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索》 是 70后作家王磊新
近推出的长篇推理小说，虽然经
抽丝剥茧最后破了案，但作者的
目的似乎不仅仅是为了破案，更
多的是跟读者探讨人性的善恶。

案子很简单，一个经济欠发
达地区的八线小城，在一座几近
废弃的供电公司仓库里，“库
管”小人物纪祥云遭枪击而死，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
线索。警察探访死者生前的社会
关系，妻子、妻子情人、情人、
情人丈夫……似乎人人都有作案
嫌疑，却又没有确凿证据。更为
蹊跷的是，大家对于查出案件的
真相并无多大的兴趣，提供给警
方的信息也真假参半。就在案件

几乎被人遗忘的时候，一部以
此为原型的 《畅销书》 突然在
城内风行，此前消失的最大嫌
疑人也就是纪祥云死前最后接
触的保罗，居然是这本书的作
者。

小说后面的内容有很多戏剧
化的成分，作者揶揄的语言更是
将破案过程推向了高潮。王磊在
书中加入了诸如权力寻租、拐卖
儿童、旧小区改造升级等现实问
题，如何将这些元素整合在一
起，又要与人物的性格相契合而
无任何冲突？作者在故事的架构
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杀人凶手最后浮出水面，但
又以一种“喜剧”“时尚”的方
式死了，让人依旧心生疑虑。凶
手真的是“他”？王磊面对采访
的时候是这样回答的：“结局就
留给读者去想，大家想得越多，
感悟得越多，我的文学创作也就

‘有用’了！”
（推荐书友：金永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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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陈平原教授，很多读者
并不陌生。当年，《千古文人侠
客梦》《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大学何
为》等著作一经问世，就引起学
界广泛关注。近期，具有通达视
野的《想象都市》面世，带给读
者新的惊喜。

长期以来，陈平原教授时刻
关注着城市与个人的变化，并以
自己独特的方式阅读城市，“希
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
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
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

‘这一个’城市。”为此，陈平原
写下了十余篇感怀至深的美文，
分为上、中、下三编，结集成

《想象都市》 一书。对于北京、
西安、开封、香港等充满传奇色
彩的大都市，作者叩问城市如何
真正“活起来”，探寻古都的失

落与重建，解读张长弓、张一弓
父子的“开封书写”，捕捉叶灵
凤、李欧梵的香港记忆……《想
象都市》以细致的笔法勾画出都
市样貌，涤荡既往意识，揭示其
背后所隐藏的深层内涵，试图寻
找都市的本真。“努力用文字、
图像、文化记忆来表现或阐释这
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这座城市
的精灵，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
下去。”作者的视线并没有停留
在都市的历史沿革或经济发展
上，而是将目光投射于这座城市
与普罗大众的关系，发现精彩，
体验生活，其意义早已超越简单
的文化史研究。以“想象”建构
城市学体系，陈平原教授进行了
富有成效的尝试，展现了他对都
市变迁的思考与解析。“既丰富
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
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

《想象都市》由点及面，由城
市观察中国，是一部集学术性与
传奇性于一体的精彩著作。对都
市的想象，不是单向的过程，而是
反向的文化流动。在信息时代，将
会有更多的人，走向想象都市之
路。 （推荐书友：戴骏华）

《线索》

《东亚世界与古代中国》

晏子使楚、唐雎不辱使命、
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
在中国古代内外交往关系史中，
有诸多出色的外交使节，他们传
奇的出使经历、机智的外交才
能，成为家喻户晓的趣闻。然
而，在这些光芒闪烁的名字背
后，芸芸众生才是历史前行的掌
舵者。俯瞰东亚世界的陆地与海
洋——穿梭于海陆岛屿之间的居
民、渔民、商人、漂泊者、迁徙
者、流浪者……都是宏伟的历史
大厦上的磷磷钉头。刘永连教授
的 《东亚世界与古代中国》，以
这些无名无分却不可忽视的草根
使者为视角，考察中国古代与东
亚世界在文化交往层面上的活
动，剖析文化活动背后的关系与
特征，为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领
域，打开了一扇海阔天空的窗
户。

