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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书
宁波好书

汤丹文

人们常说新闻是易碎品，一些
名记者的成名之作大抵是日常新闻
报道的衍生，也就是长篇通讯或报
告文学。例如埃德加·斯诺的《红星
照亮中国》、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等。

朱田文的报告文学《当代乡贤：
蔡康国的奉献人生》也是他职业新
闻写作的一次衍生和提升。作为一

名从业近 30 年、特别是从事“三农”
报道长达 27 年的老记者，去写这样
的作品，并不令人意外。

田文与蔡康国的相遇是在采访
中。田文说，那次，采访宁波正在火
热开展的“五水共治”，老蔡是治河
的能人，他写了一篇人物通讯。但由
于被其他媒体抢了先，这篇稿件未
能刊发，所以心存愧疚，但两人成了
朋友。

几年之后，接到蔡康国因病去
世、村民沉痛悼念的消息。这次田文
反应迅速：由于有了先前相遇、相
谈、相知的积累，他当天就完成采
访，次日便在《宁波日报》刊发了《一
心为民 一心干事 一心奉公——
追记鄞州区邱隘镇东雅村村委会主
任蔡康国》这篇情真意切的通讯。

蔡康国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基层
干部，因改革开放而发家致富。从
田文的叙述中，我分明感到他是个
脑子活络、敢于突破旧有框框求发
展、非常“四海”的农村能人。他
当过船老大，也办过厂；他买土
地，租厂房，掘得了人生的“第一
桶金”。蔡康国的真名实姓很多人
或许不知道，但“老黄泥鳅”的名
号在邱隘镇及周边是响当当的。这
也证实了他的活络。

如果蔡康国人生的最后十余
年，没有成为曾经是“烂污村”的
东雅村的村委会主任，那么，他的
一生只是个人的传奇罢了。而当他
舍小家为大家，带领全村人奔向小
康，他这一辈子，就与时代和社会
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为这位普通
的农村干部树碑立传，也有了更深
远的意义。也许，这就是田文肯花
大心思去写这部作品的初心吧。

在书中，关于蔡康国个人的着
墨方面，田文更多地采用一个又一
个故事串联，以“散点透视”的方式
来塑造人物。甚至，他专门辟出第十
章《多棱镜里的老蔡》，从儿子、女
儿、朋友、同事、媒体人、邻村干部的
角度，来描述蔡康国的人生点滴，从
而使人物更加丰满动人。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把不少
笔墨花在时代社会甚至历史背景
中。这些看似与塑造人物无关的

“闲笔”，却写出了蔡康国这个人之
所以会如此的内在逻辑。同时，还
以较大篇幅叙述了鄞州义乡的历
史、甬上慈善人物以及潘火蔡氏家
族代代相传的乐善好施品性。用田
文的话来说，“蔡康国这样的新乡
贤，并不是从天而降、凭空而来
的，而是家族精神、地域风尚、个

人魅力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造就
的。”

对田文来说，要创作这样一部
为农村基层干部立传的作品，是很
有难度的。一是传主人已过世，许
多事无法直接考证；二是普通人的
经历大多平平淡淡较少大起大落，
缺乏故事的矛盾冲突。但田文还是
试图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来弥补这
些缺憾，力求人物形象丰满。

田文曾跟我谈起，为了写好这
部作品，他先后采访了上百人，从
动笔到完稿，花了一年多时间。这
样的用心用力，体现了一位老新闻
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

我最早认识田文时，他已是甬
上稍有名气的作家了。他是诗人，
创作了诗集 《午夜星辰》《旷世奇
缘——东钱湖山水情诗 100》《载
不动的乡愁》 以及散文集 《泥土
芬芳》 等。然而，在他的职业历
练 和 创 作 生 涯 里 ， 他 一 直 接 地
气，始终将目光聚焦在农民、农
村 、 农 业 这 “ 三 农 ” 上 。 其 实 ，
早在 18 年前，他就为因公牺牲的
东钱湖镇前堰头村党支部书记陈
志康写过长篇报告文学 《热血》。
这种持续关注农村基层干部的情
怀，尤其让人感佩。

