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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蓝的文字一直
吸引我，我是追看蒋蓝
文字的读者之一，我要
从他的文字里汲取那
种生命的能量和光。
看着看着，我的活力往
往也被引发出来了。
蒋蓝在行动，在燃烧，
在记录！他将天地赐
给他的能量，充分发
挥。谁靠近蒋蓝，都能
被点燃，都能被带动。靠
近者把自己的光与蒋蓝
的光进行对接，这种对
接，也补充了蒋蓝的能
量，所以他能不断向前
走，不断发现新的奇人。

蒋蓝，希望你守住
你的特质，永远不可以
消解的元气恒定力。
你在书中写的那些异
人，造琴的人，锻剑的

人，养护萤火虫的人，
漂流的人……真正做
大事儿的人，外表往往
是温和的，不跟外界冲
突的，但其内在一定是
那种守护住自我的异
人，是一条路走到黑的
人，孤注一掷的奇人。
不管是什么行业，都是
如此。我给这类人起
了个名字“伪常人”，伪
常人，做大事。他们表
面上很随和，很遵守社
会规则，但其实内心非
常不凡，有自己的专注
度，走偏僻的小径，走
窄门，绝不随大流。没
有这种内在特质，不可
能做出大事儿，蒋蓝找
到了这些异人。

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整理

在我们万松浦书
院，曾经有一个画家。
他跟我说，“你这个书
院搞得好。当年书院
只有 14 个人，其中有
临时工、合同工。这
14 个人里我发现有 4
个异人。”我听了以后，
觉得他这是对书院很高
的评价。很高兴。什么
叫异人？异人就是具有
非同寻常的生命质地，
是从人群里的平均数里
突出的人。他是独立的
个人，异人就是奇人，中
国历史上一直有异人，
还有“异人传”。

什么是异人呢？
异人不是奇形怪状的
人，而是指对生活保持
专注、纯粹之心、独特
自我的人，不麻木、不
功利。这种人才是创

造的基础，才是生命意
义的一个重要起点。

蒋蓝找到了异人，
找到了一种对“平均
力”“平庸度”抵抗的力
量。我看了很多非虚
构写作作品，我没有指
责他们的意思。他们
很多写得很好。但是
有一部分作品，写的是
那些时髦的、热闹的一
般化的平均数的人。
这不叫发现，生活中到
处都有这种人。蒋蓝
写 的 13 个 人 都 是 异
人，他们的生活丰富多
彩，行当很特别，每一
个人都是思维、行为非
同常人的。一种偏执
的杰出的生命素质，被
蒋蓝写出来了。这些
我觉得才是值得记录
的，值得写作的。

7月16日，“续接蜀人精
气神——《蜀人记：当代四川
奇人录》阅读分享会”在济南
书博会举行。《蜀人记：当代四
川奇人录》（简称《蜀人记》）作
者、散文家蒋蓝，与中国作协
副主席、茅奖获得者张炜展开
对谈。张炜对蒋蓝其人其书进
行了非常深入的剖析评价，对

“奇人”“异人”作出了精彩的阐
述，深深吸引了在场人士。

蒋蓝善于用宏大汹涌的语言流
冲刷生活，表达人心，见证社会 □

张
炜

祝贺蒋蓝写出这么一本
好书。在本届书博会上，大家
看到，书是真的太多了，这是
一个书的海洋。我认为，笼统
地、一般意义地去谈论阅读、
提倡阅读，其实意义并不大。
因为现在不缺乏一般意义上
的读者。手机上，各种平台
上，都有东西可以看。这个时
代，对阅读的伤害，时刻都在
发生。所以，当我们在一般意
义上谈论阅读的时候，实际上
没多大意义。当我们讨论阅
读、提倡阅读、号召阅读，应该
提倡的是深沉的、深刻的、回
到个人空间的享受思考力的
阅读。我们要时刻记得：阅
读，是跟平庸作斗争，是生存
的需要，更是生命的渴求。

正因为如此，从这个角度
出发，我们来谈蒋蓝这本《蜀人
记》。他花费几十年时间，采
访这么多人。蒋蓝的行动力
如此之强，保持对生活的热
情、激情。他用宏大汹涌的语
言之流，去冲刷生活，去表达
人心，去见证社会。这种特质
在其他作家身上，我很少看到。

蒋蓝的文字、话语，往往能
形成一股强大的语言流。不管
是看蒋蓝的文章，还是听他说
话，我都能感受到一种被这种语
言流冲刷的感觉。

蒋蓝这个人跟其他作家有
什么区别？在我看来，这个区别
首先在于，他有过人的热情。这
种热情，不光体现在他的文字之
间，还体现在他对生活的热情。
他对发现奇迹、发现生活、发现
人、发现奥秘，有巨大的热情。
这就是激情了。而且这种激情，
是有一种中气支撑的激情，所以
他能长期依赖这种激情。这种
热情、激情和对生活的敏感，在
蒋蓝那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语
言流。

万松浦文学新人奖，创办于
2008年，已连续举办10年。从第
十一届开始更名为万松浦文学
奖。蒋蓝是第一个获得这一奖
项的西南地区作家。他的获奖
作品《桶的畅想曲》，由葡萄酒桶
生发出诸多想象，可谓天高地
阔。这种介入日常事务或公共
经验的方式，为散文写作提供了
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接着我
又找到了他以前的散文。我读
了后感叹：他这种一直写作的态
势，得需要多大的能量，才能支
撑着继续下去啊。这样燃烧的
状态，还能延续多久，还能写多
少文字啊。

为什么呢？现在是网络信
息时代，各种信息太多了。持续
刷屏，从而感受到大量的心理疲
惫和麻木。这种作用，对于一个
写作者来说，伤害尤其大：导致
人心见奇不奇，见怪不怪，不会
激动。蒋蓝能一直保持这种对
生活、写作的热情，这种热情不
是对人际关系的热情，而是发现
生活奥秘的热情。这种热情，可
以算是一种饱满的激情，带着生
命的冲力。这种热情，在当下的
作家群体中，是比较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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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况下，蒋蓝
依然成为一个保持激情，
一往无前的写作者。蒋
蓝是网络时代的一个奇
人。能很好地突破这种
弊端，他没有麻木，而是
保持强悍的行动力，勤奋
写作，始终对生活保持激
动、好奇。蒋蓝在《蜀人
记》中写奇人，实在是：奇
人写奇人。

我打一个比喻，希望
蒋蓝不要见怪。我们只
取其正面的意义。作家
海明威曾感叹，人这种文
明的存在，跟大自然的很
多动物做对比，比如说，狗，
跟人分别一两个小时再见
面，就能生发出那种真诚的
不做作的不竭热情，令我非
常感叹和不解。

我 跟 海 明 威 有 同
感。人就很难有动物这
种热情，就很麻木。但是
有的人就很有热情。这
种人是人群中的异类，只
有异类才能写好异类。

蒋蓝这种强悍的行
动力，是我们很多人不能
比的。

蒋蓝的这种强悍的
生命力、行动力，不仅仅
因为他是记者，还是由他
的生命质地决定的。现
在很多人都是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网络节省了我
们的时间。但是节省下
来的时间，我们不但没用
在创新上，没有用在劳动
上，相反，带来了心灵的
疲惫，身体的疲惫，然后
带来行动力的丧失。没
有行动力，就没有见识。
广大的世界对他形同虚
设。蒋蓝却能跳出这个
局限：他发现，他目击，他
激动，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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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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