就文化交往的草根使者来

说，我国东部、南部这片广阔的
海域中，因海难而散落的漂流
人，比比皆是。漂流人活跃于中
国沿海的青州、登州、莱州、密
州等古代港口城镇，也流散于耽
罗 （济州岛）、扶桑洲、琉球群
岛等海岛地区和国家，他们将不
同的地域和国度中的丰富文化在
新的地区碰撞融合，也带动了人
们对海洋环境和海外人文状况的
认知，促进了海上交通航线的发
展。

除去国家之间凭借政治手段
产生的外交活动之外，地区、国
家之间，人群的流动，尤其是广
大民众的长期迁移往来，能够给
社会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带来更
频繁的发展。“文化交流与文化
关系”这一篇章就重点阐述了古
代中国与东亚世界在文化层面上
的往来。

《东亚世界与古代中国》 一
书所辑录的 19 篇文章，凸显了
人群族群在中国与东亚世界的文
化交往关系中的作用，作者以学
术研究的标准、实事求是的审慎
态度、谦虚严谨的治学方式，书
写了东亚海陆空间里那些默默无
闻的草根使者。

（推荐书友：蒋雯）

罗明

四明山是茶的家园。元代鄞县
人张可久诗云：“舌底朝朝茶味，
眼前处处诗题。”

河姆渡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
在 7000 年 前 ， 宁 波 先 民 就 饮 茶 、
植茶了。唐代陆羽《茶经》是我国最
早的茶著，记载：“余姚县生瀑布泉
岭曰仙茗。”“瀑布仙茗”为书中唯一
有名称的茶。四明山茶历史上还是
专供皇室所用，明代茶专家、慈溪人
罗廪的《茶解》曰：“余邑贡茶，亦自
南宋季至今。南山有茶局、茶曹、茶
园之名。”也就是说，早在南宋就开
始生产贡茶，“南山”指今天余姚河
姆渡一带的低山丘陵。那时产的茶，
称“四明十二雷”“四明白茶”。

四明山出产的茶叶，历史悠
久，品质优良，大众爱之，文人咏
之，诗茶结缘，双向影响。元代奉
化人戴表元写山村茶乡，“山深不
见焙茶人，霜日清妍树树春”；明
代余姚人孙鑛的“倦眼翻书涩，枯
肠构句贫。愿分芳鼎味，一醒睡乡
人”，细致地描述了文人喝茶前后
的状态；清代鄞县人全祖望在 《四
明十二雷茶灶赋》 中写道，“独新
芽兮正茁，几弥望兮山居”，道出

了釆茶制茶的好心情；中国古代十
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在 《制茶》
中云，“炒青已到更阑后，犹试新
分瀑布泉”，忙中有乐、急切尝新。

东晋支遁的咏茶诗，或许是最
早的四明山茶诗。他是高僧，从中
原移民浙东，在陆埠支溪岙创建支
山寺，供佛讲经，民间传说他到过
今大隐镇和兰江街道一带。唐代京
兆释道宣著的 《广弘明集》，收录
了支遁 20 多首诗，其中 《咏怀诗
五首其三》 云：“霄崖育灵蔼，神
蔬含润长。丹沙映翠濑，芳芝曜五
爽。”把茶树比作“灵蔼”，把茶叶
比作“神蔬”，在红色的茶具中，
茶色清澈绿亮，滋味鲜嫩甘爽，饮
后精神随之升华。他在 《咏禅思道
人》 中又云，“云岑竦太荒，落落
英岊布。回壑伫兰泉，秀岭攒嘉
树。”这些咏茶诗，虽没有注明时
间、地点，但支遁下半生的足迹，
与河姆渡遗址古茶树发现地和四明
山两大古名茶产地重合，那里通江
达海，商品茶发展早，因此，支遁首
创以四明山茶入诗，比较可信。

