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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长征的散文集《乡间游戏》，
分器物篇、启智篇、风俗篇、光阴篇
和田园篇。可以这么说，在这五个篇
章里，几乎囊括了我们儿时玩过的
那些小把戏，语言简练隽永，读来令
人童趣飞逸。

乡间游戏是一把记忆的钥匙，
能打开许多人的童年。打陀螺、丢手
绢、吹柳笛、跳猴皮筋、荡秋千……
谁的童年离得开游戏的陪伴？谁又
不是在游戏中跌跌撞撞长大成人？

作者宋长征是山东人，南北地域的
差异却没有造成游戏的差异，这些
游戏就像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一
样，让东南西北的男孩女孩们乐此
不疲，自昏达曙，陶醉其中。

丢手绢，是女孩子最爱玩的小
游戏。几个穿红着绿自以为漂亮的
女孩，扎着羊角辫子，围成一圈团团
而坐。用石头、剪子、布来决胜负，输
的一方在外围奔跑，看哪个得意忘
形放松了警惕，便悄悄把手绢放在
谁的背后，然后继续奔跑，佯装什么
事也没发生过。有人看到了，幸灾乐
祸地笑，表情诡异，努努嘴示意。有
人惊醒过来，才知道大意失了荆州，
忙一骨碌起来去追赶丢手绢的人。
丢者大功告成，见缝插针，补上空
缺，坐下。如此反复继续游戏。

器物篇《丢一只手绢在风中》，
用手绢展开一段往事。作者儿时的
同学“洋人”去相亲，自行车是借的，
皮鞋、西服和手表也是借的，只有绣
着两只鹅的手绢是自己的。手绢代
表着整洁，有事没事，哼哼鼻子，用
手绢一抹，潇洒地塞进兜里。“洋人”
用手绢赢得了一位乡村女孩的芳
心。然后作者从丢手绢游戏说到西
单女孩唱《丢手绢》，又说到手绢源
于黎族，是黄道婆把手绢带到了中
原。在这一篇文章里，可以看出作者
丰富的知识积淀，他还告诉读者，托

尔斯泰不但是文学大师，也是一位
八卦高手。托尔斯泰说，有一次拿破
仑接见马尔科夫，他想通过这位公
使验证一下自己的威名是否远慑俄
国。于是掏出手绢，装作不小心丢在
地上，期待马尔科夫能捡起来。却不
料，马尔科夫识破了他的诡计，也掏
出手绢丢在拿破仑的手绢旁，然后
弯腰捡起自己的手绢，而不管拿破
仑的手绢。这是两条斗智的手绢，主
人在不动声色的博弈中显示出各自
的风范。在文章的结尾，作者联想到
击鼓传花的实质应该与丢手绢大致
相同，数十人围坐一起，鼓声响起，
形式上的花朵在手与手之间传递，
鼓声停，花朵在谁手里，谁就主动站
出来，喝酒或表演节目。这样的阅读
像是一次旅行，时时勾起回忆，又时
时有快乐跳出来。

仿佛所有的游戏都是一个小小
的计谋，它在考验人们的耐力和智
慧。全书 62 篇，每一篇里总有一个
人物的命运与游戏有关。于是，这
62种游戏就是打开记忆的钥匙，带
你重返童年的现场，捏泥人、弹弓、
木偶戏、抓子儿、吹肥皂泡……在

《借一片老瓦度化此生》里，作者写
了打水漂游戏。“打水漂者，看似无
聊透顶，实则在揣度，在思考。水是
流动的，瓦片是静止的，一旦飞入水
面，扑棱棱就溅起一溜水花。”与作

者曾一起打过水漂的兄弟五子，举
债结婚，然后去海上工作平台做焊
接，台风起，工作台倾覆。五子被找
到时已是事发之后的第七天，早已
面目全非。作者感叹，“下一个春天，
是否还能看见村庄里的老瓦，以飞
翔的姿势，划过虚无的万里长天？”
怎不叫人唏嘘。

在 70 后、80 后的童年中，各种
培训班尚未普及，游戏担负了一部
分教育与教化的功能，在乡间尤甚。
放风筝训练人的沉稳，打弹弓锻炼
人的眼力，滚铁环培养人的平衡感，
拔河考验的是气力和耐力……寒风
中，在一块空旷的道地上，几个女孩
子围在一起，边唱着《马兰谣》，边跳
橡皮筋，自家的狗在一旁观看着。跃
不过去的时候，狗走来走去，想要替
你使把劲。那时候，是多盼望长大啊，
长大了就能飞得更高，跳得更高。当
年的伙伴，还记得我们一起用一枝蓍
草来占卜未来吗？还记得把无数的萤
火虫装进瓶里点亮夜空吗？

