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痕 墨

这是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也
是一个关于追寻的故事，故事的题
目叫“奔月”。在中国文化中，唯
一名正言顺吞下丹药、飞向月宫的
只有远古神话中射日英雄后羿的妻
子嫦娥，然而，鲁迅文学奖得主鲁
敏女士却用灵动笔触塑造了一个现
代版的“嫦娥”——她出于对庸碌
生活的厌倦，选择离开，从而经历
另一种虚妄和禁锢。

《奔月》 的女主人公“小六”
很难说是实施了一场有预谋的出
逃，她只是意外遭遇了旅游大巴的
车祸。劫后余生的小六发现这其实
是一个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绝佳
机会，于是她扔掉了自己的皮包，
拿了一个死难女子的身份证，来到
了距离南京不远的一处名叫“乌
鹊”的小镇，寻找起自己希冀的另
一种生活来。同时，原先的那个小
六自然成为“失踪者”，消失在丈
夫、母亲、情人、闺蜜的视野当
中。《奔月》 属于双线索结构，一
条线蜿蜒于小六用“吴梅”的身份
在崭新轨道上开启的人生，另一条
线写小六的丈夫贺西南无论如何也
不相信妻子已经罹难，于是想尽一
切办法去寻找，甚至联手妻子的情

人张灯，共同按图索骥。就这样，
甚为荒诞却也在情理上完全有可能
发生的一幕幕陆续出现了。

鲁敏写这样一部具有悬疑色彩
的小说是别有深意的，当下那些身
处婚姻围城中的职业女性，内心也
许都存在这一个蠢蠢欲动的“小
六”。她们一定假想过自己大胆迎接
另一种生活的可能：脱离家庭，脱离
职业，脱离原先的人际交流圈，以全
新身份过一种和以往截然不同的生
活。然而这种假想在现实中无疑是
要碰壁的，它并非“娜拉出走”模式，
也不考验我们的生存能力，只会向
你展示生活中一道又一道彪悍至极
的阻碍和桎梏。看《奔月》的后半部
分，就会发现，在作者现实主义风格
的叙述下，一切并没有如小六所愿。

没有逃亡的浪漫主义，一头闯
进乌鹊镇的小六毫无意外地陷落到
另一个仿佛复制于自己原先生活交
际圈的世界当中。“她扔掉什么，就
又重新装备起了什么，且像是可以
无限延续下去”：一样的入职、升职，
一样的被追求，谈恋爱，也许接下来
还会再次结婚。“此小六”渐渐地和
过去的“彼小六”重合起来，真正是

“太阳底下无新事”了。而如果结局
如此的话，那么她这次出逃的意义
和价值在何处呢？这份体验是不是

就证明：现代女性，无论如何都逃不
出固有生存模式的窠臼。小六们的
命运，只能是在外转了一圈后，又乖
乖地回到原地？这一切显得那样虚
幻又真切！乌托邦似的乌鹊小镇最
终在小六的眼中显出了“另外一个
南京”的真相。逃离成了空洞无谓的
挣扎，于是作者急切催促道：“小六
快跑！”可她接着又不得不写：“所有
的小六都将殊途同归地踏入同一条
河流，一条荒谬、奔腾、泥沙滚滚的
河流。生活像渔网高抛而来，反复打
捞变幻莫测的古老魔瓶。”

在殊途同归的强烈讽刺下，小
六重新回到南京，却发现一切已经
改变：原来一门心思寻妻的贺西南
喜欢上了别人，正拼命要消弭掉小
六在他生活中留下的所有痕迹；情
夫张灯则沉湎于向电脑QQ里那个
空洞的小六表露热情；母亲频频向
外人兜售自己患有“失踪症”的女
儿和丈夫的故事。在小六抛弃原先
生活的同时，原先的生活也彻底抛
弃了她。得与失的辩证关系，大抵
如此。身份能够置换，生活却不可
能。两年时间，足够让乌鹊小镇对
一个外来女子进行接纳和包容，也
足够使南京这处小六原生的“生活
场”把她狠狠掼出界去。两次出逃
在鲜明的平行对照下，显得尤其反

讽。地域、职业、年龄、性别、家
庭，这些林林总总的社会属性和身
份标签对人的禁锢真的具有无可摆
脱的束缚力量。如此而言，小六

“奔月”是否就成了一个“孙悟空
跳不出如来佛手掌”的笑话？不，

“奔月”依然有它的价值——曾
经，她对固有的生活秩序进行了大
胆的挑战，实施过勇敢的叛逃……

鲁敏的书写非常自然，不见任
何刻意和造作。故事发展的每一步
都写得合情合理，却又出人意料，
使得小说荒谬感和日常感并存。作
者仿佛就是截取了某职业女性生命
中的一个横断面，字里行间既没有
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也没有对人
性进行辛辣无情的嘲讽。《奔月》
只真实记录了女主人公“我与我，
周旋久”的捆绑人生。是的，生活
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我们并不曾
真正从中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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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慈修

