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建树

接到吕群新出版的《旧船票》一
书，我就乐了。我笑着问她，你的这
一张旧船票是想登上谁的客船呢？
她也笑着轻声作答，自己呗。

是啊，为什么不能就是自己呢？
就像作者在书中写的那一个追求自
由、追求爱情、不慕权贵的女子苏小
小，历史上有关她的资料并不多，但
有一首诗不仅留了下来且广为传颂
着：“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
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这就够了。

作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宁波女
子，因工作需要，来到“上有天堂、下
有苏杭”的杭州。完全不同的生活环
境和相处人群，会在一个人的心理
上产生多大影响呢？就如吕群自己
所写的，宁波与杭州相距不过区区
150公里，却是“百里不同俗”。在第
一部分“杭州人宁波人”的文字中，
她写道：要我说，杭州人骨子里的底
气来源于“东南形胜，三吴都会”，也
即是来源于到底不一般的见多识广
的南宋小朝廷曾经的皇都，更来源
于有过岳飞、有过苏轼、有过李叔同
这些文化大伽们久远的气息。杭州

既有着赏心悦目的美景，又有着非
同一般的人文，作者在书中强调说，

“这一点真的是不服不行：看着杭州
西湖边人山人海的中外游客时，内
心里会很自然地与宁波东钱湖边的
冷僻和清静作起对比来。”对比的结
果，老实的作者不能不写出“相比之
下，宁波就实在得多”的结论。作者
大约是担心宁波的读者会因这种对
比而心里不安，因此又进一步劝慰
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虽然从感
情上更加依恋的还是作为家乡的宁
波，不过，能在两地之间这样生活工
作着，另一地的风景开拓着自己的
视野，也应是上苍的厚爱吧；与一座
城市结识，并且要努力爱上她，那就
得与她一起同甘共苦吧。”

作者很明确地在书中点明了自
己打工者的身份，“从没想到人到中
年却成了异地的打工者。”对已届中
年的她来说，必须面对工作、生活
中的各种“水土不服”，这是她的
心声，本书所写的也正是她这一段
打工生活留下的深深的烙印，或者
说是被现代与传统冲撞得不知所措
的真实心理记录。书中总题为《一
路向西》的这一辑文字，又被分列

出“初到杭州”“写给杭州”等 10
多个小节。

有人说，作家是思想的动物，
图书是精神的呈现。吕群在文化积
淀深厚的杭州待了这么长时间，肯
定会有很多关于文化和历史的感
触，这正切合了“散文写作需要文
化精神宽度”这一说法。就如现实
生活中的挖井，只有先挖开足够的
宽度，才利于进一步往深度掘进。
杭州这座曾经的古都，为吕群打开
了广阔的精神宽度，让她在写历史
时不显得轻薄，写人写景时不落俗
套，写现实时不显琐碎。如她写在杭
州的时尚音像店听邓丽君的歌那一
段，不由分说地也撞到我的心里去
了。作者写道：“照理说，撞到心里去
的东西一定很有些分量，但邓丽君
的歌声不同，她属于流行，属于轻的
音乐。这么轻的东西能撞到心里去，
一定有别的深意，因为她更属于一
种符号，一种属于我们那代人的青
春符号。记忆于是从曾作为南宋故
都的杭州街头开始向后张望。”

作者酷爱摄影，精选了在杭拍
摄的多幅照片编入正文之中。说到
摄影，就不能不说苏堤，于是就有

了《西子湖畔读东坡》一文。作者
说：“在西子湖畔读东坡是最相宜
的。如能散步到苏堤上去读，说不
定还能跟东坡先生心心相通一回
呢。苏东坡是我最喜爱的一个词
人，或者大而广之地说，苏东坡是
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个人。这镜头
中的苏堤便成了这个最完美的人为
后人留下的杰作了。”作者将看似
孤立的瞬间图像与文字对接，为读
者提供了一个具有前后关联性的意
义空间，也让文字在有限的空间里
展示出更大的时间背景和容量，从
而使这一本看来并不太厚重的书，
成了一部图文并茂、结实耐读的散
文随笔集。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崔海波

今年 4 月 10 日，第 101 届普利
策奖获奖名单在哥伦比亚大学公
布，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
获 得 小 说 奖 。科 尔 森·怀 特 黑 德
1969 年出生，毕业于哈佛大学，被
媒体誉为“美国在世作家中最出类
拔萃的一个”。他迄今写过 6 部小