著名文学评论家邱华栋给这本
书的荐语是这样的，“宋长征是一个
当代散文怪杰，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就是身处底层，以自己独特的视角，
借用游戏之眼，在书写乡村风物的
同时勾勒出悲喜人间。”是的，宋长
征的确是拓展了乡土散文的书写空
间，读来非常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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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厘子

久闻雷默老师大名，但真正识
荆却是上个月。4 月 9 日，我去参加
同心文艺之家举办的主题为“文学，
我们这个时代的爱与怕”雷默新书
分享会，得见作者本尊，听他分享自
己的文学创作经历，并收获他的新
作——中短篇小说集《追火车的
人》，请他在扉页题签。

新书装帧精良，封面夺人眼球，
封底则是程永新、施战军、马原、谢

有顺等四位文坛名家对雷默小说的
评语，颇多溢美之词。腰封上的几句
话尤为“吓人”：先锋残云飘散之际，
硬汉小说挟电来袭。霹雳手“断”，赤
子心肠，只为血缘——以雷默兄鲁
提辖也似的身板，称之为“硬汉”，倒
也毫不夸张。书不算厚，只收录了作
者的 10个中短篇小说，书名即以其
中唯一的中篇小说《追火车的人》命
名，想来该篇就是本书的扛鼎之作。

折页上介绍，雷默已在《收获》
《十月》《花城》等纯文学大刊上发表
小说 60 多万字。据我所知，雷默并
非科班作家，他大学专业是化学，与
文学相去甚远，正式从事写作的时
间也不长，且以创作中短篇小说为
主，能在短短几年内达到此等规模，
真是才华横溢！

讲实话，当代小说我看得极少，
雷默小说更是头一次看，好在篇幅
短，这一看，就看进去了。整本集子
认认真真地看完，10篇佳作皆有可
观，不过以个人口味来说，印象最深
刻的是《追火车的人》《傻子和玻璃
瓶》《告密》三篇。《追火车的人》显然
更出类拔萃，小说即将被改编成电
影，也说明了实力。说到电影，我总
不免把《追火车的人》同赵本山主演
的电影《落叶归根》联想到一块儿
去，二者讲述的都是一个看似荒诞
不经的故事——“千里送尸体”。小

说中主人公程啸的父亲被运煤的火
车意外撞死，尸体入殓时却发现少
了左手，孝子程啸不顾众人反对，执
意千里迢迢追赶火车到山西，要把
父亲的残肢找回来，居然还真的找
到了。于是他千方百计一路携带断
手回家，眼看着就要到家，结果一
个疏忽，断手让野狗给吃了。最后
程 啸 毅 然 砍 下 自 己 的 手 ， 烧 了

“捎”给父亲作为替代。而电影中
赵本山演的“老赵”是个农民工，
工友刘全有意外死在工地，为了不
负好友生前之托，他决定收了全尸
回乡安葬。这一路背尸跋山涉水、
费尽千辛万苦，最终还是没能保住
尸体，只得就地火化，把骨灰送回
亡友老家。

《傻子和玻璃瓶》 的结局则使
我想起了 《廊桥遗梦》。山村“童
养媳”兰梅偶遇外来的年轻旅行家
余军，芳心暗许，本想随他远走高
飞，终究不忍心抛下共同生活多年
的养父母及傻哥哥而最终选择留
下，这与《廊桥遗梦》中乡村主妇
弗朗西斯卡邂逅远来的摄影家罗伯
特·金凯并产生“婚外情”后，最
终为了维系现有家庭而与男主角痛
苦分手的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最后一篇《告密》中，国光
的爸爸磨刀霍霍，扬言要杀邱老
师，“我”和其他人听说后觉得很

恐怖，可谁也没有及时去通知邱老
师防备，结果一直蒙在鼓里的邱老
师真的被国光爸爸一刀刺死了——
读到这一桥段时，我第一反应就是
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事实
上，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李少
红导演就将这部拉美经典小说改编
成了中国乡村题材的电影《血色清
晨》，同样发人深省。

通观这部小说集，魔幻现实主
义色彩浓厚，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文
学素养积累的源头在哪儿。但根植
于欧美的现代派小说的元素并不适
宜直接搬用到中国小说里，而雷默
的小说，在这方面明显做了成功的

“移植”。诚如大名鼎鼎的先锋派小
说家马原评价：“雷默的小说具备了
西学背景下的中国叙事的特质，是
现代派小说与中国土壤的一次文学
结亲，我相信他能走得更远。”

在这 10 篇小说中，多次出现
了地名“三七市”，有一篇甚至专
门以此冠名，这当然只是个虚构的
地方，尽管我们知道现实中余姚有
个三七市镇，大约因为作者曾在那
工作生活多年，所以情有独钟吧。
我们不妨做个大胆的期许，说不定
有朝一日，雷默笔下的“三七市”
也会同莫言小说里那个亦真亦幻的