蔡峥峥的诗集《木槿花》是本值
得一读的好书。作者在《跋》里说，那
原本是一些随写随丢的诗，结果他
姐姐把它们收集起来了。姐姐去世
后，作者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
那些诗。为了纪念姐姐，他把它们编
成一册，付印出版了。因为这些诗不
是应酬之作，写的全是作者实实在
在的感受，所以特别感人。《木槿花》
里的诗作有怀念亲人的，有歌颂自
然的，有追忆青春的，也有直述诗人
思绪感悟的。这些诗就像作者人生
历程中所留下的一串足迹，印刻着
他的痛苦、幸福、困扰、欢乐。

诗歌的魅力在于传神、传情，
《木槿花》里的诗不事雕琢，直白动
人。俗话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若用
画来比喻诗，《木槿花》里收集的多是
水墨画，既不勾勒，也不着色，全靠浓
淡不一的墨色来表达动人的形象。

创作诗歌，语词的斟酌无疑是
关键，本书作者在用词方面可谓大

胆而高妙。《怀念父亲》里有这样几
行句子：“等我长大/你只用谦卑的
口吻/和我说话。”这“谦卑”二字，蕴
含了多少背后的故事！它不仅仅让
读者发怔，同时也传达了父亲心中
无限的内疚、忧虑和绝望，并且透露
了当时家庭遭受的种种屈辱。

《星星》写的是诗人在失眠时想
到星星的美而得到的慰藉：“星星的
美是一种释然/生命不再孤独/失眠
的 夜 忽 然 快 乐 起 来/星 星 就 在 上
面。”诗人的想象，带领着读者的思
绪，游荡在深邃的夜空。这些诗行充
满了真诚和信任，充满了童稚的依
赖性。诗人对宇宙的永恒的秩序之
信任和依赖，使他释然，那是一种消
除一切疑虑的释然，就好像幼儿从
母亲身上得到的宽慰。

《启明星》写的是山里的冬景：
“霜在枯草上闪烁/扑扑的钝响/荆
棘丛中/早起的山鸡/在严寒的早
晨/行踪十分快乐……”读此诗，能
感到一股山野的气息和寒意，诗题
为启明星，但诗歌在结束时才描述

它。它的出现，在读者心头平添几分
静谧和安详。

《夜雨》也是一首十分有意思的
诗：“集合起千军万马/在夜里奔腾/
从天而降/到地上夺路而走/像为完
成一次匆匆的旅程/无所谓灾难和
诗意//哲人/你也从天而降/像雨滴
晶莹透亮/成一场暴雨/在暗中/把
世界洗刷一遍/黎明时/重回天上。”
此诗气势磅礴，让人领略阵雨的震
撼，这是一首听雨的诗，但听的不是
一夜春雨，而是突如其来的骤雨。第
一节写的是由听觉引起的想象，开
头很巧妙，先说“集合”，然后才是

“奔腾”，这个欲动先静的手法烘托
了雨点的合力同心、一鼓作气的气
势。“夺路而走”说的是积水顿时成
流，体现出雨量的集中。诗人又说，
暴雨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并无意识
或理智，只有对人类来说，才谈得上
灾难或诗意。第二节写的是由雨引
起的遐想。同暴雨一样，哲人也来到
世界上。但又同暴雨不一样，哲人把
世界洗刷一遍之后，重回天上，他们

不留任何痕迹，只是把洗刷得干干
净净的世界留给了世人。诗人用“晶
莹透亮”四字表达了他对伟大的哲
理的崇拜。此诗作于 2003 年，简直
预言了 10 年以后的“伪希腊史说”
的出现。

木槿是一种观赏植物，但在乡
下却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材料，植者
用它做篱笆，白居易有“凉风木槿
篱”的句子。这种篱笆不会倒，只需
偶尔整理修剪，有时，女孩子会从绿
篱上采些叶子用来洗发。虽然植者
意不在花，但木槿开的花却灼灼耀
眼，非常好看。《木槿花》里那些随写
随丢的诗，恰似槿篱上的花朵，深深
地感动着我。

槿篱灼灼花
——读蔡峥峥《木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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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读点金融学》

