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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小说因为感人而被改编成
电影，有的则是先有电影后有小说，
比如《奇迹》。日本导演是枝裕和于
2011 年拍摄了电影《奇迹》，并获得
第 59 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
最佳导演奖。之后，他和小说家中村
航合作，将这部电影的剧本改编成
小说，让读者感受文字的力量。

《奇迹》讲述了一场寻梦之旅。
航一和龙之介是对同胞兄弟，因为
父母离婚被迫分开，哥哥航一跟妈
妈住在鹿儿岛，弟弟龙之介跟爸爸
住在福冈，兄弟俩每个星期通一次
电话。航一最大的愿望是樱岛的火
山能够大喷发，这样住在周围的人
就得搬家，妈妈就可以带着自己离
开这里，也许一家四口又可以住到
一起了。有一日，航一得知鹿儿岛到
九州岛的新干线即将全线开通，从
九州岛南下的飞燕号列车和从鹿儿
岛北上的樱花号列车时速高达 260
公里，传说两车首次交会的瞬间将
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目击这一刻的
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为了一家四口的团圆，航一联
合两个同学筹划了一场见证奇迹之
旅。他们到图书馆查看地图，计算出
两车交会点在熊本县，于是规划行
程路线，一笔一笔地核算出三个人
的熊本之行费用需要 2 万日元。他
感觉以前算术课上所做的笔算，都
是为了这次行程而进行的练习，“这
可不是练习了，现在可以说是人生
中第一次正式的笔算”。为了筹措这
笔巨款，大家分头想办法，把漫画

书、玩具、游戏软件等拿到二手商店
去出售，航一还把妈妈给他学游泳
的费用挪用过来，总算凑够了盘缠，
最后三人还密谋装病逃学。

弟弟龙之介生性乐观、随遇而
安，他跟随爸爸来到老家福冈后，很
快融入新的校园生活，还在院子里
种蚕豆，为爸爸的摇滚乐队打杂，日
子过得很开心。当哥哥航一打电话
给他，叫他一起去熊本见证奇迹的
时候，龙之介很是不以为然。但是，之
后他得知妈妈已经找到了工作，还在
同学会上遇到了初恋男友，而自己同
班女同学的单亲妈妈好像对爸爸也
有好感，这情势让龙之介意识到一家
四口团圆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他的
心里有了危机感。于是决定加入哥
哥的寻梦之旅，到熊本会合祈愿。

新干线通车前一天，兄弟两人
分别带上同学悄悄地从家里出走。
七个孩子的梦想都很平凡，当高铁交
会时，他们大声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绘画水平能够提高”“想成为女演
员”“爸爸不要赌博”“弹珠（狗）能起
死回生”……只有航一没有喊出愿
望。毕竟如果火山爆发，平静的生活、
美丽的世界、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将

烟消云散，“比起家来，我还是选择
了世界。”

新干线如期开通，列车顺利交
会，奇迹没有发生。但是在这趟见证
奇迹的旅程中，很多小小的美好的
事情悄然发生了：分居半年的父母
发现孩子离家出走，第一次通电话
互相询问；一对老年夫妇的独生女
儿离家多年音讯全无，他们寂寞的
生活中突然闯进来七个寻梦的孩
子，老人喜出望外，把他们当作自己
的外孙来接待，次日还开车送他们
到观看列车交会的最佳位置；电视
台的人打来电话，邀请爸爸的摇滚
乐队上音乐节目……

小时候，我们相信流星划过夜
空时许下的愿望会成真，生日蜡烛
点亮时许下的心愿也会成真。长大
以后，我们不再相信奇迹，或者说奇
迹是否真的存在并不重要，但我们
还是会去看流星，还会点蜡烛，也许
是那份仪式感很强的活动本身就是
奇迹，它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感
受到生活的快乐和美好。

拥抱梦想，执着追求，就会在日
常生活中遇到一个个小而美的奇
迹。

生活没有奇迹，但依然美丽
——小说《奇迹》读后有感

过诗意的寻常日子
——评沈春儿《好日子，菜花螺蛳过老酒》

如果把作者沈嘉禄称作“上
海本地的老吃客”，估计他是没
意见的，虽然他的主要身份是作
家及记者。在《代序》里，沈嘉
禄借友人的一连串提问，回答了
自己对小说创作稍有冷落而对美
食文章无限热衷的缘故，说到
底，是因为“人民群众蛮喜欢
看”啊。“这是浅阅读时代的一
种表现吗？”他坦然答道：“好的
美食文章，肯定不止于浅层次的
领会……”