唐代诗人陆龟蒙作了 《奉和袭
美茶具十咏》，皮日休作了 《茶叶
杂咏》，这两组 20 首唱和茶事诗，
或许是四明茶事的高级组诗。“南

山茶事动，灶起岩根傍”（皮日休
《茶灶》），“闲来北山下，似与东
风期”（陆龟蒙 《茶人》），这与当
地人惯称翠屏山 （广义四明山的一
部分） 为北山、四明山 （狭义四明
山） 为南山相一致。皮日休与陆羽
同为湖北天门人，他是最早提及陆
羽 《茶经》 者。他循着陆羽的足
迹，到浙东品茶观窑，故在 《茶
瓯》 中述：“邢客与越人，皆能造
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称邢瓷为客、越瓷为主，故诗中的茶
具，应为越瓷。陆龟蒙另作《秘色越
瓷》，亦可旁证。他们曾到梁弄，祭扫
支遁墓，皮日休因此说，“松下时一
看，支公亦如此”（《茶灶》），道尽人
生感悟。他俩一起上四明山，分别
作了 《四明山九题》，也是个有力
的证据。

还有两位诗人写的四明山茶
诗，值得收藏。歌颂四明山茶叶的
高手，应属唐代皎然，他是谢安十
世孙。他在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
中写道：“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
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
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
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
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
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

丹丘得如此。”剡、剡地和剡溪，
古代常泛指新昌嵊县盆地、上虞和
余姚南部等地区。丹丘，传说中四
明山的识茶道家仙人。作者以神仙
喝的“琼蕊浆”来比喻四明山茶，
一饮，消除疲劳无聊、沉闷昏睡；
再饮，思路清晰，灵感涌上；三
饮，反省得道，烦恼皆消。

南宋王十朋，也是个吟咏四明
山茶的牛人。他在 《会稽风俗赋·
物产》中云：“日铸雪芽，卧龙瑞草。
瀑岭称仙，茗山斗好。顾渚争先，建
溪同蚤。碾尘飞玉，瓯涛翻皓。生两
腋之清风，兴飘飘于蓬岛。”他把会
稽山的“日铸雪芽”和四明山的“瀑
布仙茗”比作瑞草，与湖州“顾渚”、
福建“建溪”茶，争先创优；喝后生

“清风”，会腾云驾雾到仙岛，赞美
茶叶品质优良。

“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
北宋晁说之，山东人，曾任“监明
州 船 场 ”。 他 体 验 四 明 茶 乡 ， 在

《赠雷僧》 中云：“留官莫去且徘
徊，官有白茶十二雷。便觉罗川风
景好，为渠明日更重来。”四明山
茶与文人相遇，造就了茶文化中的
诗词歌赋。纵观浙东历史，喝茶是习
惯，品茶是文化，作诗是时尚。今人
不如效仿一二。

古诗妙语“四明山茶”

故乡诗话

蒋静波

《江南聊斋》 是谢志强向 《聊
斋志异》 致敬的小小说集，也有人
视为长篇小说，那是在碎片化文本
的写作背景下，或独立或组合的两
种形态。作家如何汲取民间丰富的
库存资源，为己所用？如何让遥远
的过去获得当下的亲近，并与人物
发生心灵的碰撞？此书回应了这些
问题。

“江南聊斋”这个词组，前者
是地域，后者为方法。近年来，谢
志强陆续出版了以新疆的垦荒者、
老兵为题材的 《沙漠里怎么能没有
歌声》《红皮笔记本》《老兵》 等系
列小小说集。这次，作者将目光投

向自己的故乡宁波：大雷山下的张
家村、石门村、宁波码头、万竹箭
岭的“香岩庙”、大桥镇的西岙村
以及大碶灵峰寺、奉化岳林寺、慈
城清道观、宁波天童寺⋯⋯无不倾
注了作者的深情。

