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花去：自然观察笔记》是
玄武的散文集，共 5 辑，117 篇文
章，篇幅有长有短。我在一些杂志
上看过他的文章，喜欢其风格，于
是买了这本书。

玄武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作
家，他理光头、喝烈酒、养大狗、钟
情于养花。他是资深的园艺爱好
者，爱自然、爱花木、爱诗词、爱生
活。

他对植物的喜爱是有缘由
的。他在《谢花木》一文中称，种花
治愈了他的坏记性，使得“我糨糊
一般的光脑袋竟然清明了”。美看
似无用，但能陶冶性情还不够吗？
展示和表现真实的美，是文人的
责任。种花的过程，乐在用双手创

造美、享受美。他的四季与众不
同，他认为春秋适宜种花和赏花，
冬宜读书，夏才适宜写作。他在

《木为师》中写到，自己曾经抑郁
过，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对植物
的关注，改变了他对生命、生活和
写作的理解和看法，植物可以疗
伤。亲近大地、亲近自然、亲近植
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养花。他虽
然住在城市里，却响应泥土的呼
唤，“在实践一种半乡村文明的生
活方式”。他认为玫瑰是所有植物
中最完美的，是美好事物、美好情
感的象征，他爱上了种植玫瑰，还
有其他花卉。

玄武是诗人，现代诗和古体
诗都写得不错，也写小说和散文，
语言精悍是他的风格。他的文字，
短促有力，有时几个字就是一句
话，分段多，转换快，绝不故意拉
长。他自述：“文字长在血里。我以
血喂养它们。”这样的文字是真实
的，发自内心的，值得尊重。

（推荐书友：仇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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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音乐大脑》

《种花去：自然观察笔记》

《城邦变形记》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
术》中曾说：“小说的价值就在于
以小说的方式去对抗乏味的理性
主义对世界的僵硬理解。”在笔者
看来，塞萨尔·艾拉的《音乐大脑》
可谓切实践行了这一宗旨。塞萨
尔的创作跳出了固定僵化的理性
主义，以虚构之力将现实世界魔
幻化处理，从庸常的细节中找寻
足以撬动常识的武器，带给读者
震撼人心的力量。

《音乐大脑》是一部短篇小说
集，它包括《音乐大脑》《毕加索》

《砖墙》《购物车》《雅典娜杂志》
《狗》《两个男人》七个故事以及译
者孔亚雷撰写的本书导读。作者
往往从一个荒诞的问题着手，提
出假设并展开论证，循着某条脉
络看似有理有据地分析或叙述，
直至结尾处突如其来的一笔，将
思绪拉回现实世界与常规生活，
造成一种思绪断层的错愕感。

当然，故事本身注定是个自
成一体的世界。譬如《音乐大脑》
这一短篇，富有强烈的个性化气
息，是塞萨尔用自我的独特视角
完成对“世界”的勾勒与再造——
随着石膏像中带着翅膀且怀了孕
的女侏儒出现，一个区别于日常
的陌生世界在我们眼前展开。而
结尾处萨丽塔·索博凯撒以书将
蛋打破的仪式又将读者拉回图书
馆创立现场，让人从这个天马行
空且不安的梦中醒来。

值得一提的是，塞萨尔的虚
构具有强烈的自省意识。在《购物
车》一篇中，他对四处转悠的购物
车具有强烈认同感。“沿着通道来
来去去，缓慢而安静，就像一颗走
路的星星，从未犹豫或停止”。在
这辆神秘得令人费解的购物车背
后，是“在孤独而寂静的午夜，十
分缓慢地滑行着穿过黑暗，像一
只布满洞眼的小船，出发去寻求
冒险、知识，以及爱”的一腔孤勇。
与购物车一样，许多人明知自己
的努力是徒劳的，却不失希望地
继续尝试，继续前行，从未中断。
塞萨尔自己便是这样的存在。

（推荐书友：陈羽茜）

城邦，西方最初的政治形式。
不同的城邦有着不同的自治方
式，根据统治者的数量——一人、
少数人或多数人产生了君主制、
寡头制和民主制等精巧的政体。
城邦的政治组织形式一般是共和
制，构成其内部关系的并非原始
氏族社会中的血缘关系，而是政
治关系。

“《伊利亚特》道尽了希腊城
邦人民在面对战争时生活中的所
有事情”，而死亡是战争中人类生
活的最大可能性，希腊人和后来
的罗马人都把勇敢、威武、蔑视死
亡视为最高品质。然而，英雄总是
韶华早逝，所以英雄主义某种程
度上依赖于对死亡的错误解释，
这是霍布斯的诊断。在他看来，

