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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峰

只要一说到徽州，陷于职场的
现代人总会眼放光芒，心里已经涌
上诗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而飘浮于脑海的则是飞檐翘角、粉
墙黛瓦的画面。徽州，如世外桃源般
存在于俗世中，安放着疲于奔波的
灵魂。这不，作者禾子逃离灯红酒绿
的城市，在徽州盖起了自己的“乌托
邦”。盖就盖了，还为此出了一本书，
书名叫《借个院子过生活》。借什么
样的院子，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合上
书，确认，这院子不错，这生活也不
错，再确认，作者还是个诗人。

这本书可真有意思，要说主题，
禾子围绕如何盖他的“乌托邦”而展
开，这样一说，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本
书是枯燥的说明文。其实呢，一点都
不。看看那些篇名，《乡亲们晚上八
点就休息了》《呦，白云禅院开门了》

《我就不信做不了一本笔记本》《这
世间总是充满美好的事物》《满眼都

是历史的骨骼》《西街就是一条缓慢
的时光之河》⋯⋯禾子分明是一个
好玩的人，跟你说着许多好玩的事，
真真有趣。

全 书 分 五 个 章 节 —— 春 、夏 、
秋、冬、又一春，读来轻松自如，像不
小心走进了作者的自留地。看着他
一点一点在原县委大院砌墙造屋，然
后往屋里填充旧物件，真是什么都往
里扔，旧录音机、旧打字机、旧唱机、
旧柜子、旧书旧碟，这些旧物件堆出
了一个“西街壹号”。我在心里暗暗惊
叹，多么有情怀的人啊。如果到徽州，
一定要去那里看看，说不定能遇上禾
子。要是我上前来一句：乡亲们八点
就休息了吗？不知对方会不会接上一
句：西街壹号有两种时光呢。两个篇
名就像接头暗号，让人不禁莞尔。

时代越前进，人心越浮躁。很多
人捧着一部手机就以为拥有了整个
世界，但还是有人会捧着一本书去
阅读，当然，这本书一定是你喜欢
的。对了，《借个院子过生活》是我喜

欢的，喜欢它轻松的笔调，无所不在
的幽默味道和无孔不入的诗意，在
字里行间渗透、散发，让我不知不觉
放下手机，放下刷朋友圈的执念。

在《抱歉，我没有看见你饱满的
春色》里，作者写道：“看见梅花似乎
握住了春天，兴奋的人们把本来就
不宽的马路挤成了王府井大街。”还
有 ，“ 我 画 饼 充 饥 地 鼓 励 自 己 ，把
2016 年的第一次登山搞得像参加高
考。”最后写道：“枝头挂着的梅花零
零落落，像谢顶不彻底的脑袋。”作
者还赋诗一首《金佛山看梅》，且摆
上二句：晨钟暮鼓的遗址上/梅林早
已花容失色/你们扮演了落地的花
瓣/坐在佛的脚趾上喝着咖啡/我把
所有的植物看成花朵。

诗人写散文，真是有着得天独
厚的便利，就像剪自留地的时蔬，水
灵灵地摆上一圈，由不得你不赞叹
几声。作者亦庄亦谐的笔调，吸引我
一页一页地看下去，看完一遍，又翻
了一遍。在《嘿，老军帽，新五星，漂

亮》里，作者写道：“他拍得很投入，
把摄像机当作了舌头，紧贴着年轻
木艺师的手，如饥似渴，好像是要把
这迷人的手艺吞进摄像机里。”看着
这些信手拈来的好词好句，深深佩
服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把时间“浪
费”在这本书上，值。

我还有许多没有实现的愿望，包
括去徽州，如今在我心里，徽州仿佛又
添上了一个景点。作者经过一个菜担
子时，曾说了这么一句话：多么水灵的
植物啊，仿佛铺了一地大自然的语言。

