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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蔓玫新作《抑郁生花》关注抑郁症———

在“抑郁” 中

保护好盛开的梦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图

人物名片

蔓玫，女，90 年代生人。 植物学硕士毕业，后从事文创类工作。 知

乎 2014 年度荣誉作者，被称作“知乎植物领域第一人”“知乎花神” 。

曾出版《节气手帖》系列畅销图书。

在线

作家

� � � � 今年的 12 月 3 日是作家路遥诞辰

70 周年纪念日。 路遥去世近 30 年了，

但他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平凡的世界，在

每年出版近万部长篇小说的今天，《平

凡的世界》 依然高居畅销书榜首；在

2018 年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

上，路遥获得改革先锋称号，《人生》入

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

小说” 。

写过路遥传的作家很多，但最后长

时间亲密陪在他身边的只有一个，即最

新出版的《路遥的时间》的作者航宇。

在书中，航宇截取了路遥生命中的最后

600 天。 这 600 天里，路遥不仅承受着

十分难挨的病痛折磨，还接连经历了经

济拮据、婚姻破裂、兄弟失和等等痛苦。

这期间， 航宇如亲人般陪伴照顾路遥，

也见证了他最后的沉重、抗争和无奈。

《路遥的时间》记录了路遥的写作

之苦。陕西作家写作，一向以苦著名。柳

青为写《创业史》扎在皇甫村三年，陈

忠实写《白鹿原》一直蛰伏在西蒋村。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不仅以殉道

式的精神投入，那种苦行僧式的炼狱般

的写作，更摧毁了他的健康。 书中写到，

在创作《早晨从中午开始》时，路遥展

示了他创作时紧张焦灼的身心状态，

“我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 直抽得口腔

舌头发苦发麻， 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

何。 有时思考或写作紧张之际，即使顾

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烧的烟卷。”

写《人生》时，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路

遥“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

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

起大火。 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

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

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

电话， 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

要寻‘无常’ ” 。

《路遥的时间》也阐释了路遥的写

作之魅。 路遥的成名作 《人生》，获

1981———1982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部小说讲述了农村青年高加林在高

中毕业后的出路问题。 高中学历在上世

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已经算高学历，

但当时的城乡差异和改革环境，使高加

林这样一位知识青年的未来十分尴尬，

他既融入不进城市又不甘心回到农村

务农，这也是当时一批想要走出农村却

面临重重阻拦的农村青年的人生困境，

当然这也曾经是路遥的困境；《人生》

将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故事和主人公

的尴尬处境生动细腻地展示出来，关于

青年人的出路、感情世界、精神未来，路

遥在书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解答。

高加林虽然野心重重，强烈渴望进入城

市生活，为了进城工作不惜走后门后来

又因被告发回到农村，但在一系列跌宕

起伏后他能很快反省自己，重新认识到

土地和劳动的价值，感情挫折也使他受

到教育，最终他决心重新好好生活。 高

加林的形象兼顾了坚强、 韧性和活力，

在奔向远大前程的路上，即使狠狠地绊

倒也能迅速爬起来。

路遥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是这类

强大的主体和蓬勃欲出的生命力。 路遥

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红与黑》中于

连式的底层小人物，他们虽然生活得艰

辛，却并不为苦难和痛苦所击倒，他们

有西西福斯的执着，也有斯巴达克的勇

气，他们的奋斗让平凡而普通的青年人

看到前景和希望，这也许是路遥小说最

打动人心的地方。 我们读他的作品，感

受到的是希望，是崇高，是温暖。 陕西著

名作家高建群曾评价路遥的写作，即使

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中没有 “平凡的世

界” 里的“人生” ，路遥的作品依然不会

过时，他的作品中所探讨的是人类永远

需要思考“我想飞得更高” 的问题，这

是贯穿人类始终的问题。 所以每一代青

年都能在里面找到共鸣。

路遥从来不向命运低头，当知道自

己重病在身时，内心唤起的是一种对生

活更加深沉的爱恋， 用朝圣般的真诚，

带着纯净的心灵投入《平凡的世界》第

三部的创作。 他说自己就像初恋一样，

快接近目标时， 幸福的泪水在眼里打

转。 如果时间能够回到二十多年前，如

果路遥积极地参与治疗，不再那么固执

地生活，把那些纠结和痛苦痛快地分享

给朋友，也许在 1992 年底他就出院了，

再回到他的文学事业，我们就不用在这

部《路遥的时间》中去靠近他生命最后

的爱与疼痛了。

《路遥的时间》：

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的时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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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里的科技群星