笔记体是小说创作的重要方
法。当代的汪曾祺可谓笔记体小说
创作的一座高峰，汪老曾言：“凡
是不以情节取胜，比较简短，文字
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说，可称为笔记
体 小 说 。” 谢 志 强 深 得 其 中 之 精
髓，写人物时，自然带出风俗，如
正月十五闹元宵、四月初八“放牛
水”、立秋赶秋等，且以茶叶、竹
笋、荷叶、渡船、小桥、流水、馄
饨等江南风物相衬，生活气息、乡
土气息扑面而来，人物和风俗有机
融合，拓宽了文本的内容。

民间传说 （包括故事、神话）
是一种强大的文学原生态的“库存
资源”。谢志强在搜集大量民间传
说“库存资源”的“弱水”中，舀
取了宁波地域的“一瓢”，以当代
的视角和精神加以表现，注重人与
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融洽关系，塑
造出有趣味、有情怀、有温度的民
间人物群像，透露出顽童般的淘气
和生命的活力。对于宁波读者而
言，在耳熟能详的风物人情中，还
可以享受到别有意味的阅读体验。

全书 60 篇，始终贯穿着作者
倡导的“围绕着人物运动中的细节
走”的创作理念，贴着细节，揭示

人性，写活人物。《借》 一文中，
李细意第一次向李守本借伞，“详
细地申述了借伞的充分原因，具体
地讲明了借伞的起止时间，又商定
了损坏伞赔偿的价钱”。李细意当
夜没去还伞，天刚亮，“李守本闯
进来”讨伞。当他看见伞撑在地上
时，谴责对方“撑了一个白天还不
罢休，还要长夜撑到天亮，你亏待
了这把伞”，并且“白了他一眼，
愤然离去”。行文至此，仅 700 余
字，李守本吝啬的形象入木三分。
可作者继续深挖，三天里，李守本
向李细意借走“一双簇新的钉鞋”

（与那把用了十年的伞对比），“特
意去了一趟县城”“不停地走街串
巷”“返回李家庄，已夜深”，还要

“在屋子里踱步”“在多个门奔进奔
出”。天色微明，支撑不住时，“他
把穿着钉鞋的双脚搭在床沿外——
悬空着”睡。全文没有出现类似吝
啬、小心眼的一个字词，却用一系
列细节，将李守本的本性推向了极
致。

作者将魔幻、荒诞和传奇以平
常目光视之。《一船淘气》 中，林
老汉的船上来了只闻童声、不见身
影的小孩，说是摆渡去看闹元宵。
有几个孩子？怎么登船？作者没有
点明，只是写“船身前后一晃，分
明是有个人跳上了小船，随即，船
头一低一抬，接连六次。”“吃水深
下去了，而且，船身左右摇晃不
定，那是重量分布不匀所造成的情

况”。林老汉没有“刨根问底”，知
道“小孩自有小孩的秘密”，只问

“上齐了吗？”见怪不怪，这是林老
汉的态度，也是作者的态度。行船
中，“时而水花绽放⋯⋯是无形的
手撩拨海水”，而后“七个童音各
声欢呼：到了，到了”——还有比
这一船更淘气的吗？那些孩子虽然
不为人所见，还是以“闪亮的摆渡
钱”和帮助林老汉捕得两只鱼篰鱼
儿作为报酬。林老汉的善良、小孩
的有恩必报，其实就是作者对人世
的态度。

开篇 《鼻子》 写好心的小伙子
稳成在背乔装成村姑的员外女儿过
河时，员外女儿在稳成的鼻子上捏
了一下，回家后，稳成发现“鼻子
被捏掉了”，而员外女儿却多了一
个鼻子。对于这一传奇，作者淡定
地以“像一个鼻子背着另一个鼻
子”一笔带过。在他俩成亲的那一
夜，鼻子恢复了正常，他们“相互
又是摸又是捏，好像第一次有了鼻
子那样，新鲜、好奇”。作者通过
鼻子这一别致的细节，写了姑娘对
小伙子的爱慕，以及爱情的圆满。

“每一位成年人心中都藏着一
个小孩”，在 《一船淘气》 中，谢
志强运用分身术，将隐藏在自己内
心深处的童心，化作几十个有趣、
有味的形象，组合成江南民间的群
像。而那些因淘气生发的魔幻、荒
诞气息，在 《一船淘气》 中轻盈地
飞扬出来。