“真正的生活，并非纯粹勇敢地面
对死亡，相反，应该是逃离死亡，

或者与死亡竞争，而好的政治体
制、好城邦是这样的——辨识并且
保存生活的这类真正本性，不仅保
护生活，而且保护这种生活能力：
从自身去寻找保护自己的最佳途
径。它依赖于生活、财产和自由的
保护者，那就是我们的国家。”

相较于希腊，罗马城邦所具
有的政治优越性就体现在由许多
人、许多代建立起来，罗马作为城
邦像一个人群动态联合的过程，
一个永无休止地拓展城邦形式之
界限且最终消除其界限的过程。
此时公民成了一体二元的人——
有时治人，有时治于人（政务官和
私人）。而城邦，却在扩张的同时
遇到了问题，因为公民此后被他
们的领袖如同被征服的敌人一般
对待，内部矛盾上升。于是腐化的
城邦转变为帝国。

如今，国家是现代政治的伟
大工具，原因在于它安顿了个体；
但它同样也是我们理解自身的巨
大障碍，因为它掩饰扭曲了由个
体组成的集合体——城邦。

（推荐书友：郑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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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体霓

从甬城中山东路新华书店购来
《品味》 一书已有多时。灰色的封
面，书名在右下角，半爿小指甲的
大小，作者名在左上角，几乎不易
察觉。作者姚谦是台湾音乐人，现
居北京。

书里都是短文，一些题目很有
趣味亦很美。姚谦觉得文字里的那
些心思，不过是生活上一些小事情
的分享。与大部分人一样，平凡日
子中的那些难忘经历，都是由自己
的喜好、习惯等小选择拼凑而成
的。他的朋友说这就是“品味”。
但他感到这是个褒义词，自己还够
不上。

读这些文章，让我常想起汪曾
祺老先生的那句话：看看生活，生
活多美。在《闻旅行》一文中，姚
谦说：“我对于旅行的记忆，常常
跟空气有联结，那弥漫在空气中的
异地的气息，混合空气中不同的温
度，当地的植物、人群和食物，整
个会合起来就成了一幅独特的画

面，存在我的记忆里。”为了习惯
性地记住这些气味，他常常会买一
些跟这些气味相关的商品带回家，
也许是香精蜡烛，也许是茶叶食
品。过一段时日，旅行的记忆开始
模糊了，就拿出这些东西来，或喝
一口茶，或泡一次澡，打开记忆之
门。

真是很有情趣的描述。姚谦对
于眼前的一切，显然怀着珍惜之
心。他是喜爱散步的，在 《云和
树》一文中，他说，在路上大部分
是随机地看着遇到的植物。如果是
在城里，看居住者园子里的树或阳
台上的花草。在郊外，那就可看到
更多的树了，他觉得那些树也有类
似人一样的灵魂与心情。他在一个
人旅行的时候，就将植物当作对话
的对象了。在旅行中的等待时间，
他不是看看书，就是合上书本看看
云。有一回搭车从北京往内蒙古
走，出了河北省，一路上最好看的
就是云了。“草原上的云朵不像别
处圆浑翻动，那里的云常常是狭长
的，有曼延穿梭之感，移动得更是

缓慢，加上紫外线把天空变得更深
邃的蓝，开阔的天空如同时光的舞
台。”这就将平常的行程，变成了
永久的怀恋。

姚谦的祖籍是浙江，杭州让他
喜欢得不得了，他总是带着慕名之
心来到这个美丽的古城。而让他最
难忘的是这座城市里的植物，在

《绿生活》 一文里，他赞美杭州，
并以为不同的城市里，会有属于那
方水土特别适宜生长的植物。他落
笔很有感情，说从林风眠的画中可
看到，西湖春柳总带着诗意的符
号。吴冠中描述北京的白桦树，谢
稚柳描绘香山的红叶，都让人对一
座城市的风景、风情有了深刻的印
象。他曾听几位北京的朋友忆及少
年时在胡同里的生活，都不约而同
地提及枣树，这让他每回吃枣子时
都会想起一些北京的故事。

他 曾 经 写 过 一 首 歌 叫 《味
道》，而在同名文章里，他写道：

“外婆家河边遍野长满的野姜花，
是童年暑假最美的记忆，野姜花香
总随着雨后的空气，四处飘溢。”

这种气味让他永生难忘，字里行间
亦饱含着对外婆的不舍之情。

在 《旅行副标题》《在等待的
旅途上》等文章中，表明的是作者
的一些生活态度，让我们看到他的
乐趣所在。一般为期一周的旅行，
他会带两本书，一本故事书，一本
散文或诗集。选书时，跟这段旅途
地域相关的内容优先。他挑选所听
的音乐，也力求与这一趟旅行气息
相关。到了一个城市，他按照所设
的旅行主题、副标题，将旅行项目
分出主次。姚谦尤其喜欢逛旧书
店，觉得在那堆满了书籍的老房子
里，有一种令人迷恋的气息，好像
时间都被凝固在其中了。