说，2部非虚构作品，《地下铁道》出
版于 2016 年 8 月，11 月就获得美国
国家图书奖。

《地下铁道》的故事背景大约在
1850 年前后。为了能达到期望中的
阅读效果，我特意恶补了一些听起
来耳熟却又一知半解的名词，比如
蓄奴制、南北战争、《逃奴法案》、废
奴主义者、猎奴者等。

小说开头第一句话就点出这是
一个关于逃亡的故事：“西泽第一次
去找科拉谈北逃的事，她说不。”科
拉是位十六七岁的非裔小姑娘，出
生在佐治亚州的种植园，科拉的外
婆是被贩运到美国的非洲人，母亲
生而为奴，抛下科拉独自逃跑。孤单
的科拉多次受到奴隶主和男性奴隶
虐待，最后也选择了逃亡。过程艰辛
自不必说，身后还有奴隶捕手紧追
不舍，不过小说最后的结局是乐观
和充满希望的。

在历史上，奴隶买卖曾是一种
产业，奴隶既是人，也是物品。小说
前半部分，有相当长的篇幅讲述了
奴隶们悲惨的生存境遇：科拉的父
亲跟不上长途跋涉的步伐，奴隶贩
子便拿大棒敲他脑壳，又把他的尸

首丢在路旁；科拉的外婆在前往要
塞的长路上，几次易主，由一个奴隶
贩子卖给另一个奴隶贩子，换取货
贝和玻璃珠；奴隶主把男奴隶的男
根割掉，塞进他的嘴巴；康奈利剥掉
奴隶们的一层皮，蘸着辣椒水，用力
搓他们血肉模糊的脊背……

当时的美国南方是蓄奴州，北
方是自由州。科拉出生在南方，从未
走出过种植园，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是怎样的，在她的认识里，奴隶的命
运就该是逆来顺受的，她甚至一度
怨恨逃亡的母亲。但残酷的现实让
她忍无可忍，虽然不确定的前程预
示着更多危险，但血液中叛逆的因
子促使她选择逃离人间地狱。逃亡
的途中，忍饥挨饿、提心吊胆是常
态，以至于到了晚上，为了稳妥，她
只好爬到树上，像浣熊一样睡觉。是
强烈的信念支撑着她涉过沼泽地，
穿过幽暗的森林，顺着秘密的地下
铁道，一路向北，投奔自由。

“地下铁道”是个时代感很强的
名词，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是
指 19世纪上半期，帮助黑奴逃往自
由州和加拿大的地方网络系统，凭
借救助者和被救助者的共同行动得

以运行。逃亡的途中，有猎奴者的追
杀，也有废奴主义者的善意救助。小
说就是沿着科拉的“逃亡、被抓、再
逃亡”这一线索展开惊心动魄的故
事，情节紧张刺激，环环相扣，让人
欲罢不能。

随着故事的铺开，科拉极富魅
力的品格一一展示，她坚强、勇敢、
自信，这一切源于心灵深处对自由
的强烈渴望。今天我们读科拉的故
事，会感觉她的生存状态有点不可
思议，似乎距离我们非常遥远，但算
起来也就发生在100多年前。

小说《地下铁道》的封面有这样
一句话：“人生终须一次妄想，带领我
们去那从未到过的地方。”据说，当年
美国南方奴隶北逃成功的概率只有千
分之一。对科拉来说，留在佐治亚州的
植物园里做奴隶，苦难和绝望一眼望
不到边，既然如此，何不逃亡，万一抵
达自由州了呢？

科拉的逃亡故事像是一个寓
言，告诉读者：梦想不会在犹豫不决
中结出果实，与其囿于困境中自艾
自怜，不如勇敢地迈出改变命运的
第一步，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
也要付出千分之千的努力。

人生终须一次妄想
——获普利策小说奖的《地下铁道》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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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事

车厘子

《聚焦与印象》的封面上有一行
小字，表明这是“一个文学编辑的评
论与随笔”，封底则简洁归纳了该书
的主要内容：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现
当代重要作家和作品的评论随笔
集。第一辑聚焦中国现代派小说家
穆时英和诗人穆旦的作品；第二辑
评述莫言的代表作品，记录莫言
2012 年赴瑞典领受诺贝尔文学奖