沈嘉禄敢这么说，自然是有
底气的。开篇《红白对镶》讲的是
过去上海城隍庙的风味美食，从
桂花白糖莲心粥说起，细细描述
了南北粥文化的不同。至于何谓

“红白对镶”，他肚子里的典故正
好派上用场。原来，上海城隍庙的
糖粥最早是由一个叫张志飞的小
贩挑进来的，他的粥担子里有两
种糖粥，白的是桂花糖粥，红的是
赤豆糖粥，可以单买一种，而老顾
客往往选择对镶——“张志飞用
铜勺子先舀半碗白的在蓝色大碗

里，再舀半碗红的慢慢靠在白的
旁边，两种颜色的粥互不混淆，泾
渭分明，赏心悦目。”

除了肚里有货，沈嘉禄的文
字也着实有趣，一篇《蚕豆七兄
弟》看得人忍俊不禁。文章说的是
一株茎上的蚕豆七兄弟进了城，
各有去处、各有命运。老大被剥了
壳后，在油锅中颠翻，煸透后撒葱
上桌，这是时鲜蚕豆的吃法。老
二同样被剥了壳，却被送进冰箱
冻了一夜，最后与咸肉片为伍。
老三更委屈，与咸菜为伍烧成
汤。老四在电饭煲里享受了桑拿
服务，知足地与饭粒和鲜肉打成
一片。等老五上桌时，晒过日光
浴的它已豆老珠黄，油氽豆瓣是
它的归宿。老六害羞不肯脱掉内
衣，被小酒馆老板烧成了茴香
豆。轮到老七出场，先温水里泡
个澡，等醒来时成了上海人很爱
吃的发芽豆。读着这样幽默风趣
的文字，不由人不嘴馋。

上海老味道是沈嘉禄研究的
重点，他也一直在关注并积极体
验其他城市的美食，《在象山与
毛蚶久别重逢》《厦门花生汤》
等便是作者对他乡美味的由衷赞
叹。同时，他对当下的时新风味
也抱着欣赏的态度，《龙虾虽小，
也有春天》等写的就是流行于大
江南北的时新菜了。

（推荐书友：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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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晓慧

李陀先生已年近古稀，这部
22 万 字 的 《无 名 指》 却 是 这 位

《北京文学》 老编辑的长篇处女
作。小说丝毫不像出自一位老作家
之手，从紧贴时代的情节内容到鲜
活淋漓的文字质地，都更像是故事
主人公——心理医生杨博奇洋洋洒
洒的人生自述。40 岁出头的社会
精英杨博奇所具有的迷惘代表了当
下知识阶层典型的心理困境，这类
人有学历，有才华，有专业技能，

也有社会经验，应该算是“活得最
恣意，活得最明白”的那部分群
体，可李陀借助 《无名指》，瓦解
了这个观点……

杨博奇是个心理医生，由于长
期给人做心理咨询，自然要比别人
更加识人心、知人性。可 《无名
指》其实是一个探索“子非鱼”问
题的故事，一个讲述“他人即地
狱”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辨析

“庄周梦蝶”的故事。不知从何时
开始，现代都市人习惯于在自己的
内心设立一道道屏障，于是，人们
的心中块垒、胸中沟壑，即便是心
理医生也难看得明白。一开始杨博
奇并不认为“人心似井，深不可
测”，但当他帮人“除忧解难”的
目标一次次失败时，才发现，自己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根本无法达到探
测人心的程度，熟悉的一切，对他
来说，越来越陌生。

和杨博奇结拜成兄弟的土豪金
兆山，乃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
者，表面上看他挥金如土、一呼百
应，可也几次三番地来做心理咨
询，讨教如何平衡家中老母和媳妇
之间的矛盾关系。有意思的是，因
有大笔金钱的加持，所以婆媳龃龉
的实质其实是资本话语权、操控权
的纷争。杨博奇的前女友海兰同样

屡屡来到心理诊所求助，因为她那
位在出版社工作的丈夫石禹，把单
位的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甚至还
被领导和同事送进了精神病院。事
实上，石禹只是太过正直和真实，
不愿随波逐流，不肯欺上瞒下，可
他这种老是让事情来个图穷匕见
的个性自然会挡了别人的财路和
官路，众人也就难免会同仇敌忾
地要将其“铲除”。还有杨博奇最
好朋友的妻子苒苒，一个“爱因
斯坦+林徽因”式的才女，从小到
大一路是尖子生，毕业后去美国
读博，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
教职后，却“嫁鸡随鸡”回国当
了家庭主妇。杨博奇一直觉得苒
苒生活顺遂、思想通达；鲜有烦
恼，想不到就是这位优秀女性，
最终选择了出家。杨博奇这时才
从以往的种种蛛丝马迹中发现，
长期以来一直研究佛学、抄写经
卷的苒苒，早就患上了严重的抑
郁症。除此之外，杨博奇那个与
他“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女
友周璎到底是怎样一个女孩，他
也稀里糊涂；金兆山手下的白脸
书生王颐居然貌似潘安、心若蛇
蝎；出言吐语、句句带脏的金兆
木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渣，可仗着
母亲的宠溺、哥哥的权势，他成了

