多么不容易。其实
人生在世，又有什么人和事是轻
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呢？
王忆说：“写作是我人生中
极少数完全可独立做到的事，每
当钻进黑夜，坐在书桌前，打开
屏幕敲击键盘的时候，这才是一
个完整身心合一的我。”所以，
她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与其他大多
数人一样，被“无差别地对
待”，也希望自己能够不被“残
障”二字所局限。她就是一个普
通渺小的角色，万幸的是她看见
了属于自己的闪光点。她不愿意
习惯性滑行，不愿意被贴标签，
她选择了纯文学创作这样的荆棘
丛生关山重重的险恶之路。她愿
意竭尽自己全部的力量，追逐如
此一个美好的方向。
王忆是仅用一根手指敲击键
盘写作的，这注定也是她异常艰
难的写作方式，然而，写作是她
唯一表达的光明，是她唯一证明
价值的实力。她想在创作这条道
路上一直走下去，一直用一根食
指在键盘上奔跑，烟火与灵魂总
有一个在路上，没有烟火气，人
生就是孤独的旅程。
我们不妨从她的诗集 《在静
寂里逆生长》 由“逆反诗”“与
黑夜对望的时光”“白日梦晓”
“银色人间”四个部分组成中看
出，既有成长的疼痛，也有文化
的苦旅，更有在苦难中喷发的不
朽的生命力。著名诗人、中国作
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评价王忆说，
她的抒情诗非常忠实于自己的内
心世界，忠实于自己的灵魂，忠
实于自己的思想。王忆的文学思
想在静寂里逆生长，在笔端和键
盘上奔跑、驰骋。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也认
为，自从王忆跟文学相遇，她的
生命质量获得了提升，是文学让
她重生，让有限的世界向着无限
的 领 域 拓 展 。“ 在 诗 歌 的 领 域
里，她是很强大的一个人。她在
精神上跟我们的高度是一样的，
甚至比我们还要高。
”
王忆真实地书写自己，也同
时给读者以正能量。可以说，这
些虚构的故事所传递的信息，不
是散漫经营、一味迎合，而是王
忆用自己不设限的生活、不设限
的未来，鼓励所有的青年人生活
不设限，鼓励所有人向往阳光灿
烂的明天。正如王忆所言：文学
是我身体和生命的延伸，是来自
这个星球无形的滋养。我们热爱
文学，以笔为枪，发射出的一定
不是哀怨与悲泣，而是为了可以
勾画出超越被禁锢更美好、更绚
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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