� � � � 10 年前， 人们意识到这样一个问

题：老科学家相继辞世，学术成长资料

大量散失，如果不及时抢救，会有更多

的记忆和事迹成为遥远的绝响。 于是，

中国科协联合中组部、 教育部等 10 多

个部委共同开展“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

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经

过近 10 年努力， 目前已采集了 500 多

位中国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资料，积累了

一大批实物和研究成果，被誉为“共和

国科技史的活档案” 。

今年 9 月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

版的“共和国脊梁” 科学家绘本丛书，

就是在采集工程的基础上面向儿童的

一次再创作。 丛书率先推出 8 位中国科

学家的故事，既有大众耳熟能详的竺可

桢、钱学森、袁隆平、屠呦呦，也有许多

人不那么熟悉的何泽慧、吴征镒、刘东

生、梁思礼。

可以说，这套丛书填补了用绘本形

式记录中国科学家成长经历的空白，也

擦亮了很多理应被关注却不太被关注

的科学之星。

是的，我想用“星” 来描述这些科

学家。 他们有些人曾在星空下做科学研

究， 有些人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小行星，

还有些人虽然跟星星没有直接关系，但

他们和其他科学家一起，组成了近现代

中国群星闪耀的科学家方阵。

此前的中国原创绘本中，更多的是

表现以情感见长的故事，感性多一些，真

正彰显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的故事比较

少。 而这套科学家绘本用文学的语言生

动、流畅地讲述科学家的故事，让科学话

题变得更有温度和感染力，再加上各具风

格的图像语言，给原本略显沉闷的写实故

事增添了浪漫色彩，又符合儿童的审美接

受习惯，很容易俘获少年儿童的心。

大约在 2018 年初， 我作为绘本顾

问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与 10

余位年轻的科学史研究者分享绘本创

作的经验。 后来，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为

这套科学家绘本的主要文字作者。 正因

为他们本身对科学家颇有研究，所以尽

管《中国的“居里夫人” 》里没有一个

字提到何泽慧梳着两条大辫子，但画面

还是精准地把握了这一人物细节。 这套

绘本的每一个细节都饱含着严谨的科

学作风，聚焦每一位科学家成长中的高

光时刻，它能在最短时间里有效击中读

者的心灵，来一场精神的洗礼。

但这套绘本没有止步于此。 在每一

个成长故事的背后，还附有一篇精炼的

科学家小传，从而把每一个被高度提纯

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拉回真实；小传后

面还有年谱，一条笔直的线横跨在纸页

间，从科学家的出生到近况或到生命的

终点， 大大小小标注了 20 多个重要的

人生节点。 面对这一条条刻尺般的人生

轨迹，我们看到的是老科学家为事业献

身的一生。

这套绘本并不是要鼓励每个孩子

一定要成为科学家，而是从这些科学家

的人生经历里见证科学的力量、榜样的

力量，从而思索自己想要一个怎样的人

生，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用这

样一套绘本向祖国献礼非常独特，也很

有意义。 因为老科学家是新中国建设的

重要参与者，也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历史

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是闪耀于天空的群

星，更是共和国的脊梁。 孙玉虎

对于作家蔓玫而言，“冬天”

不仅仅是个季节，还是她人生一段

非常艰难的时光———罹患重度抑

郁症的经历，以及成长中、生活里

各式各样的困难、挫折与伤痛。 她

在十八岁时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

在最美好的年华里，她一直在与这

个自己形容为 “恶鬼” 的疾病战

斗，有过起落与反复，终于与“它”

和解。 刚刚出版的这本 《抑郁生

花》，便是这场战争结束、硝烟弥

散后，她写下的“心灵自传” 。

之所以称该书为 “心灵自

传” ，不仅是因为作者以极大的诚

意和勇气写下了罹患重度抑郁症

期间的挣扎与感受、治疗过程中的

痛苦与煎熬，以及亲友甚至大夫对

这一病症的误解，还记录了丰富的

心灵成长历程和困惑： 欢喜与痛

苦———原生家庭关系的紧张与关

切；被爱与爱———亲密关系里的距

离与信任；自我怀疑与突破———自

我实现的路径与压力。这些既是带

有蔓玫印记的独家记忆，亦是很多

人都可能面临的种种心灵困境与

成长缩影。

“对我来说， 只有继续写东

西， 把这些都写出来， 我才算是

‘好起来’ 。 ” 蔓玫说。 她选择将这

些写下来，送给自己，也送给每一

个正在或者曾经经历人生冬天的

人们。

“植物的力量，给了我一个支撑点”