“高密东北乡”一样出名。

现代派小说的中国式叙事
——雷默小说集《追火车的人》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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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撂地儿》

《我们飞》

《门对孤山：丰子恺与杭州》

三味书屋

潘 琪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
群，可以怨”。“诗”，在此特指五经之
一的《诗经》，但窃以为在中国传统
文化范畴中，广义的“诗”不囿于那
著名的三百诗篇，而是可以跳出那
个狭窄的框架指向一切的艺术作品
——可以是 19道纵横的手谈，可以
是“翩若惊鸿，矫若游龙”的书法，也
可以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古
画。

《古画之美》正是湘西作家九妹
借古画来“兴观群怨”的载体。她欣赏
河东君的《月堤烟柳图》，品味徐文长
苦涩的《墨葡萄图》，探寻禅僧牧溪的

《潇湘八景图》，揣摩苏轼的《潇湘竹
石图》，憧憬张岱笔下的梅花书屋，尤
爱八大山人性情的清俊、生命的奔
突、夸张的丑陋、极度的寒冷。她写人
赏画不是单纯地抒写情感，而是带着
植物学家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去挖
掘，将人、历史、自然交融。

晚明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说：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
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九妹嗜画如命，这是她“深情”“真
气”的表现。在《古画之美》里，她谨
慎地选取了 12位古画名家，依照他
们的秉性、生平、画作，别出心裁地
一一对应月份——这月份不再是简
单的数字，而是文雅别致的花名：

一月是柳月，是“我见青山多妩
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柳如是，
是“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
中”的河东君，是“为得风骚趣，柴门
迥不开”的我闻居士。这个忠贞爱国
的奇女子，诗、书、画无所不能，其

《月堤烟柳图》更是现存第一件女性
画家创作的山水画。

二月是花月。徐渭，中国“泼墨
大写意画派”创始人，与解缙、杨慎
并称“明代三大才子”。在他的青藤
书屋两侧有一对联：“几间东倒西歪
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 14个字道
尽徐文长的坎坷身世、半生落拓。很

早我便知道他和他的《墨葡萄图》，
在央视一档纪录片里，徐渭被称为

“东方的梵高”：七年牢狱、八次乡试
不第、九次自杀，自残双耳和睾丸。
墨葡萄成了他的象征，一如梵高笔
下的向日葵。纸本上的浓、淡、枯、
勾、点、抹，亦爬满了他人生的寂寞
和凄迷。

三月是桃月，与之相关的是“花
开之暮，我身所寄的京城，归来去
兮”的日本画家与谢芜村。

四月是梅月。对应的是南宋画
僧牧溪。他的《潇湘八景图》在南宋
末年流入日本，对日本美术史产生
巨大的影响。《潇湘八景图》是一幅
长且大的画卷，若要欣赏必得拿在手
中左右手不停卷，画面便在一米多宽
的纸上延伸，从渔村夕照到山市晴
岚，再到烟寺晚钟、潇湘夜雨、江天暮
雪、平沙落雁、洞庭秋月，最后归于远
浦归帆。倘使一直望着山水必定会倦
怠，此时留白给了人们喘息之机，“天
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空蒙清寂

的韵味自在其中。
五月是蒲月，是“寂寥抱冬心”

的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
六月是荷月，是“墨点无多泪点

多”的八大山人。他的鸟如九妹所言
“是那种看一眼就忘不了的怦然心
动”，他的山水有着山火灼烧后的焦
灼与枯寂，花也是一副孤傲离群的
表情。

七月是兰月，八月是桂月，九月
是菊月。十月是阳月，十一月是葭
月，十二月是腊月。

一年十二个月，经九妹的妙笔
一雕琢，月月年年都有细碎的瓣儿
落到案牍的古画上，萦绕着浅浅的
花香。

读罢，我念着“人无癖不可与
交”，由衷地感叹道：陶庵所言甚
是！有癖之人有着明亮并不刺眼的
光辉，有着无须声张的厚度，有着
独立却不孤独的心灵，与之交往必
是共情，必是交心。而九妹大抵便
是如此吧。

人无癖不可与交
——读《古画之美》有感

早在宋朝，就有艺人在街头
演出，他们依靠自己的表演才能，
获取酬劳的同时，也为广大市民
提供了一条欣赏通俗艺术的便捷
途径。旧时，北京的天桥地区、天
津的“三不管”、南京的“夫子
庙”和上海的“大世界”都是当
时民间艺人切磋交流、献艺竞技
的重要场所，通俗戏曲、说唱、杂
技等，汇集于此。但长期以来，述
及这方面的专著鲜有面世，《撂地
儿》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这一缺憾。