来自大自然的语言，多美啊。

来自大自然的语言
——《借个院子过生活》读后

赵 莹

海飞新作《战春秋》的人物中心
不再同以往作品一般聚焦于男性角
色，而是用更多的笔墨描摹女性谍
者的形象，像书中出现的西施、郑
旦等人，都呈现出浓厚的悲剧色
彩。众所周知，西施是越国用来迷
惑吴王夫差的棋子，但是这位女性
人物的心路历程始终是一团迷雾。
所以，海飞另辟蹊径，不多言兵家
攻占之术，而是从小人物入手，编织
出了一个跌宕起伏、动人心魄的春

秋谍战故事。这也是作者构建“海飞
谍战世界”系列小说以来首次涉足

“古代谍战”。
小说主要围绕“勾践灭吴”这一

著名历史事件展开，作为《国语》中
的压卷之作，自然具有传奇色彩。勾
践以败国之君的身份，苦心孤诣多
年，最后反败为胜，定格在“是故败
吴于囿，又败之于没，又郊败之，遂
灭吴”的历史画面中。但是除却隐
忍、坚毅的特质，勾践本人又有急功
近利、寡义无情的一面，在《战春秋》
中就很全面地呈现了勾践的形象。
在消灭吴国之后，范蠡远走他乡，而
文种留于朝野，最终被勾践赐死，令
人不胜唏嘘。在这样的叙事主线下，
一系列惊心动魄的“间谍”与“反间”
情节陆续上演。路营营长田充与越
国女子紫苏的相遇就是彻头彻尾的
悲剧，他作为卧底负责打探越国的消
息，结果爱上了善解人意的紫苏。没
想到被范蠡等人发现行踪，为了保护
紫苏和腹中的孩子，他必须得构陷叔
护，叛离国家。可是，他的儿子田桑还
是死了，紫苏也疯了。海飞以这些二
度创作的情节展开春秋笔法，展现
了特定年代家国命题下的无奈与伤
痕。

不过，在我看来，小说最吸睛的
角色却是勾践的妻子——越后幽
羊，她的容貌在多年“阶下囚”的日

子里失去了光彩，但是她的心机在
多年苦难的浸淫下愈发莫测。可以
说，越后才是谍报链的顶端人物，不
管是美貌动人的西施，还是负责传
递消息的郑旦，都是她复国大计中
的棋子。从起初西施不愿离开家人
前往吴国做内应开始，阴谋就悄然
滋生了。在幽羊授意下，越国人假扮
吴国人，杀害了西施的父亲。西施为
报父仇，殚精竭虑接近吴王，于是这
出大戏终于拉开了帷幕。直到故事
的最后一刻，西施的弟弟施夷青被
阿布砍成了血人，幽羊仍不肯放过，
为他补上了致命的一剑，利用他的
死亡激励所有的将士，完成最后的
复国之战。海飞利用史书字缝中的
细节，将历史罅隙以沉稳冷静的话
语加以补充，最终绘制成了楚楚动
人却又苍凉肃杀的画面。当然，越后
这一女性真的心狠手辣、作恶多端
吗？也不尽然。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善
恶之分，因为立场不同，他们各自为
战，却因命运的交汇有着相同的际
遇。比如紫苏和田充，郑旦和甘纪，
甚至是西施与夫差，在故事中“越级
打怪”之余，也隐藏着情感线的设
计，这在原本紧张的剧情氛围中，注
入了浪漫主义的色调，使得人物关
系、明线暗线更加变化莫测。

在开阔的创作空间里，海飞以
全新的视角阐释着心目中的朝代与

角色，诉说着生命的悲欢。在西施一
步步成长为谍者的过程中，遭遇重
重困难，首先得从颜王后和芸王妃
的打压下获得夫差的注意。当然，

“宫斗”只是她前进路上的一小步，
她还需要摆脱伍子胥的监视，将自
己摘除在外，借由叔护事件，她成功
地让夫差对伍子胥产生了嫌隙。所
以，谍者是一门高级的学问，想要在
乱世中成功潜伏，光有外表远远不
够，内在的智慧和同伴的配合也很
重要。