仇赤斌

张炜的《中年的阅读》是一本
厚重的书，共分五辑，我啃得很
慢，读了很长时间。这也是一本真
实的书，比他的小说更贴近现实生
存，也更有灼痛感。

《中年的阅读》 里有很多真知
灼见。人到中年，阅读会有所选
择，或真实记载，或绝妙虚构，余
者皆被搁置，“中年人更愿意看真

实事件和场景的记录”。
第一辑中 《文学的自我提醒》

是篇演讲稿，是张炜在中国海洋大
学所做的演讲，其中提到了很多内
容。文学首先在语言上要有独特
性，基本要求是“简洁、凝练、朴
素”，要去掉多余的修饰部分，因
为 “ 动 词 和 名 词 才 是 语 言 的 骨
头”。在文字的韵律方面，语言要
有音乐感，文字要朗朗上口。“好
的作家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自
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才会写得
优美。”怎样进入文学写作呢？要
进入自己的内心，经过独特的加
工，再次输出时，才是文学。张炜
认为，写作的对象首先是自己，为
自己而写作，为自己的同类、为心
目中的理想读者而写。“我笔写我
心，为自己写作是一个很高的境
界。”生活处在变化中，遇到感动
心灵的事物，就会有写作的冲动。
要写得好，就要更加深入地走近自
己的灵魂内部。关于艺术分析，作
者说，“首先是读懂它，有意会、
有悟想、有感动，能够被诗意所笼
罩——而后才可能进入艺术分析。”

在 《从创作到批评》 一文中，
张炜提出，画家可以重复，但作家
不行，否则会被指责为抄袭自己。
他对坚持写短篇小说的作家评价很

高，认为“这样的作家创作力更
强，因为其心力从未涣散。”永远
有新鲜感、有创作的激情，是短篇
小说家的好状态。文学作品的价值
不以长短来区别，开始文学道路
时，可以先写诗和散文，写精致的
短篇。而文学批评应该建立在平常
而正确的阅读基础上，当一个普通
读者，可以“去感悟和感动，欣赏
和流连。”他说，“有写作经历的人
往往是一个好读者。”阅读说到底
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消遣的方
式，如果享受这种快乐就是一种幸
福。在阅读中感动、着迷是第一
步，有了感触、感动、感言，自然
想去表述，转述这种阅读情绪时，
只说感受，不要去下结论。

在第二辑中，张炜认为小说家
的文论和散文，更能展示其文学功
力，“知晓他的综合素质，因为他
没法藏，也藏不住，他只能把自己
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只要是一
个真正的作家，就会极其热爱劳
动，就会是一个强盛的生命，其劳
动量想少都少不下来。”作家要相
信自己，“只要打开自己的视野，
树立自己的雄心，年龄就不再是问
题，时间当然也不再是问题。”

第三辑 《冬夜笔记》，说的是
北方的冬夜寒冷，作者躲在书院

里，远离了喧嚣和繁华，沉下心来
后获得种种思想感悟，关于文学的
历史和现状，关于写作和反思。张
炜说，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因为世俗
的流放，生存的空间很小，更显得
高贵。“最好的现代小说家只能
是、也必然是最好的诗人”，很多
人用了许多时间去嫉妒和虚荣，大
多数人并不能专注于诗意，也难以
成功。“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
就必得具备超越的眼光。”“从历史
上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警觉和
反对技术主义的伟大传统。”

第四辑 《万松浦纪事》，写的
是万松浦书院附近的地理、历史和
人文，我是对照着百度地图读完这
一辑的。有了地图上的点位和地名，
这些文章更显形象和具体。

第五辑写的是万松浦的动物
们。张炜是个杂家、全才，啥都懂一
些，他对动物的熟悉和了解，可以赶
上一般的动物学家了。他更是知识
分子中的一员，一直在思考生存，思
考人生。

张炜是一位有着强烈使命感的
作家，就像他自己说的，“一个作家
执着的探究精神，他的不妥协性，与
平庸和荒谬对抗一生的坚忍，比什
么都要重要。”文学是生命的产物，
总有一些心灵需要文学去养护。

厚重如泰山
——读张炜《中年的阅读》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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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逃离的生活禁锢
——长篇小说《奔月》读后

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在我的
眼里，是一本厚厚的书。她站在那
里，就是一首诗、一阕词，就是对
古典诗词最好的注解。

在新书《沧海波澄：我的诗词
与人生》中，作者用诗词来讲述自
己坎坷的人生：北平的生离死别、
台湾的白色恐怖，海外的丧女之
痛……在多舛的命运中，她以诗
词创作、研究蜚声国际；在国难家
仇面前，独有一份“士”的情怀与
担当。