何谓“撂地儿”？就是平地露
天表演。北京天桥地区曾聚集不
少江湖艺人，他们身怀绝技，为了

养家糊口，就在露天平地上画个
圈，作为临时的演出场地。讨生活
的艺人将其视作一块饼、一口锅，
如此白手起家，行内戏称“平地抠
饼”。所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
什样杂耍和百样吃食”就是对那
个区域的形象描写。本书作者依
据一批原始资料，以及对天桥文
化的热爱，花了 4年时间，将那
个时期“撂地儿”的风貌跃然纸
上。

《撂地儿》 讲述了 40位天桥
老艺人的沉浮命运，如马三立、
侯宝林、连阔如、新凤霞等家喻
户晓的曲艺家，通过评、弹、
说、唱等喜闻乐见的技艺，为当
时文艺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金皮彩挂，全凭说话，在作者
眼中，老艺术家们不仅是曲艺界的
角儿，更是人生路上的角儿。这些艺
人成名成角之后，为了发展与传承，
不断提携后进，艺人间的合作之情、
师传之谊，同样令人感动。

（推荐书友：戴骏华）

《我们飞》是瑞士著名作家彼
得·施塔姆的短篇小说集，收录其
中的 12个短篇小说，生动体现了
施塔姆的写作文风：叙述冷静、行
文精简，通过对人物复杂心理的
刻画，深刻揭示欧洲人在当代生
活中的困境。

施塔姆说过：“我有时将短篇
小说比作室内乐，只有几种乐器，
却能聆听到每一个音符。我喜欢
精简、浓缩、清晰。”而这种特色，
在本书中格外明显。在《三姊妹》
中，作者写出了生活的某种荒诞：
海蒂，一个长得像未成年人的女
孩，在她父亲认为读书纯粹浪费
时间、连高中都不让读的情况下，

毅然乘上火车赶赴维也纳去报考
美术学院，又在中途下车，与比她
大 10 岁的男子相识、同居，最后
怀孕生子。在婚礼上，海蒂的父亲
发表了一番演说，取笑自己的女
儿带着艺术家的梦想出门，却怀
了一个孩子回来。当时，海蒂的丈
夫神情尴尬，而海蒂却像捧着奖
杯似的，微笑着把孩子举到空中。
在《期待》中，作者写出了人与人
之间的陌生：“我”是一个单身女
人，爱上了住在楼上的男孩，却对
他一无所知。住在楼下的“我”，平
时能听见他来回走动、梳洗、上厕
所。“我”觉得我们不在一起的时
候，只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却离得
更近。

施塔姆认为：其实作为一个作
家，在创作中是一个“独裁者”。但是
尽管这样，还是要把“独裁者”隐藏
在比较主观的个人的身后。

（推荐书友：虞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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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地方，与丰子恺结下
了不解之缘，那就是杭州。他在此
少年求学，中年闲居做“寓公”，缘
缘堂被毁后又暂居于此。杭州为
丰子恺留下了温暖的回忆，无怪
乎他要将它视为“第二故乡”。

对他的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
的三个人，也相识于杭州——文
艺启蒙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文
学启蒙老师夏丏尊、人生导师兼
忘年交马一浮。《三访陋巷》记述
了丰子恺三访马一浮，由此精神
上受到三次启迪。抗战时期，嘉兴

被轰炸，丰子恺携全家投奔桐庐
的马一浮处，由此引出《桐庐负暄
续前缘》。此后，他辗转于桂林师
范、浙大、重庆艺专之间任教授
课。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欲重返江
南，突闻恩师夏丏尊去世的消息。
与三年前由遵义迁重庆，忽得弘一
法师往生的电报一样，悲痛难忍。
由此引出《几人相忆在江楼》，深情
回忆与夏先生的交往。

之后便是本书的第五章《回
归，重返江南之后》。前四章分别
是《缘起，湖上的学子》《浮生，在
沪杭道中》《闲居，杭州做“寓公”》

《逃离，河山只在我梦萦》。最后一
章为《缘尽，最忆是杭州》。再加上
前言《一人，一城，一生》和后记

《与丰一吟老师的一次闲聊》，构
成了本书的整个框架。

（推荐书友：黄孟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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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记忆的钥匙
——读宋长征散文集《乡间游戏》

好看 斯人 （六题）（笔记） 余志刚
人性视角：掌现代的灯探照历史的幽影 （简评） 谢志强

小说 图画课 （短篇） 俞 妍
宋河 （中篇） 林培源
进藏记 （短篇） 陈令孤

诗歌 在佛光里行走 （组诗） 王学芯
青瓷和杨梅 （组诗） 李郁葱

散文 诗经里的堇菜 （中篇）（甬城笔记专栏） 柯 平
你好，忧愁 （四题） 简 儿

评论 建设北路上的阿拉比 李 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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