蔓玫此前的文字都与植物、大

自然、时令风物有关，读者将她和

优美、温柔、安静、专注、小清新等

词汇联系起来。蔓玫从小在种有许

多花草的外婆家长大，她向来喜欢

植物。 高考分数不够，被调剂到了

植物学专业，大学期间，在种花、采

集标本， 去野外的森林里寻找植

物、辨认植物中度过。 后来读了硕

士，研究方向是观赏植物，可以更

专注地跟花花草草打交道。

在和植物长期相处的过程中，

她很容易将植物和另一个和她长

期相处的“抑郁症” 联系起来。 在

她看来，抑郁症的一个重要症候便

是“木僵化” ：每一个关节都被封

死，僵化，失去控制，一丝一毫也动

弹不得，哪怕是竭尽全力，集中了

全部意志， 想要往前迈进一小步，

却只是跌倒下去，无论如何爬不起

来，她觉得患上“抑郁症” 的自己

就像是座“吴哥窟” 。

在《抑郁生花》一书里，蔓玫

如是描绘 “吴哥窟” ：“被时光侵

蚀，被战火浸透，被强势的手掠夺。

又被废弃，被遗忘，仿佛从未存在

过一样沉睡。 及至映照入眼之际，

它们已面目全非。 流动的笔触断

裂，华丽的色彩黯褪。 恢弘的穹隆

破碎，成一地断壁残垣。 ”

“吴哥窟” 原本是非常华丽的

宫殿，贴满了各种宝石，金箔，神像

身上挂着各种各样的鲜花……蔓

玫小时候也是在鲜花和掌声中度

过的， 她参加了很多全国性的比

赛，站在舞台中央领奖、做主角，接

受电视台的采访，照片被印在报纸

上放在校门口， 接受表扬和赞美。

后来，“吴哥窟” 被战乱摧毁，周围

的人要么被杀掉，要么逃走，渐渐

就没有人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存

在过。 那些非常巨大、非常茂盛的

藤蔓和丛林， 把吴哥窟掩埋起来。

同样的，“抑郁症” 将过去的蔓玫

击垮并“掩埋” 起来。

“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是

属于另外一个人的童年。 ” 蔓玫

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拒绝面

对“抑郁症” ，对任何人都绝口不

提，假装它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

也像曾经无人知晓的吴哥窟一样，

把自己包裹在植物构成的丛林里，

戒备森严，谁都不知道我体内藏了

一个这么大的废墟。 ”

现在有一种治疗抑郁症的“园

艺疗法” ，被认为是对病人的身心

健康有改善，其方法就是和花花草

草打交道。 蔓玫说，“我可能是通

过写植物、 大自然有关的文字，歪

打正着地治愈了自己的一部分抑

郁症。 ” 对此，蔓玫依旧以“吴哥

窟” 来作说明。 她说，在吴哥窟，大

树的根系已经完全渗透到建筑物

的缝隙里去了，以至于后来的修理

人员觉得根本没有办法将两者分

开。 这么多年来它们相生相依，一

同面对雨打风吹， 已经浑然一体。

如果没有这些结实的、 发达的根

系， 很可能吴哥窟的这些宫殿、围

墙早就坍塌了，“这么多年里，这

些树木其实给吴哥遗址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支撑。 ” 她说，“我发现植

物和自然能给人很多美的享受，也

给人很多有关生命哲学的启发。植

物的力量，给了我一个基本的支撑

点。 ”