她是深具弱德之美的大家闺
秀，坚忍支撑一个家庭。1924 年，
她出生在北京一个书香世家，年
幼的她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生离死
别，也见证了自己家庭的支离破
碎。17岁时，母亲患上肿瘤，手术
后因为感染而离开了人世，家庭
骤然崩塌。“瞻依犹是旧容颜，唤
母千回总不还。凄绝临棺无一语，
漫将修短破石悭。”这首哭母诗，

是她当时真实的写照。
诗词给她以力量，作为一个

承袭“旧道德，新知识”家教的女
子，她借诗词度过忧患，获得疗
愈。抗战进入第七年，她写下：“莫
漫挥戈忆鲁阳，孤城落日总堪伤。
高丘望断悲无女，沧海波澄好种
桑。”她关心国家人民的苦难，这
种情感是从小养成的。

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
人，叶嘉莹感慨诗歌是有生命的，
她笔下的那些诗词，既闪动着古
典余晖亮丽的光影，也为她述说
的每一个故事投注上浓重的忧患
色彩。考古人员曾从汉朝坟墓里
挖出了一颗莲子，经过培养，莲子
竟也发芽开花。这件事让她深有
触动，于是写下“又到长空过雁
时，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
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
发华滋。”每当有人询问叶先生，
中国的诗心是否消失，诗词是否
灭亡，她便会用这词去回复。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叶嘉
莹 16岁时写下这首诗，尚不知晓
用什么度苍生、度什么苍生。而如
今业已 94岁的她，已用自己的一
生解答了这句话。

（推荐书友：张光茫）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高楼大
厦鳞次栉比，乡野房屋却破落不
堪，城市街头人山人海，山间小路
却无人问津。处在大都市中的人
们，似乎被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
楼所围困，以至于他们心中山村的
炊烟袅袅被巨大的生活压力所吹
散，忘了乡村土语，淡了乡土人情。

《瓦下听风》是彭家河的散文
集。他以朴实的笔调，为我们再现
了那些随着时光推移而逝去的乡
村景观，引领读者在一览乡村风
貌的同时，也对乡村的变化进行
反思。作者呼唤重拾昔日乡村的
记忆，永远守住乡村的一方净土。
铁锈、麦苗、方言、泥土……这些
是乡村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彭

家河笔下，却被赋予“人化”的特
点，它们是乡村变迁的目击者和
见证人。

在《怀恋麦子》中，作者将麦
子比作乡下的媳妇，她忠厚老实，
自从嫁给了土地，便担起了家庭
主妇的责任。农村的青壮年外出
务工，无人料理田地，麦子却无怨
无悔，始终生活在村庄。后来，麦
子成熟了，被做成面粉送进城里，
她失去了本来面目。村庄田地里，
野蒿又嫁了进来，以前曾出现在
土地上的麦子却无人问津。

在《方言》中，作者将方言看
作一个地域的标志，一个人生活
地段的隐形基因。从农村走入大
城市的人们，总是用普通话掩盖
自己的方言，或者用当地方言取
代自己的农村口音。多年以后，我
们的方言将变得混杂不清，直至
消失。这样的世界又有什么意义
呢？

读罢《瓦下听风》，农村的静
谧与美好在我脑海中若隐若现。

（推荐书友：徐舒薇）

何为金融？这是一个看似简
单却也难以一时准确阐释的名
词。从平民百姓角度看，金融也
许就等同于银行或者保险。但是
对公共管理者或者经济学者来
说，金融包括货币、证券、资本
市场、衍生证券、国际收支、汇
率、利率等众多内容。事实上，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金融时代，
不管你是否喜欢，人人都要关注
金融，人人都会受到金融政策的
影响，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时刻被
金融学的影子所萦绕。

传统金融如银行、保险已经
遍地开花，这几年互联网金融业
也做得风生水起，各种令人眼花
缭乱的金融创新、新兴金融衍生
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形式

的移动支付，各种类型的理财投
资产品，还有备受各方关注的互
联网现金贷，已经走入寻常百姓
生活。如何合理利用好金融“活
水”效应，实现个人和家庭资产
保值增值，并有效应对、识别和
防范金融风险，成为每一个人必
须掌握的一项基本生活常识。与
此同时，金融学又往往因其专业
性、学术性以及需要精深复杂的
数学工具才能了解其运行原理，
所以一般非金融领域的从业人员
很少去研读。

然而，知识只有普及到大众，
才能显示其魅力。手上的这本《每
天读点金融学》，以浅显的生活化
语言，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回答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类金
融现象。书中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
名词和复杂的数学公式，而是以生
活中常见的案例来告诉读者，如何
正确看待金融现象，如何理解当前
国家各类金融调控政策，以及如何
打理好我们的个人资产。

（推荐书友：熊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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