在阅读海飞过往的作品时，总
能发觉他在脉络把握上的精妙之
处，他写的“烧脑”小说，不仅融合了
推理、言情、家国等元素，亦以细致
的方式展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像
甘纪为护郑旦情愿自断一臂，隐于
乡野，却在吴国即将沦陷、明知死局
不可破的情况下，选择和自己的君
主死在一起。还有一心为国的伍子
胥，作为典型的复仇者形象，他在书
中一直是激进而刚毅的，为国一夕白
头，甚至死后要将头颅挂在吴国都城
的城门上，眼睛始终望向越国的方
向。由此，这场不断“逆转”的间谍大
战告一段落，然而那些温情的、动人
的情绪却生长与延续着，从未改变。

海飞这样的写法，为古代谍战
小说创作加入了新思考，耐读且有
嚼头。

素手执棋，深衣藏剑
——读海飞长篇小说《战春秋》

车厘子

在鄞州书城的微信公众号上读
到《白先勇：我和夏志清的文学因
缘》一文，才知道白老师出新书了，
书名《八千里路云和月》，《文学因
缘》正是其中的一篇。

从作品的绝对数量来看，白先
勇不算是一个特别“高产”的作家，
他有三部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只
有一部，散文集也只出过四五种。但
白先勇的好在于内功深厚，不声不
响隔个几年，总能捧出新的精品来。
这“新的精品”并非一定指新近写成

的文章，而更像是深埋多年的佳酿
起土而出，重新拿来宴客。经过岁月
的积淀，美酒可不更添馥郁嘛。《八
千里路云和月》所收录的，是白先勇
自 2002 年以来发表的一些文章，分
三辑，“家国情怀”记述作者父母及
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记人物”记
述师友之间的情谊往来；“阅读感
怀”辑录了近年所撰写的书评序文
等。

首辑“家国情怀”以“八千里路
云和月”为前缀语，书名亦由此而
来，可见白先勇心目中的重点是在
这一部分。然而读者的口味总难与
作者一致，尽管白先勇在民国史写
作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关于其
父白崇禧将军的行述，其实已有上
下册的大著《父亲与民国》珠玉在
前，而关于其母马佩璋女士的生平，
我个人觉得多年前《蓦然回首》一文
中涉及的少许回忆文字便已足够感
人，譬如那句“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
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
裂，栋毁梁摧”。话在精而不在多。

我最感兴趣的是他记述师友情
谊的文章，里边提到的人物，多是海
外华人文艺界成名已久的大腕，例
如《人间重晚晴》记学者李欧梵，《怀
念高克毅先生》记翻译家高克毅（乔
治高），《走过光阴，归于平淡》记画
家奚淞，《文学因缘》记学者夏志清，

《谪仙记》记演员林青霞⋯⋯白先勇

同这些文艺家的交集，必然与大陆
作家迥异。

从语言风格来看，小说家白先
勇和散文家白先勇是统一的，其小
说的文字如何典雅精致，其散文的
文字就有如何典雅精致。白先勇以
小说获大名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小说家的巅峰
高度，可是他晚年不写小说了，而以
写回忆录性质的散文为主。因此，在
相同语言风格的基础上，其散文又
比小说多了一份过尽千帆洗尽铅华
的人生阅历，味道更为醇厚。

从感情色彩来看，白先勇的小
说无不透着一种浓重的悲剧意味，
带着如陈世骧评金庸《天龙八部》

“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般的悲天悯
人之感。他曾分析，“中国文学的一
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
追悼，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
兴八首》，其中所表现的人世沧桑
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也就
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
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