的全过程；第三、四辑，有对于苏童、
残雪、阎连科、陈丹燕等作家作品的
评论和随笔，也有对中国后现代先
锋小说的深入研究。

关于作者曹元勇，因仰慕已久，
我实在忍不住宕开一笔想多介绍几
句。曹先生现任浙江文艺出版社上
海分社社长，是资深出版人、文学翻
译家，编辑出版过草婴译《托尔斯泰
小说全集》、“莫言作品系列”、《张承
志文集》等百余种图书，由其责编
的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和格非的

《江南三部曲》 曾分获第八、九届
茅盾文学奖。此外，他还翻译出版
了《海浪》《马尔特手记》《爱经全
书》《已知的世界》《黑色唱片》

《老无所依》《君士坦丁堡最后之
恋》等多部外国文学作品。而这本

《聚焦与印象》，是曹先生本人迄今
为止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文学评
论类的著作，书中收罗的新旧文
章，时间跨度较大，既有写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他求学时代的评论，
也有前几年才问世的随笔。之所以
要捏到一起，用作者后记里自己的
话说就是“主要还是想将结集出版
作为告别过往、重启征途的一次总
结”。

虽说本书所写“基本上都是与
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关的评论或随

笔”，但涉及现代文学的，其实只有
第一辑，而且仅仅集中评论了两位
现代作家，即“新感觉派”首席代表
穆时英和“九叶派”大诗人穆旦。写
穆时英，是出于曹先生自己的兴趣爱
好，当年他为报考华东师大的文学博
士还专门写了相关论文。写穆旦，想
来是因他编选出版过《蛇的诱惑——
穆旦诗文选》。至于后面三辑，全是评
论当代作家及作品的。

曹先生还有一项殊荣尤为值得
一提，那就是他是“中国唯一一位应
邀跟随莫言参加了2012年诺贝尔奖
颁奖盛会的出版人”，由此也不难明
白为何总共只有四辑的书，却要专门
单列一辑写莫言，诚然是“作者与莫
言有着 10多年的出版合作和友谊，
这些文章显示出不同于一般评论家
的角度和见解”。

第二辑中，既有作者回忆自己
与莫言的交往经历和对他小说作品
总体风貌的概述，也有着重对《蛙》
这部经典小说的评论，还有关于莫
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整个事件的评
述和纪实，以及与法国、日本等国翻
译家就莫言及其作品的访谈交流，
可以说是全方位覆盖，内容十分丰
富。当然，我想特别“划重点”的，毫
无疑问就是莫言得诺贝尔奖这件大
事。

曹先生在《讲故事的人走进诺
贝尔奖殿堂》一文开头，就给出了
妙语连珠的点评：“很多年来，诺
贝尔文学奖一直是让中国文学界最
为纠结的一块心病；仿佛得不到诺
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就拿不到走
向世界的通行证，就没有资格与西
方文学平起平坐似的。2012 年，
在诺贝尔文学奖已经颁发了上百年
之后，作家莫言率先为中国文学摘
得这项最有影响力的世界文学大
奖，缓解了这块心病，也打破了笼
罩 着 这 项 世 界 文 学 大 奖 的 神 秘
感。”更让人惊喜的是，书里还收
进了 《安宁之国的文化盛典——
2012 年诺贝尔奖活动周纪实》 一
文。这篇详细记录 2012 年末曹元
勇受邀陪同莫言赴瑞典首都斯德哥
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整个过
程的纪实长文并非首次发表，它最
初刊发在大型文学期刊《十月》的
2013 年第 4 期上，当时的文题是

《莫言：斯德哥尔摩之旅——2012
年诺贝尔奖活动周纪实》，我仔细
对照过，内容完全一致。至于这个
细节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那是
因为幸运如我，当时正好也发表了
一篇文章在那一期刊物上，而且恰
被排印在曹元勇先生的大作之后。
得附骥尾，实属侥幸。

文学桂冠的见证者
——曹元勇及其文学评论集《聚焦与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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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别处的风景开拓视野
——评吕群新著《旧船票》

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
如果没有深入到腹地，可能对它
的多姿多彩缺乏了解。李敬阳