真情为农村基层干部立传
——朱田文《当代乡贤：蔡康国的奉献人生》读后

张光茫

对 生 活 了 40 多 年 的 西 安 城 ，
贾平凹熟悉得如在家中。但他的长
篇小说中，仅有两部以西安城为背
景：一是轰动一时的 《废都》，二
是这部 《暂坐》。前者以作家协会
为圆心，后者围绕暂坐茶庄铺展。

《暂坐》 中，作家以仁厚悲悯的目
光，注视着身旁人来人往的西京古
城。以生动细致的笔触，勾勒着人
物悲欢离合的命运轨迹。

小说讲述了一群独立奋斗的都
市女性在心灵上相互依偎的故事。
从 2016 年俄罗斯女留学生伊娃重
返西京开始，到她离开西京终止，
以暂坐茶庄的老板海若为中心，刻
画了红楼群芳般的众生相。她们神
秘着、美丽着，聚散往来之间，既
深深吸引人，又令人捉摸不透。茶
庄里的世态炎凉正是社会的缩影，
环环相扣的命运展示着人物的生存
状态和精神状态。在她们琐碎的日
子里，我们看得到茶艺、书画、古
玩的美，悟得出上至佛道下至生活
的智慧。

小说开头写道，“杭州有个山
寺，挂着一副门联：南来北往，有
多少人忙忙；爬高爬低，何不停下
坐坐。坐下做甚？喝茶呀。天下便

到处有了茶庄。西京城里也开着一
家，名字叫暂坐。”所谓暂坐，就
是暂时停下来坐坐，不长久、不彻
底。小说取名《暂坐》意在告诉我们，
在人生的旅程中，不要因为追逐功
名利禄这些“镜中花水中月”而步履
匆匆，以至于迷失自己的本性。

茶庄就叫暂坐。来茶庄的人都
是暂坐于此，也是暂坐于世。茶庄
的二层，海若精心布置了一个佛
堂，准备供养西藏活佛。海若和她
的姐妹们一直在等活佛的到来，她
们订好了西京城里最好的酒店房
间。然而，直至小说结束，也就是
伊娃的梦境结束，活佛也没有到
来。“等待活佛”实际上是小说的
一条暗线，它寓意着现代人物质丰
富、思想匮乏、情感困顿、身心焦
虑的现状。

小说的人物塑造别具一格：她
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缘汇集于暂
坐茶庄，被称为“西京十玉”。她
们相互关照，相互联系，构成人物
之间的关系网络。她们又相互影
响，相互映衬，构成人物群落的命
运流转，由此勾勒出城市日常生活
中的众生之相。其中留学生伊娃，
是小说叙述的“引线”，而暂坐茶
庄的主人海若，是“西京十玉”姐
妹们的核心人物。在这里，生的活

色生香与暗流涌动，死的不可控制
与凄迷忧伤，犹如阴晴圆缺的转
换，呈现出生活真实的质地。

国人喜聚不喜散，聚的短暂与
散的必然，却是颠扑不破的人生真
相。暂坐茶庄就是一个“场”，吸引了
这群女子，一起高兴一起烦恼，让孤
独与寂寞得到暂时消解。主人公是
一群商海女子，家长里短，琐琐碎
碎。但她们又有着很大的人生格局，
探寻生存的意义，以心观心，于平淡
中透出达观与从容。

小说中有一位叫羿光的作家，
他的身上有着贾平凹的影子。羿光
是个名气很大的作家，书房里摆满
了古玩，像个博物馆。好多人找他
签书，也有人为办事求了他的字画
送人，这些特征不免让人将羿光和
贾平凹本人联系起来。饶有意味的
是，羿光容易害羞，不好意思时喜
欢用手摸脸，像猫儿一样。海若
说：他好就好在那种不经意间流露
出的羞涩感，这才有魅力。这个动
作也不免让人想到作者本人。当
然，羿光不是贾平凹，只是小说中
的众生之一。