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总……现实就是
这样的荒诞不经，而且似乎大家渐
渐地见怪不怪了，觉得“存在即合
理”。

《无名指》 是从心理医生的视
角探测世态群像的作品。在小说
里，也常能读到作者对于时弊的针
砭、历史的反思、生活的感悟和理
性的辨析，可往往一旦深入，又会
进入某种反讽的怪圈。人有病，天
知否？杨博奇最终陷入了和他所接
触的所有病人一样的“病症”当
中，那就是焦虑，对未来种种莫名
其妙的不安全感。作为专业人士，
他也束手无策，只能厉声质问：

“在今天，有谁能对抗焦虑，有谁
能拒绝焦虑？哪怕是一次，哪怕是
一会儿。谁又能真正解释清楚焦
虑？”小说没有自问自答的桥段，
这个关于人心的谜团，在作品中一
直悬而未决。

李陀和他笔下的杨博奇，应该
都看到了一种现实：眼前这个貌似
有条不紊的城市中充斥了凌乱、混
沌和虚无。心理学家如同侦探般努
力探究周围人的心理秘密，却只能
无功而返，因为当原先的道德基础
分崩离析、不复存在，那么在对生
活进行再度理解的过程中，必然会
导致人心的无依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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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吃剩有语》

《播种人的手绘日记》

本书是作家余华自己编选的
一部全新随笔集，23 篇文章记录
了他近年来的阅读创作体会，以
亦庄亦谐的笔锋，从文学谈及社
会，从当下谈及未来，对我们所处
的时代进行了剖析与展望。

余华的叙述是丰富多彩的，
书中不仅生动回忆了他和福贵、
许三观等笔下人物的相遇，也讲
述了他周游世界时和勇敢的波兰
农民、意大利精神病院病人的相
遇，印证了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
仅能让读者感受到作品背后的那
个人，也因其独特的生命感受超
越了文化和语言。

在《语文和文学之间》一文
中，余华用较长的篇幅解读了自
己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

（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多年来学
生对这部作品的创造性阅读给他
带来了惊喜，而同一个文本在教学
和文学间的交错阅读也令他深有
感触。结合语文教案、名家评论、最
初创作构想与如今回看的感受，余
华从作家视角阐述了如何打开语
文和文学两者之间的秘密通道。

在《读拜伦一行诗，胜过读一
百本文学杂志》一文中，余华阐述
了阅读经典的重要性。文章标题
是杰克·伦敦的原话。对于阅读经
典，余华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
每个人的阅读感受是不同的，一
个读者和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
相遇需要缘分，缘分没到的时候
就没有感觉。而在《永远不要被自
己更愿意相信的东西所影响》一
文中，余华指出：最好的阅读就是
怀着空白之心去阅读，赤条条来
去无牵挂的那种阅读，什么都不
要带上，这样的阅读会让自己变
得越来越宽广。如果以先入为主
的方式去阅读，就是挑食似的阅
读，会让自己变得狭隘起来。

（推荐书友：虞时中）

本书是日本知名织品艺术家
早川由美的手绘生活日志，以二
十四节气为时间脉络，按季节变迁
一一叙述，把最原始最接近自然的
耕种生活细细展示，分享一家人与
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给自足的日常
生活。手绘拙朴，文章平和，读后令
人对田园生活怦然心动。

生活就是创造，创造就是生
活。由美是一个家庭主妇，但她从
家庭主妇这个身份中开拓出自己
独特的人生局面。因着别开生面
的人生轨迹，吸引了很多城里人
到她家来体验现代田园生活。作
者拥有自己的田地和果园，感慨

拥有土地是多么阔绰的事情。春
天种下一颗种子，付出劳动后，大
自然就回报以丰盛的果实。耕田、
种树、养蜂、织布，和先生肩并肩一
起做陶，用养育孩子的心照顾年迈
的老人，跟邻居学习怎样预防野猪
的光临……人在大自然中是渺小
的，但依赖着大自然无私赐予的空
气、水、食物等，人与大自然建立了
生生不息又不同寻常的链接。