路边的树和天上的云
——姚谦《品味》读后

品 鉴

许芳洁

一声春雷，叫醒了尚在含苞的
花朵，也叫醒了仍醉心温柔乡的国
人，战争毫无预兆地降临了。有的
人为国捐躯，有的人卧薪尝胆，在
不可逆转的伤害和看似迷茫的未来
面前，是对战争胜利的坚定信念和
心中的不灭信仰，支撑着勇士奉献
生命、拼死抵抗。石榴会红，革命
也必将胜利。

《石榴红》 作者海飞和陈树以

儿童文学为载体，将英雄与信仰的
主题贯穿其中，给社会敲了一记警
钟，提醒我们应重视对革命历史题
材的传承。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一
部谍战题材的儿童读物，《石榴
红》为我们打开了新的价值审视角
度，为当下较为薄弱的儿童文学创
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1937 年，伴着女孩小欢对于
春天的殷切期盼，一声春雷落在了
杭州。母亲安娜和房东江枫，是小
欢最亲近的人。战争爆发在即，安
娜不得不离开杭州，只身前往上海
执行任务，临行前她把小欢托付给
了江枫。安娜走后不久便不知去向，
小欢也因战争而失去左臂，江枫看
着已经七零八落的杭州，怀着对安
娜的愧疚带小欢前往上海，展开寻
母之旅。在此过程中，江枫被军统看
中，冒充妻弟安插进上海特工总部
行动处处长毕忠良的家里，江枫希
望就此找到安娜并联络到其上级。
在代号“麻雀”的中共特工帮助下，
他们获得不少情报，可最终还是没
能救回安娜，江枫也在刺杀行动中
牺牲，小欢被送往延安，替母亲与江
枫继续未完的救国使命。作者海飞
擅长将看似普通的人事物融入战争
这样的大主题中，也善于以宏大叙
事手法表达情感。他常以社会底层

人物为描写对象，将战争的复杂艰
险贯穿于人物的日常生活中，以景
物代替心理，以小见大。

本书分为 47个章节，几乎是海
飞小说《麻雀》的番外篇，以小欢寻
母为故事主线，插入“海家变故”“小
手掌幼儿园”“猛将堂孤儿院”“小欢
的日本朋友大岛一田”等支线，形成
一个丰富完整的故事脉络，为读者
建立起 1937 年家破国危之际的故
事大背景。恰到好处的剧情设置以
及入木三分的文字描写，给人以身
临其境的真实感，激起读者对制造
战争者的厌恶与痛恨，从侧面烘托
出和平的可贵。《石榴红》虽是一部
儿童文学作品，但其环环相扣、不落
俗套的情节，说是一部结构严谨的
谍战小说也不为过。

作品以底层人物为切入点，以
小人物生活折射出抗战的不易和胜
利曙光即将到来的喜悦。主角小欢
先后经历了断臂、家破、丧母等种
种磨难，看遍世态炎凉。小欢的童
年充斥的不是纸飞机与玻璃弹珠，
而是枪战、刺杀和生离死别。但即
便如此，小欢的心灵也未被这动荡
而污浊的社会所染，仍旧葆有一颗
纯真良善的心，依旧对人与社会抱
有美好期待，也对战争胜利抱有不
变的信念。

书中多次运用对比手法——江
枫前期悠闲自在、向往自由的出世
形象，与安娜即将奔赴上海为国效
力的紧迫感形成对比，开篇安娜尚
未离开时柔和温馨的场景描写，与
其身处的社会背景以及全篇略显沉
重的格调形成对比……以小见大，
以古鉴今，这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对当代社会的启迪：我们身处的太平
盛世是前人用鲜血打拼下来的，我们
之所以生活得舒适安逸，也是因为有
人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将所有磨难
一并挡下了。而那些最应该享受和
平的人现在缺席了，我们理应重拾
对革命历史的尊敬与传承。

《石榴红》 这部小说运用的是
与海飞前作 《麻雀》《捕风者》 等
类似的人物设置和背景架构，让读
者在特定时候产生共鸣。与前作不
同的是，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作者用了更为柔和的笔调，以孩子
澄澈干净的视角直面战争的残酷与
局势的动荡，人性、亲情展现得淋
漓尽致。可以说，《石榴红》 打开
了新的突破口，大胆的题材拉开了
与单纯的童话故事的差距。