羿光的生活比较随意，对于茶
庄众姐妹，他似乎只是庄敬地喜欢
着。50 来岁的羿光把自己与这群
女子的关系看成一种亦师亦友的亲

情交流。这是否意味着，在贾平凹
眼里，度过了颓废躁动的年代，人
们消减了欲望热情，城市也越发安
稳有节了？

庾信文章老更成。贾平凹即将
步入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的人生自由境界，他
的内心修为以及他在文学上的那种

“夸父追日”般的热情，注定 《暂
坐》 绝不会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
小说”，他还会写出更多、更好的
作品。

每个人都只是“暂坐”
——读贾平凹新作《暂坐》

林颐

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 《我这
样的机器》，表面上是讲述机器人
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故事，实际上
是探讨人类的伦理困境。

本书的主角有三位：查理、米
兰达和亚当。查理是失业在家、无
所事事的宅男，他用母亲的遗产、

自己最后的一点积蓄，购买了新出
厂的试用机器人。米兰达是住在查
理楼上的女邻居，也是他的情人。
亚当就是查理的机器人，仿真程度
极高。

查理为亚当设置身体参数，安
装操作系统，确定性格。亚当在人
类社会的身份、行为表现方式和思
维方式，都是人类赋予的。亚当必
须从一无所知到快速理解人类社会
规则，尤其是主人的意志。查理接
纳亚当也需要一个过程，亚当看上
去太像一个真人了，根据心智理论
和镜像神经元的研究，人类对于明
知非我族类但又极度相似的拟人物
体，有本能的恐惧。

查理邀请米兰达帮忙生成亚当
的各种要素。这个决定埋下了小说
冲突的伏笔。因为，现在有两个人
类成为亚当的主人了，他们都有资
格要求亚当服从他或她的命令。打
个比方吧，刚刚出生的孩子，假如
父母对他的养育有分歧，应当按照
谁的意见操作呢？不同方向的撕
扯，会不会造成孩子性格和人格的
扭曲？

我们都希望孩子品行良好，道

德高尚，有所作为。可是，怎样的
道德才是好的道德，是很模糊的，
难以权衡的。亚当凭借高超的计算
能力，在证券市场赢得财富。这
个情节写得很精妙，亚当周密考
虑各方面的因素，设定的每天入
账是幸福值的最佳方案。瞧，机
器人懂得知足常乐，懂得突然的
暴富往往会毁掉一个人，或者导
致灾祸。后来，亚当又把赚来的
钱悄悄分发给了各处的穷人，只
把本金还给了查理。因为，根据
人类为他设定的道德准则，那些
穷 人 是 比 查 理 更 需 要 帮 助 的 人 ，
他拒绝了查理要求追回这些金钱的
要求。

人类的矛盾与复杂，是机器人
永远难以真正理解的。小说里的这
批测试版机器人一共有 25 个，12 个
亚当和 13 个夏娃。小说里还有一个
重要配角，叫艾伦·图灵。嗯，就是那
位 有 名 的“ 计 算 机 和 人 工 智 能 之
父”。图灵经常回访用户，借助图灵
之口，我们得以理解人工智能的发
展路径，以及这批亚当和夏娃的境
况。是的，当亚当开始说“不”，就意
味着他具有了自我意识。他的伙伴

们也在经历着类似的事情，有了生
命、理智和感觉。

这些亚当和夏娃还在经历另外
的情形，人类的世界让他们感到惶
惑、不安，无所适从。之后，他们
陆续选择了销毁数据、断绝能源等
机械自残方式或自杀手段，放弃了
与人类的交流和联系。查理的亚当
是其中坚持最久的，为什么呢？因
为，有另一种力量的支撑，那就是
爱情。

亚当爱上了米兰达。亚当有向
往，有憧憬，也有嫉妒，有烦恼。亚当
因内在道德而产生的伦理直觉原则
让他无法认同查理和米兰达的许多
行为。亚当说：“爱是有光的，暴
露出黑暗的角落。”因为对人类的
爱，亚当从容地接受了他爱的人背
地里对他下手；因为恪守善的原
则，亚当在向两人摊牌之前，已经
把米兰达曾经犯下的罪行传发了出
去。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过很多次
公平正义和私情爱欲的抉择，我们
该当如何自取？