以童心塑江南人物群像
——谢志强《江南聊斋》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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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艳青

赏诗的人不一定是诗人，爱花
的人也不一定是植物学家。

郑国芬在医院工作，在快节奏
的当下，可以想见这份工作的压
力 。 自 从 偶 然 掉 入 种 花 这 个

“坑”，她的业余时间被与花有关的
一切填满，挑花、运土、种植、莳
弄、拍照，她戏称自己成了一名

“城市农妇”。不仅如此，她还将自
己倾注在花间的情感诉诸笔端，集
成了这本名叫 《四时花朵作陪》 的
书。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写给憩园
花草的情书。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事隔
经年，想要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去探究怎么会爱上花并决定带花回
家这个命题，有些不切实际，但在
记忆的年轮上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
迹。“起初，是在菜场路口一角，
看到一个精瘦卖花老者，守着一辆
车斗堆得满满当当的三轮车，车上
红花绿叶引诱我，忘了去买菜，先
停在这辆五彩缤纷的三轮车旁。”

郑国芬如此描述与花初见时的情
景。“遇见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
种花；遇见之后，我从来没有考虑
过其他。”大抵说的就是如此。

如果说精瘦老者是作者与花牵
线的“月老”，那么花鸟市场就是
一个兢兢业业的“媒婆”，不停地
向作者展示花的各种美好。“小城
的花鸟市场就在原来的单位隔壁，
那段时间，每次下班路过，我都会
鬼使神差地晃进去。”能让人“鬼
使神差地晃进去”，可见“媒婆”
工作到位。在这里，郑国芬完成了
对花的“爱之初体验”。

爱是漫长的旅途。经过你侬我
侬的蜜月期，告别乍见之欢，想要
久处不厌，除了爱在心头，还有一
份责任在肩。先说泥土，种花有了
盆和花，还不够。这泥土，就像养
鱼时盛在鱼缸里供鱼游泳的水，少
了它，再大的缸，再鲜活的鱼，都
失去了灵魂。为了解决泥土问题，
郑国芬先是看上了门口的山，可惜
山上的土都是浮土，东挖西掘不够
种一株花。紧接着她和爱花的同事

将目光转向城市基建挖出来的土，
数量问题是解决了，无奈这种土质
量堪忧，石子占了大半，折腾一
阵，只好作罢。后来乡下的土进入
她的视野，她觉得泛着原始青草味
的土，用在楼顶的花草身上是它们
的福气。随着网购的兴起，淘宝上
的营养土、叶酸泥、炭土成了她购
物车里的“战略储备物资”。她觉
得当麻袋里装满了土时，“快乐的
心情不亚于捡了一麻袋钞票”。真
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
悴。

当然，想要守得花开终嗅香，
光做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虫害预
防、温湿度把控、施肥，甚至空气
流通，都有大学问。凭着一腔热
爱，郑国芬查资料、请教花友，加
上平日里思考琢磨，愣是从一个门
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她的憩园也
逐渐成了网红，不断有媒体造访，
在 2016 年还荣膺了所在区“最美
阳台”称号。

天若有情天亦老。这几年，郑
国芬还把女子读书会开进了憩园，

花香沁人心脾，书香致人以远。对
她来说，憩园不只是一个露台花
园，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通过 《四
时花朵作陪》 这本书，她将这种生
活方式带入更多人的视野，寻世外
净土，不如向内心求索，辟一块

“静”土，滋养清明气。
值得一提的是，《四时花朵作

陪》 是一本母女书，郑国芬的女儿
为母亲的书精心创作了 70 多幅水
彩插画，插画的内容多是憩园里的
花花草草，风格清新淡雅，描摹惟
妙惟肖。仔细端详，憩园的风仿佛
穿越时空，带来草木的问候。

田园有真乐，诵读有真趣。别
不信，打开 《四时花朵作陪》，里
面就有。

与花书
——读《四时花朵作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