《新疆的七个季节》 用生动的笔
触，描绘了一年四季生机勃发、
令人流连忘返的大美新疆。

作者在前言中说：“新疆有
着如此多的面貌，如此多的风
格，如此多的色彩和情调。行走
于新疆的山川原野之间越久，我
就越来越发觉，至少，对于新疆
的山水风光，是无法概括的。”
作者将置身疆内体验到的不同感

觉分为几个章节展开，分别是
“萌动季——大地的复苏”“山花
季——精灵的歌唱”“阳光季
——阳光在山野间流淌”“华彩
季——个性鲜明的时光”“斑斓
季——大地的交响”“胡杨季
——被金色渲染的时光”和“冰
雪季——童话幻境”。显然，他
不是按照一年四季、自然更迭来
划分图景，而是境由心生，通过
对行游途中真实感觉的及时捕捉
来记录成文。

这本游记吸引人的地方，不仅
在于它将每一处景观细致地描摹
勾画，还将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典
故一一道来。在每篇文章后，还有背
景链接、名词解释、注意事项和周边
景点、美食等附加信息，使这本书的
实用价值进一步凸显。

（推荐书友：朱延嵩）

《燃情书》共 38篇文章，包括
山水行迹、风土人情、冷暖人间、
文化思辨。其中《与一块土地的瓜
葛》一文，我觉得比《燃情书》意象
更明确、要旨更恰切，更能表达孙
曙的故园深情。《瓜葛》开头写景：

“有水塘，半亩一亩，不圆不方。清
浅的水，深蓝。几杆短苇，瘦硬。”
这些文字短而急促，近乎白描，寥
寥数语，情景交融。再后面气息稍
缓，句子变长，作者转而叙述亲人
的亡故。

孙曙在《咸》里写了故乡盐城
的饮食，咸菜、酸菜、菜干，酱油脚
子、苋菜咕、辣椒糊，麻虾子、蟹

蚱、泥螺，无一不是适合围桌而坐
闲话家常时的佐物。吴地多俊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年汪曾祺
先生亦曾乐道《故乡的食物》，讲
了一通咸菜和茨菰的“坏话”，最
后却说“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
汤”。说到底，抚慰我们的，终究是
一碗一碗家常的热汤。

孙曙的游记拿捏得当，主观
审美有相当力度，最撼人的当属

《北》。不说北方而唤之以“北”，这
是一个南人伫立在崩落飞流的壶
口瀑布，为眼前美景所激荡、升腾
而起的对话欲望。

书中还收录了 3 篇评论文
章，分别是《晚期青春期女人萧
红》《公民鲁迅》和《胡适身份认同
性别认同的“徽州叙事”》，它们的
共同点是抓住了“身份认同”这一
核心命题，通过文本分析和人物
经历重新审视作家的形象。

（推荐书友：林颐）

1941 年出生的张晓风，今年
已经 76 岁，说她高龄亦不为过。
36 岁成名的她，被台湾文学界称
为“当代十大散文家”之一，40年
的创作生涯中，她的笔下诞生了
一篇又一篇的经典。这本《孤意与
深情——张晓风散文精选》则将
她的散文精品都收录其中。

孤意与深情，是一对看似矛
盾的词语，可是在张晓风身上却
完美地铺陈开来。《炎凉》中，张晓
风由一张旧年的竹席在初夏带来
的清凉、盛夏带来的燥热及初秋
带来的冰凉，感悟世间炎凉不由
人。《两岸》和《愁乡石》中，化身为
游子的张晓风，观河生忧，观岸生
情，观石生痛，独自品尝着思乡的

哀愁。而《地毯的那一端》作为
张晓风的成名作，将新婚的细碎
记录在册，点点滴滴是对美好的
憧憬。《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以
22 个“爱一个人……”为句式
排比，将日常生活赋予无比的诗
意。不难发现，张晓风的散文，
在冷眼凝视中有挚爱，在安静分
析中亦有激情。《矛盾篇》 三篇
中，分析了“爱我多一点还是少
一点”“渴望赢还是寻求挫败”

“狂喜和大悲”这三种人生选
择。“多”“赢”“喜”，是很多人
第一时间会做出的选择，但张晓
风却从事情的两面性来分析，将
不利的一面转化为有利，展示了
她对生活的热爱与乐观向上的态
度。

因为孤意，所以深情。张晓风
吞下薄情、孤意，却又坚强地凝望
着自己，用她的细腻、善良，将深
情寄托在这世界时时刻刻带来的
悸动之上。

（推荐书友：侯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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