▲

“终于发现，我身上不可战胜的春天和顽强开花的梦想”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被抑

郁症反复地揉搓，碎成了很小的一

片一片，但同时也重新拼成另外一

个人。 ” 蔓玫说，每一个人的当下

都与过去息息相关，每一个现在都

不是独立存在的。所有的挫折和磨

难固然是损耗，但也造就了今天的

自己。

因此， 蔓玫觉得一定要写出

这本 《抑郁生花》 来。 她觉得：

“如果我不去说， 不去做我喜欢

的事情， 去想清楚这一场大病的

前因后果， 那么我的心仍是不健

全的。 就像一个时时刻刻跟着我

的影子，如果我不肯正视它，我就

根本没法站到太阳底下去。 只有

彻头彻尾把它们搞清楚， 说服我

自己， 我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好’ 了。 ” 对于她个人而言，这

本书既是倾诉，也是对自己、对生

活 的 审 视 ， 是 勇 敢 地 直 面 恐

惧———如何克服自己的问题呢？

逃避显然无用， 蔓玫选择了站起

来，直视它。

而在说到这本书的内容时，

蔓玫说 ：“我不觉得这是一本只

谈抑郁症的书。 抑郁症只是一个

切入点。和所有不被理解，不被了

解的东西一样，通过它的存在，我

想去探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更多

事情。 ” 这本书是蔓玫的一种倾

诉， 也是她对自己的疗愈。 蔓玫

说：“它的初衷，只是为了满足我

自己的表达欲， 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是一本特别自私的书。 ” 然而，

这种宣称与它实际达到的效果恰

恰相反：她将自己和盘托出，影响

也安慰了很多困境中的人， 一如

她朴素而善良的期望 ：“如果它

能对别人产生多一点价值， 那就

真的是功德无量， 对我来说是特

别好的了。 ”

在如何面对抑郁症或者个人

的情绪问题上， 蔓玫的观点是：

“如果说我对抑郁症患者，对同病

相怜的人有什么想说的，我个人觉

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没有什么比你

自己觉得‘好’ 更重要。 你首先得

接纳这种状态，接纳你自己身上有

你控制不了的地方，你搞不定你自

己的负面情绪，你想不出一个完美

方案，这是正常的。很多人喜欢说，

你‘战胜’ 了你的抑郁情绪，你打

败了它，但我不觉得是这样。 ” 蔓

玫用一句话形容自己和抑郁症的

关系，“终于发现， 我身上那个不

可战胜的春天和顽强开花的梦

想。 ” 在她眼中，“不可战胜的春

天” 与“顽强开花的梦想” 一定是

共生的状态，不是谁“战胜” 了谁，

而是两者的 “和解” ，“每个人都

需要跟自己内心的困境和解，真正

地接纳自己，方能从阴影里，向着

阳光生长。 ”

“有很多人说我这样把自己写

出来很勇敢。 或许是这样。 我觉得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变得很纯

粹， 一种真正打通了内心的纯粹。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过这么自

私的一件事了。 也很久很久，没有

如此坦诚而深入地，主动和别人表

达我自己了。 ” 她说。

▲

记者： 对抑郁症患者而言，亲

友的关怀可能反而是一种伤害。 你

在书里发出了这么一个疑问：“我

们对彼此近前的那个人到底有多少

了解呢？为什么一定要为他（她）的

一切下定义、做选择———他（她）的

快乐与失落，困境与追求，并十足肯

定地宣布‘他（她）应该 XXX，不

应该 XXX’ 呢？ ” 那亲友的亲密关

系对你的恢复有作用么？

蔓玫：有人曾问我：你面对抑

郁的时候，吃药、休养、运动，与其

他人的理解和关注、关爱，哪个比较

重要和有用？我说当然是都有用。但

是对于我来讲， 最后打通关键环节

的，还是亲密关系的帮助。

我不讳言，我早年的人际关系

相对是比较紧张的，我的家庭并没

有提供一个我能很好适应的亲密

关系。 在这两年中因为某些契机，

我觉得亲密关系的支撑是可以提

供很多力量的。我通过两三年的时

间， 从亲密关系当中得到一些修

复， 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可

能。 这让我的生命进入到一个良性

循环中。

如果你觉得亲密关系没有办

法带来正面的激励或者给你提供正

向安慰， 那短期内还是先不要太多

接触比较好。 一个好的关系一定是

能够让彼此成长， 彼此感到自己是

爱和被爱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记者：对于抑郁症患者，该用

怎样的方式表示对对方的关爱，又

不伤害到对方？

蔓玫：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

困惑我很久，我身边也会有一些被

同样经历困扰的人。我虽然是一个

病人，但是我并不能确认别人碰到

一样问题的时候， 也能做得很好，

而且我觉得我提供的帮助也很有

限。 但我们所能做的第一步，永远

是建议对方去进行专业治疗，或者

是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虽然现在

医疗水平还比较有限，但这一定是

现阶段最靠谱的方法。 除此之外，

还有更多的方式和途径，比如学会

跟对方沟通、交流，帮助对方变得

更好一点。 当然，每个抑郁症患者

的病因都非常复杂，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

我最后想说的一句话是，虽然

我们有很多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但

我们希望给彼此提供帮助和温暖。

我们即便无能为力， 也要知道，不

打扰或者能够尊重对方，已经是一

种温柔。我的一位前辈曾跟我说过

一句话：“你要相信芸芸众生都有

自己找到出路的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