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

星期五

文化周刊·

有所思
INTIMATE

2

年
轻
时
读
书

我想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结
束的， 为了适应别人界定的工作和生
活而采取相应的态度， 最后因这些态
度而僵化。
—《大河湾》
——
死亡不再是最初梦中的景象或故
事，而是事物的终结，像是在脆弱的沉
睡之时乘机占领人身心的一种阴郁。
对死亡， 让人的生活和努力化为虚有
的死亡抱有的这一想法， 使我在一个
个早晨醒来后如此乏力， 有时需要一
整天的日光才能现实地看这个世界，
再次成为一个人，一个实干者。
—《抵达之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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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继周

一边怀着巨大的不
舍， 一边急切地读下去，
时不时要掩卷深深地吸
一口气， 心里始终有一
种几欲窒息的感动， 有
很多年没有遭遇这样让
我流泪的阅读了， 似乎
︱
一下子跟 《滴泪痣》 的
︱
读
主人公一起堕入了情网。
李
作者饱含爱意、 又
修
怀着无限的悲悯之心，
文
把一对相爱的男女带到
︽
滴
我们面前,他们何其相
泪
似： 漂泊异乡、 与生俱
痣
来的孤独感、 同样的滴
︾
泪痣。 从一开始， 弥漫
在字里行间的那种宿命
感就抓住了我， 就像这样， 扣子
站在喧闹的东京街头， 绝望地问：
“一只画眉， 一丛石竹， 刚刚放过
的烟花， 它们都是有前世的吗”？
一口气读了两遍， 躺在双休
日的早上， 任心情沉郁下去， 一
直到底， 到深不可测。 眼前却像
黑白电影的断片， 一点一点不肯
放松， 一会儿是扣子站在东京的
街头， 对着自动售货机又拍又踢，
看着它慢慢送出一杯柠檬汁来，
终于笑起来， 是那种憋了很久之
后忍不住的大笑， 笑得气都喘不
过来， 嘴里嚷着： 我靠， 真是他
妈的I服了You。 这样生动而感性
的扣子让人忍俊不禁， 让人忍不
住忘掉她所有的一切， 包括她做
过应召女郎、 做过妓女。 你只会
觉得她还是个孩子， 是个备受伤
害尝尽孤独的孩子。 一会儿又看
见她蜷缩在北京一座不知名的筒
子楼里， 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只
有她， 小小的一个人， 白天黑夜
也不开灯， 躲在被窝里把亲戚接
济给她的钱撕得粉碎， 然后就开
始饿肚子， 真是自尊又自虐啊。
美丽可爱的蓝扣子爱了， 爱
得小心翼翼、 步步为营。 我们会
看见她把自己关在婚纱店里， 盘
腿坐在一束电筒光下请“碟仙”，
她在祈问： 他爱我吗？ 这个答案
无疑是肯定的， 因为那个人早已
把他视为生命的一部分， 只恨上
天没有早一点安排他们相遇， 没
有早一点在俗世里一起沉浮。 两
个身在异乡的年轻人相爱了， 他
们的爱注定泪流满面、 痛不欲生。
因为爱， 所以谦卑。 可怜的扣子
就是这样， 从来没有想过会爱上
一个人， 更没有想过这个人会如
此彻底地爱上她， 她只恨自己不
够完美， 不配过这样的日子， 配
不上身边的这个人， 忍不住地想
要虐待自己、 毁灭自己。 作者一
步一步沿途埋下伏笔， 既像一个
心怀叵测、 暗中冷笑的隐者， 又
像一个悲天悯人、 无所不知的高
人， 所有的一切都指向那个绝望
的深渊， 从滴泪痣、 断掌纹、 到
冰上绝美的初次交合， 到那个胎
死腹中的取名“刹那” 的孩子。
熏衣草的漫天芳香也没有给他们
的爱情带来任何转机， 心智聪慧、
玲珑剔透的扣子坐在电影院里，
随着 《唐伯虎点秋香》 的喜剧片
大笑着， 忽然学着片中人的口气
问身边人： 这位客官， 爱上一个
婊子， 是否觉得很大压力？ 看到
这里我只觉得心头一紧， 而她身
边的那个人早已惊得说不出话来，
唯有在黑暗里紧紧攥住她的手，
他的小小水妖， 小小母亲。
阅读途中真觉得自己像个知
情人， 又像个密谋者， 眼看着他
们的爱情一步步走向尽头， 滴泪
痣和断掌纹只是小小的伏笔， 孤
独、 背叛、 没有身份的“黑人”，
决定了他们游离于人群、 游离于
主流社会， 直到借助彼此与周围
发生联系。 厄运却步步紧逼， 让
人欲哭无泪， 蓝扣子失去了腹中
的孩子， 又因此丧失了听力， 绝
望中她没有退路， 只有选择离开。
像每一个沉昧于爱情中的女人一
样， 扣子无限自悲又无限自尊，
她的逃离其实是最强烈的坚守。
就这样在尘世中彼此牵挂吧， 彼
此思念吧， 直到灰飞烟灭。
（
作者系徐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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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开始拿他从事的事业逗乐时，
你很难知道他是在笑还是在哭。
—《米格尔街》
——
海滩、 太阳和日光浴的概念出现在一九
二几年，和游轮一起。 所以如今似乎很自然而
且正确的海岛之美丽的概念， 事实上来自外
部 ，通 过 邮 票 、旅 游 海 报 和 上 百 种 旅 游 书 ，颠
覆了旧感受、旧联想。 在此之前，这些海岛被
认为是古老的种植园和鞭子挥舞的地方。
—《看，这个世界》
——
她曾感到孤独，她说。 变得孤独意味着什
么？ 她说她头脑里有成为山坡上最后一棵树
的景象：其他的树全被砍到了。
—《南方的转折》
——