‘好了歌’中‘古今将相今何在，一堆
荒冢草没了’的无常感”。同时观照
白先勇自身的性格，又可以从他过
去的散文中看出来，早年他是个很

“心急”的人——幼年养病时的心
急，少年读书时的心急，上大学写小
说时的心急，以至于赴美留学时过
圣诞节看到的都是“残年急景”。而

到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明显
品读出了一个“衰年变法”的白先
勇，年至耄耋的他，早已与人生达成
和解，不再满腔感伤主义，心境转为
平和柔缓、乐天知命。正如他在《人
间重晚晴》文末所强调的，李义山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遂成千
古绝唱，但良辰美景如此无可挽回，
不免悲怆⋯⋯‘天意怜幽草，人间重
晚晴’到底温婉得多”。

全书最令我称羡处，还在于白
先勇与师友过往交游时的趣闻乐
事，如《文学因缘》回忆夏志清先生
领着他们一伙留学生去纽约的哈德
逊河坐游船，“那是个初夏的晴天，
哈德逊河上凉风习习，纽约风光，历
历在目，夏先生那天的兴致特别高，
笑话一直没有停过，热闹非凡。五十
年前那幅情景，迄今栩栩如生”。又
如《谪仙记》写林青霞与好友金圣华
一起到北京国家大剧院观赏昆曲

《牡丹亭》，“她没看过昆曲，只想试
一试看第一本，哪晓得一连却看了
三天，完了意犹未尽，还邀请《牡丹
亭》的青年演员去吃夜宵，她一下子
便被昆曲的美迷住了”。

假使没有白先勇优美文笔的记
录，我们也许无从知道中国人曾有
过那么优雅的生活方式。旭日朝霞
晴光满天固然是一种大美，夕阳晚
霞余晖脉脉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大
美。

人间晚晴夕照明
——读白先勇新著《八千里路云和月》

蟹是国人餐桌上的爱物，俗
语“吃遍天下百样菜，不抵水中一
只蟹”，表达了人们对蟹的钟爱。

《中华蟹史》的作者钱仓水主要是
在故纸中“邂逅”螃蟹，他广罗资
料，先后出版了《蟹趣》《说蟹》等
书。相对前面的著作，这本 55 万
字的《中华蟹史》更为厚重，是他
20 多年的研究成果。按朝代顺序
编排，从先秦至明清，合计六大部
分，由蟹文、蟹诗、蟹事、蟹食等构
成，配上150幅插图，图文并茂。

国人食蟹有着悠久的历史，
周代出现的美食“蟹胥”，是最早
见于文字的吃蟹记录。钱仓水对
比资料，得出“蟹胥”就是“蟹酱”
的论断。接着，他又推断早期的蟹
酱是将蟹捣碎而“盐藏酒渍”的，

到了宋明时期，蟹酱的制作工艺
又得到了丰富。食蟹史就是中华
文明史的缩影。

形态奇特、鲜美可口、寓意吉
祥的蟹得到了历代画家的垂青，
韩滉、黄筌、沈周、陈淳、徐渭、齐
白石等皆是画蟹名家。钱仓水还
提到，南唐后主李煜也是此中高
手，他有一幅《蟹图》曾被宋人收
藏，被誉为“铭心绝品”。由于李煜
在词学上的成就太盛，以致“画蟹
名家”的身份不为人知。

在《西游记》《红楼梦》《聊斋
志异》等古典小说中也能见到蟹
的身影，特别是在《红楼梦》中，吃
蟹的场景多次出现。钱仓水重点
提到了凤姐等人在藕香榭吃蟹一
段，他从凤姐所言“螃蟹不可多拿
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
吃了再拿”中看出三层意思，分别
是要吃整螃蟹、要吃蒸螃蟹、要吃
热螃蟹，并就此展开详细叙说。

蟹不光是好食材，背后更体
现着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读《中
华蟹史》之后，感触更为深刻。