在乡村，大家相互传授种植
经验、互赠劳作所得，食物在各家
各户之间循环流转。如果不是用
金钱而是用蔬菜稻米来衡量，乡
村无疑是富庶的，充满了野性的
生命力。在现实生活中，幸福与金
钱财富并不等值。

因此，作者说：重要的不是活
了几十年，而是按照自己的心意
像春天的野草那样，活在每一天。

（推荐书友：桢子）

等闲何能识人心
——读李陀长篇小说《无名指》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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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强

书名如旗帜——读罢沈春儿的
散文集，回望书名，觉得与文本相互
呼应，很妥帖。沈春儿像个“教官”，
把那篇《菜花螺蛳过老酒》“喊”出队
列，然后，给它一顶帽子：好日子。还
强调：立正！但不是呆板的立正。于
是，分编“厨中事”“花间行”“旧时
光”“过得去”，各个单元向“菜花螺
蛳过老酒”看齐，形成一个统一的建
制。这就是我对书名与内容关系的
想象。

什么是好日子，怎样过好日子？
好日子就是“菜花螺蛳过老酒”。家
常菜，平常人，为人和为文统一，传
递出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便是
此书的风格和质地。

这是一部回归故乡的书，怀有
乡愁的书，同时，也是一部关于成长
的书。“我”从哪里来，“我”现在怎么
样，“我”向哪里去？书中可以见到作
者从童年到中年的人生轨迹，在时

空的转换中，追寻、别离、失落、拥
有，叙述中透出闲适、平静的趣味。
作者慢慢地写，慢慢地活，维系寻常
日子的是食物、器物等不起眼的小
东西，然而小东西透出大情怀。

不妨将这部散文集视为江南物
语。“物语”一词出自日本文学，相当
于“故事”。近年来，我阅读了国外
一些女作家的作品，觉得她们细
腻、微妙的个性表达很有味道。而
沈春儿的文字，与日本女作家森茉
莉、向田邦子、江国香织等人的气
质颇有相通之处。随意随性的文
字，表达出作家生活的自在自足，
为人处事的恬淡随和——女性的独
立意识与文人的生活态度之间的关
系适中，有分寸，有婉约，不极
端，不强硬。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进步，女
性独立意识的确立即是其中之一。
在《独家真爱在厨房》一文中，沈
春儿细致描写了公公、婆婆买菜炒
菜的生活景象：去菜市场，公公在前
问价，婆婆在后点评。接着，公公负
责付钱并搬运、洗切等，婆婆是监督
者。然后，公公吆喝一声：“老太婆，
菜好烧了。”公公将食材进行粗加
工，最后掌勺的却是婆婆。沈春儿由
此生发出感悟：每一天与前一天，除
了菜式不同，其他过程都那么相同，

居然要坚持那么多的日子。这就是
爱，爱的生活。日子重复着“过”，在

“过”的过程中，“过”出了爱。
《埠头风情》一文描写了乡村生

活的图景：清早的河埠头，男人先
登场，挑水；然后，女人才登场，
洗物。这也是新媳妇亮相的地方。
那个阿根媳妇没带新郎的衣物来
洗，冲击了习俗的惯例，于是，引
出一帮女人的议论。阿根媳妇沉着
从容应对，形成了独特的姿态，给
了众女人一个下马威。她既维护丈
夫形象又有自己的独立姿态，让我
联想到墨西哥女作家安赫莱斯·玛
斯特尔塔《大眼睛的女人》中女人
们的活法。

沈春儿用“物”写故乡、解乡
愁。她在《父亲的战场》中写道：童
年，自己的脚上长了奇怪的包。父
亲说，烂泥解百毒。她将腿伸进水
田泥中，跟着父亲劳作，那些包竟
真的消失了。记忆中的泥土和乡愁
相连。在《他乡 故乡》中，人们
会读到作者为自己的身份纠结：有
时说是余姚人，有时说是岱山人，
有时说是慈溪人。她的爷爷原来是
周巷人，20 世纪 50 年代初，支援
海岛建设，落户岱山东沙镇。沈春
儿第一次去东沙，是爷爷弥留之际，
因此，东沙在她记忆中意味着父亲

的哭泣——父亲背着女儿，哭得越
来越厉害。女儿从背后伸手摸父亲
的脸颊，还拍父亲的背，想安慰父亲
……这一幕童年记忆，与美国作家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芒果街上的小
屋》中父亲的哭泣场景有异曲同工
之妙，简洁而有力。

散文是见真性情的文体，沈春
儿的江南物语，物是媒介，更重要的
是由物写人。书中有许多家常菜的
烹饪方法和烧制过程，传达了作者
的生活态度。总之，过诗意的日子，
得一颗平常心，沈春儿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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