石榴红了，像夕阳一样红，像
血一样红。数不清的烈士，淌不尽
的鲜血，在鲜红色的石榴花中，我
们都看见了。

又是一年石榴红
——读《石榴红》有感

吴铁佶

读岑玲飞的文字，最早是在
“慈溪文学网”上，她的一篇 《仓
鼠》吸引了我。仓鼠是她较早时养
的宠物，或许比她养狗的历史还
早，她把仓鼠的情状写活了，打动
了我。表面看，她似乎是个很闲散
的人，然而，“玩物丧志”一词并
不适用她。她坚持每天写日记，她
说自己的写作是从记日记开始的。
并最终完成了《卸妆》一书，由宁
波出版社出版。

她为自己而写，写得满意了，
也会投寄出去，但那是后话，不是
初衷。因为首先是为自己写的，所
以她的为文就自由而活泼，少了程
式化，零套路。最重要的是，她不
讲大道理，不写心灵鸡汤，绝对不

“高大上”。她的散文没有所谓的
“卒章显志”，而是余光中先生早年
倡导的“现代散文”——讲究弹
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

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
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
并包、融合无间的高度的适应能

力。岑玲飞虽然不写小说，文章却
有小说的语境和语感，有几篇甚至
可 以 当 小 说 读 ， 如 《台 柱 子 黄
荣》。而有些散文若分行，完全可
作诗观，如 《春天里》《这个春天
有点长》。

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
在一定的篇幅中满足了读者对于美
感要求的分量。“真正丰富的心
灵，在自然流露之中，必定左右逢
源，五步一楼，步步莲花，字字珠
玉，绝无冷场。”岑玲飞的散文有
奇句，有新意。“我之前一定吃过
饭团，之后也一定会吃，但一说起
从河的那边飞过来的这个神秘、遥
远又奇香无比的大个头饭团，那是
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扔过来的，我
从来都没有看清过她的脸，也想不
起她的模样。”《飞来的饭团》 一
文，我最初在 《慈溪文化》 上读
过，当时就觉得意象高妙。这只超
级饭团从河对岸飞过来，不知被谁
接住了。

所谓“质料”，是指构成全篇
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
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
散文的趣味或者境界的高低。对文
字特别敏感的作家，必然有他们自
己专用的词汇。”岑玲飞的语言朴
素而干净，自然而顿挫，多平常
语、家乡话，这种属于她自己的干
爽剔透的语言，在阅读中我们可以
细细体会，我想这是一个作家的特

质。
《主胡的手》 简直就是一幅素

描稿，而在素描里，手是最难画
的。她写这只主胡的左手，“手指
又细又白，这也不算与众不同，主
要是他的手势非常低调，一位一级
琴师的左手在两根琴弦上，似乎没
有夸张的动作，只是像蜜蜂的翅膀
一样震动。”她在 《路头戏》 中，
写出了一个民间小剧团的别样风
格，一个似乎不是正儿八经的越剧
团的生存状态。戏曲来自民间，岑
玲飞写戏曲，一方面写艺，一方面
也在洞察民生。她是民间的在场
者，诚恳忠实的记录者。

散文可长可短，可以是完整的
记事，有时也可以是一个片段、一
个场景、一段思绪。现在有一种习
尚，好像散文越长越好，越长越见
本事，我看不见得，也不适应这个
时代的需求。当然炫技是另一码
事。岑玲飞的散文长短自如，长的
可以写十多页，短的只有一页了
事。我想散文就应该有这种参差
感。

当下散文作家中，写回忆篇章
的居多，而写现场的、写当下的较
少。岑玲飞的书里，大致有一半的
文字在书写现场。她爱好戏曲，熟
悉这里的行当，写起来轻车熟路；
她养宠物，把宠物当成家中一员，
因为熟悉，写来顺手。她写现场，
其实更主要的是她就在现场。可以

说，没有记日记的癖好，就没有她
的写作。而我们的不少写作者因为
懒惰或力不从心，把多少现场给漏
掉了，在现场面前彻底失语。这是
岑玲飞的写作给我们的棒喝。

书翻到一半，我不由得想，岑
玲飞的写作受了谁的影响？我问她
读过萧红吗，她说家里从没进过萧
红的书。然而让我惊讶的是，她读
过十几遍的 《红楼梦》。她深谙

《红楼梦》 的描写之道，或繁或
简，繁可以至繁，简也可以极简。
她也喜欢余华和李娟的文字。这就
够了，我不再惊诧她为何能写出如
此朴素而绚烂的文字。

自由而活泼 朴素而绚烂
——读岑玲飞《卸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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