不牢， 桑叶脱落， 红汁染于被褥间， 白帐白被皆
成斑斓色， 令父母哭笑不得， 徒惹一顿棍棒。
采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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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六记
□ 陆兮兮

暇时， 读清人沈三白之 《浮生六记》， 为其真
情、 清趣所染， 忆幼时之事， 亦有盎然之趣， 遂
作 《仲夏六记》 以效颦。

姑母之村四面皆环水， 河沟如网， 莲藕遍生。
七月初， 荷花盛放时已有嫩菱藏于莲叶下， 午后，
顽童聚于树下， 无所事事， 有女名为春华者提议
采菱， 众人顿觉口中生津， 皆附之。 遂解岸边之
舟， 大小六人皆登舟， 年长者不过十二三岁， 年
幼者方七八岁。 今日思来心有余悸， 当时却不知
险为何物。
春华掌篙， 吾等坐于船侧划水， 迤逦而行，
拐入一港汊之中。 满河遍生菱蓬， 白花如星， 蜻
蜓若织， 时曼舞半空， 时轻点水面， 有无上清野
之趣。 六人分于两侧采菱， 剥而食之， 清甜可口。
忽见一大水蛭伏于菱叶之上， 此水蛭体型硕大，
然并不嗜血， 名为： 道子蚂蝗。 遂起恶作剧之心，
以蚂蝗掷于邻近者素琴脚面， 琴大惊， 慌跳， 一
脚踩空， 坠入河中。 水下菱蔓水草纠缠， 素琴险
丧命矣！ 幸春华力大心细， 处变不惊， 方救人上
船， 然琴之凉鞋失于水中， 已无觅处。 吾倾囊购
相同之鞋偿之， 幸未被双方父母察觉。 懊恼良久，
恶作剧者， 终损人不利己也。

半夏

虾趣

余童稚时， 每逢仲夏， 皆至姑母家小住数日。
姑母乃吾父之姊， 嫁与邻村渔人为妇， 育一子一
女， 女幼吾半岁， 子甚小， 尚牙牙学语。 姑父母
与人善， 宠吾甚。 至其所， 立有自由自在， 无法
无天之感， 故视姑母家为无上乐土。
夏至后， 姑父携表妹划小舟迎吾。 两村水路
不过四五里， 河甚宽， 因两侧丛生菱藕、 菖蒲、
茭白、 芦苇等物， 仅剩丈余水面供舟楫往来。 水
甚清， 河底鱼虾历历可见， 怡然戏于水草之间。
舟行甚疾， 双桨交错， 已至数丈外。 碧波轻漾，
草随波动， 惊起幼鹜数只， 展翼凌波， 若武林绝
学“水上飘” 之姿。 行至荷塘处， 央姑父停舟，
摘荷叶大如锅盖者， 去柄留边， 作披肩、 窄裙，
小如脸盆者覆于头上当遮阳凉帽， 装扮毕， 与表
妹相视而笑， 双手合十， 彷莲花童子哪吒也。
泊舟登岸， 姑母已备午茶于案。 虽美味当前，
已无心尝之， 方见河中游泳者众， 心痒难挠， 急
于入水与其共嬉也。 囫吞半碗茶馓， 疾奔河边，
褪去衣衫， 仅余短裤， 轰然入水， 潜泳至河中央，
方知腰带松动， 裤遗河边， 浮于水面之上， 众人
大笑， 吾大窘。