（推荐书友：李晋）

日剧《坡道上的家》在 2019
年热播，掀起公众对初为人母的
年轻女性育儿处境的关注与激烈
争论。该剧改编自角田光代的同
名小说。

小说的核心是一起案件。被
告安藤水穗溺杀女婴，里沙子恰
巧被选为候补国民参审员，在八
天的陪审时间里，随着涉案人员
的辩护与案件细节的逐渐展开，
里沙子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案
件是明朗的，没有其他凶手，人们
迫切想了解的是，什么样的母亲
会杀死孩子？什么样的心理驱动
会犯下这样的罪行？

人们所确信的事情，并不等
于是正确的。参审员的身份赋予
里沙子特别的观察视角，涉案人
员各有立场，各有想要保护的人。
参审员因教育、观念等不同，各有

各的看法，甚至连法官也会流露
主观的想法。小说多处情节突出
了里沙子觉察到的强烈的不和谐
感，她试图解决人们的认知分歧，
但是除了六实之外，其他参审员与
她非常隔阂，这反过来也促使她产
生自我怀疑，自己所看到的、所思
考的，是否就是正确的呢？

里沙子和水穗是一组镜像，
小说明确地、不断地强调里沙子
的代入感。在日本文化里，两性的
差别经常将双方处于相互对立的
位置，水穗的薪酬高于丈夫安藤寿
士，但为了维护丈夫的自尊心，退
隐承担家务的是她。她在婚后对于
家庭经济困境的焦灼与抱怨，也被
解读为虚荣的表现，并作为犯罪的
动机。只有里沙子，在把水穗作为
参照对比的过程中，意识到了隐藏
在表象背后的冷暴力。

最悚然而惊的是，整部小说
没有一个恶人。促成恶果的，是一
只共同的手。这只手制造了一个
灰蒙蒙的环境，指给年轻的母亲
们，说：你要待在那里，好好干！

（推荐书友：林颐）

《中华蟹史》

《坡道上的家》

《打金枝》

人们通常把皇亲国戚家的千
金小姐称作“金枝玉叶”，于是就
有了经典剧目《打金枝》。可这样
的富贵生命在平常百姓家并不多
见，于是作家阿袁笔下的米红就
格外吸引眼球。

米红仅仅因为被弄堂摆摊看
相的老蛾说有“娘娘命”，就在米
家三个女儿中备受母亲朱凤珍的
宠溺。米红的优越感日益增强，
慢慢地真就恃宠生娇自命不凡
了。美貌如她，在平民巷和技校
中做出一副“出淤泥而不染”的
端庄仪容，背后却是与交往男生
的虚与委蛇欲擒故纵。嫁入豪门
的生活仿佛真应了老蛾的断言，
然而好日子并不长久，米红被休
回了娘家……

《打金枝》这部小说，讲述了
不同特质的姊妹三人各不相同又

跌宕起伏的生活经历，三个女人
三台大戏，戏份相对均衡，反映出
的人物特点却各有不同。米红不
但貌美，学东西也挺快。米青是典
型的“一根筋”，只要有书在，天荒
地老与自己也不相干。米白除了

“白”，没有什么显著的优点。可作
者写的时候，却赋予了她十足的
可爱：她眯起眼睛笑的时候，她讨
好人时嗲嗲的声音，她做出小肥
猪的样子……傻人有傻福，说的
就是她和米红的闺蜜苏丽丽，两
人最后都有了不错的归宿。

阿袁是典型的学院作家，文
字华美，具有张爱玲式的神韵。她
的小说像拔丝苹果，总能带起千
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记忆。在《打金
枝》中，阿袁又使出杀手锏——把
当下的人和事，与 《诗经》、唐
诗宋词、书法相联系，从而构成
了一种极具张力的表述方式。在
小说中，阿袁显露的智慧、机
警、调皮、爽快，以及语言背后
的冷幽默，是最吸引读者的所
在。而她对江南小镇平民生活和
大学校园生活的熟谙，又使她的
作品鲜活生动引人入胜。

（推荐书友：朱延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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