里下河之水乡泽国， 鱼虾甚多。 乡人淘米洗
菜皆于河畔， 故常见鱼虾绕码头船只觅食。 不知
何人为始作俑者， 以微毒之药“敌杀死” 兑水，
搅之， 状如稀牛乳， 匀撒河中。 俄顷， 若干青虾
浮于水面， 如醉酒之汉， 东倒西斜， 踉踉跄跄。
以米篓网兜捕之， 不避不让， 自投罗网， 顷刻即
可捕获碗余。 所获之虾， 以清水养之， 换水两三
次， 药性即散， 众虾如醍醐灌顶， 幡然大悟， 争
相夺路而逃。 然已身在盆中， 或烹或煮， 任人心
意尔。
较之河中之虾， 沟中龙虾更为有趣。 此物贪
婪蠢笨， 极易捕获。 余尝捉一蛤蟆， 以砖毙之，
以细绳系于竹杖， 置于龙虾出没之地， 未几， 有
虾探鳌取食， 提绳， 虾以为夺其食， 紧夹其螯，
随饵齐出水面仍不肯放， 终为其贪心所害矣。
不多时， 虾桶渐满， 欣喜而归。 然此虾生于
肮脏龌龊之地， 需置桶中清养数日， 待其吐净污
秽之物方能烹煮。 暗自得意所钓之虾， 每日必把
玩几趟以消遣。 未料， 弄此虾之际未防彼虾， 手
指为巨鳌所钳， 疼痛钻心， 击之仍不肯松， 反愈
钳愈紧。 情急之下， 张口咬断虾钳， 手指已出血
矣， 顿嚎啕大哭。 父笑之： “虾未熟也， 急于尝
乎？”

空蝉

姑母屋后， 植水杉数十株， 皆一抱有余， 已
蔚然成林也。 与村童嬉于林间， 见若干昆虫或伏
于树干， 或卧于泥泞， 皆呆若木鸡。 细查之， 乃
蝉蜕也， 可入药。 嘱村童集之， 待货郎至可易麦
芽糖。 又闻此虫产卵于地下， 十七年后方破蛹而
出， 聒噪鸣于树冠者， 斯也。
天热早醒， 鬼使神差至屋后， 呆坐于树桩之
上。 忽见一蝉蜕裂开， 挤出一乌头绿身之虫， 大
惊， 凝神观之， 此虫正奋力出壳， 通身俱湿， 晨
风袭来， 微颤。 默之良久， 身躯渐干， 忽而生出
双翼， 色如碧罗， 轻若薄纱， 惊讶之余已展翼远
去矣， 地上留一空蝉。
蔻丹

乡村夏日最寻常花草， 莫若夜来香与凤仙。
夜来香暮色初起时开， 摘其花柄， 咂之有蜂蜜之
甘。 花形如喇叭， 吹之， 亦有喇叭之音也。 然凤
仙花更为女儿家所喜， 取色彩艳丽之花瓣， 去柄
与蕊， 加明矾扣于碗底， 捣至糊状， 取少许置于
指甲之上， 桑叶裹之， 细线缠之， 隔夜， 指甲皆
染作艳红， 此乃古法所作“蔻丹”。 然， 常因包裹

流萤

夏夜惬意之事， 莫若众人聚于桥头房顶， 或
坐或卧于星河之下， 轻摇蒲扇， 谈古论今， 说东
道西， 吾等小儿则大啖瓜果， 侧耳聆听诸类鬼狐
异人之怪谈。
某日， 见河沿苇丛中， 有萤火如星， 忽高忽
低， 忽远忽近， 飘忽不定。 顿起顽劣之心， 悄然
弃鞋于楼下， 佯称拾鞋， 溜之大吉也。 邀密友两
人， 备丝袜一只， 无轻罗小扇， 则用芭蕉扇追扑
流萤。 未几， 岸边之萤已半数入囊， 另半数渐行
渐远， 余则锲而不舍紧随其后， 不觉离村舍灯火
已远矣。 月下忽见水面浮出一物， 若人之断肢，
忽忆起流萤为溺死鬼所驱， 流连水边诱幼童为替
身之传言， 顿觉毛骨悚然， 落荒而回， 萤囊亦不
知所终也。
次日， 吾母寻丝袜， 惟余一只尔。 母询， 则
顾左右而言： 昨夜风大。 暗循昨晚之路细察， 见
其挂于槐树枝上， 丝断袜破， 萤已僵死矣。 亦见
河中断肢， 乃一烂瓜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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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是对付一场慢性病。 某天它突然
发作， 于是你梦想着某个早晨醒过来能平安
无事。 渐渐地，你麻木沉沦了，放弃了马上痊
愈、恢复健康的念头。 可以说，你跟那毛病相
安无事了。 可时光依旧在流逝。 你就这样得过
且过。 它成了无所谓，它成了一种生活。
—《非洲的假面剧》
——

︱

植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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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噢，我想哭。 不是因为新房子一地
狼藉。 不是那种新东西有刮痕或凹痕就觉得
被全毁了的愤怒。 我觉得损毁是表面的，工人
们一早上就能修好。 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
原因。 我就是想哭。 我伏在方向盘上要哭，但
是我哭不出。 痛楚依旧，难以释放，我感到的
难以名状的痛苦无法排解， 我知道这是彻底
的绝望。
—《模仿者》
——
也许日复一日，时间不该如此宝贵。 也许
当日常事务变得如此紧张， 时间很容易扭
曲。
—《抵达之谜》
——
小说是编造的东西， 这几乎就是它的定
义。 但同时，它又应该是真实的，得自生活的，
即小说的一个要点是， 小说来自对虚构的部
分抛弃，或者说，透过虚构作品看到了某种现
实的话，这部作品就是小说。
—《康拉德的黑暗我的黑暗》
——
事情在发生， 但最终什么也无法保
—西班牙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留下来
留——
的只有人， 他们的过去无法在任何一本历史
书里找到。 皮克顿成了一条街道的名字，除此
之外， 没人知道更多……文献记载中的奴隶
没有自己的面孔，他们沉默，没有名字。 没有
任何故事。
—《失落的黄金国》
——
我在遗憾荒废的岁月。 我在努力应对由
于我父母的行为而带来的怒火——
—尽管那怒
火出自对他们的行为， 源于对他们内心所有
的最高的爱的深深了解。
—《南方的转折》
——
世界前进得如此之少，就像开始时一样，
依然需要用言辞来掩盖事实。 在四百年的时
间里，语言并未揭示多少新事物。
—《看，这个世界》
——
人们在生活中把这种情感当作某种私密
的东西。 大街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点这
种情绪深锁内心。 这并不是秘密，是还未被注
意的我们生活残酷性的一部分， 是我们过去
不想深究的东西。 现在，所有私密的情感都一
起流入到一个共同的池塘， 在这个池塘里每
一个人都找到了支持。 每一个人，不管地位高
低， 现在都能以更高真理的神圣意义之名交
流私密的情感了。
—《世间之路》
——

奈
保
尔
奈保尔（1932年8月17日-2018年
8月11日），英国印度裔作家。 1950年
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 1955
年定居英国，并开始文学创作。 主要作
品有 《通灵的按摩师》《重访加勒比》
《非洲的假面具》等，曾获布克奖、毛姆
奖、诺贝尔文学奖等，与石黑一雄、拉
什迪并称“
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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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恩典
——
—读韩开春 《雀之灵》
□ 高玉飞
《雀之灵》的作者韩开春是我的
文友，也是我的同事。 对他的作品，
我自然并不陌生。 缘于“近乡情更
怯”，我从来不敢对他的作品加以置
喙，唯恐词不达意，说不出心中的欢
喜。 这次，我终于敢不揣浅陋，冒昧
谈谈我对《雀之灵》的阅读感受。
多年来， 韩开春一直坚持回望
童年， 将自己儿时生活的小村
庄——
—时庄， 作为他营造文学园地
的空间。 我没去过时庄，但我相信，
时庄应该和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差
不离， 同为苏北这片广袤平原上一
个巴掌大的地方。 但不同的是，时庄
里的鸟鱼虫兽，成了韩开春“自然文
学”创作的源泉，这是他之幸。 个人
认为，《雀之灵》 是韩开春以向鸟儿
致敬的姿态， 给予生他养他的时庄
最好的回报。
“自然文学” 发韧于何时何地，
大概谁都说不清， 因为东西方文学
的源头，总是闪动着她的身影。 但长
期以来，“
自然文学” 始终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 甚至国内文坛至今也
没重视，就连美国接受和承认“自然
文学”， 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
始。 人们对“
自然文学”开始关注，应
当归功于美国作家梭罗。 他将自己
独居瓦尔登湖畔的所见、 所闻、所
思，以18篇散文结集成《瓦尔登湖》，
讲述了人的内心渴望、冲突、失望和
自我调整， 以及调整后再次渴望的
复杂的心路历程， 传达了脱离物欲
回归自然的主张。《雀之灵》与《瓦尔
登湖》 一样， 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方
式，以优美细腻的文笔，亲身的观察
体验，描绘了大自然的丰富旖旎、波
澜壮阔。 不过，与《瓦尔登湖》不同的
是，《雀之灵》 还时常流露出对人类
破坏大自然的不满与愤慨， 散发着
悲天悯人的情怀。 比如作者在叙述
了那场声势浩大的“除四害” 运动
后，写到“
好在时间不长就有专家出
来说，麻雀的食谱并不以谷物为主，
它的口粮的主要成分还是各种害
虫，对农民来说，是利大于弊。 人们
一听这话，知道是冤枉麻雀了，才赶
紧把它从‘四害’的行列中开除，停
止了对麻雀的剿杀行动，这样，麻雀
才侥幸逃脱了被灭绝的命运。 到我
出生以后并开始记事时起， 麻雀又
成群结队地在庄子上到处蹦跳、叽
叽喳喳了， 好像压根儿就忘了十几
年前人们对它们的所作所为了。 从
这一点来看， 麻雀是不记仇的鸟
类。 ”“不记仇”三字，将麻雀的慈悲
情怀，智慧地表达了出来，让自诩为
万物灵长的人类自叹不如。
“
自然不掺杂半丝人情。 谁抵抗
它，谁就被一脚踢开；谁顺从它，谁
就承受其恩典。 ”著名原子核物理学
家、日本物理学之父长冈半太郎说。
《雀之灵》 充满了对自然的热爱，作
者也享受着自然回馈的恩典。 燕子
的美善、喜鹊的神圣、乌鸦的率性、
八哥的可爱、画眉的温良、苦哇子的
悲情……或美其容，或丽其颜，或妍
其态，或宛转其喉。 我个人以为，《小
翠》 一文颇具代表性。 作者开宗明
义：“好久没见到小翠了， 有时候还
真有点想它”。 接着，援引野史杂闻，
写人们对翠鸟的热爱，引出“我在时
庄生活的那段时光， 常常一个人偷
偷地钻进黄夹滩的芦苇丛中， 和我
的好朋友们约会”，乃至“时间长了，
我还想去捉一只小翠来， 好零距离
地和它亲密接触”。 从人的本性来
讲， 天生对于大自然有着与生俱来
的亲近感， 对山川草木鸟兽鱼虫有
着天生的喜爱与眷恋，因此“自然文
学”更容易引起孩子们心灵的共鸣，
犹如儿女对母亲的依恋、 游子对故
乡的深情。 热爱自然，歌颂自然，是
永远的话题。 在全球城市化进程日
益加快的当下， 人们对于自然的向
往更加强烈。 或许因为回归自然，是
每个人心口那朵绽放的红玫瑰吧。
“全域旅游，全新追求！ ”为适应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国
家旅游局办公室印发通知， 确定
2018年为“美丽中国——
—2018全域
旅游年”。 韩开春所居住的小城盱
眙，入选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名单。 我想，倘若当地政府能够
借助其“自然文学”的影响力，加强
周边产品的开发，比如建造百鸟园，
应该会引起强烈反响。
如果我的设想真的实现， 游客
们在百鸟园中诵读《雀之灵》，那将
是一种何等美好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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