这部小说里的机器人，象征了
人性原初的善。那些成长、挣扎与
思考，何尝不是我们人类自己的？

我们这样的人类
——读小说《我这样的机器》

品 鉴

《山芽儿》是作家王新明的
长篇新著，描绘了彝族地区的风
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域色彩，
曾获第三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
奖”的“金葵花奖”。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
依呷的少女，她从小生活的小
村庄——阿土村，长在悬崖
上。不管上山还是下山，都必
须攀爬 17 级的藤梯。若是下
了雨，藤梯更是又湿又滑，极
不方便。小说开篇便是依呷阿
爸要续弦，依呷又是矛盾又是
焦虑，向好朋友阿嘎倾诉。随
着故事的展开，慢慢地，我们
看到了要强、懂事、聪慧、能
干的阿嘎，看到了德高望重、
公正热心的老毕摩，看到了寡
言少语、善良温和的依呷阿

爸，看到了争强好胜、幼稚鲁莽
的拉博……这些人或多或少有一
些缺点，在如世外桃源一般的阿
土村中，却是那么的协调，富有
人情味。

令人感慨的是，阿土村民风
淳朴，风景优美，但依然贫困、
落后。尽管“生男生女一样好”
的口号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但当
地好多人的观念还是重男轻女，
比如阿嘎阿爸就执着于生一个男
娃。最终阿嘎阿妈因不能及时得
到专业医生的帮助，难产而死。
作者不仅仅再现阿土村的贫困、
落后现状，还深入地探讨背后的
原因，引发读者的思考。

阿土村的生机在哪里？是依
呷学校里的老师杨柳依带来的。
杨柳依老师进山家访，了解了当
地的情况，她真心夸赞阿嘎的好
手 艺 ， 指 点 她 在 彝 绣 上 大 做 文
章 ， 帮 她 寻 找 把 彝 绣 做 大 的 门
路。这是阿土村的女性迈出家门
的第一步，她们开始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彝绣进行传承与创新，用
双手迎接幸福的生活。

（推荐书友：万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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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界，毕飞宇是个既
能写也能教写作课的创意大
师。《小说课 （增订版）》 中
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
经典名著，既有 《聊斋志异》

《水浒传》《红楼梦》，也有海
明威、奈保尔、哈代乃至霍金
等人的作品。

毕飞宇有意识地避免了学
院派的解读法，而是用极具代
入感的语调，向我们传达每一
部小说的魅力，将他阅读过程
中体会到的那些欣喜、感动、惊
讶甚至战栗与人分享。读蒲松
龄的《促织》时，他说：“作为一
个伟大的小说家，蒲松龄在极
其有限的 1700 个字里铸就了

《红楼梦》一般的史诗品格。读

《促织》，犹如看苍山绵延，犹如听
波涛汹涌。”

毕飞宇认为每一位作家都有
自己的基础体温。在他看来，中国
的现代文学中，基础体温最高的是
巴金，鲁迅的基础体温已经非常低
了，但更低的是张爱玲。“如果张爱
玲还活着，我一定不会靠近她，我
会拒绝跟她握手，我受不了张爱玲
的冷。”不过，他格外喜欢鲁迅，因
为鲁迅的幽默恰好中和了他的冷。

毕飞宇直言自己读小说时就
像反刍的牛，热衷品尝每根草的
滋味。他读汪曾祺的 《受戒》，臣
服于作者的分寸感：“小说的分寸
感极其不好把握，它同样需要作
家的直觉。可以说，汪曾祺其实
是怀着一腔的少年心甚至是童心
来写这一段文字的，这一段文字
充满了童趣，近乎透明了。”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阅读的热
爱甚至依赖：“我的人生极度苍白，
我是依仗着阅读和写作才弄明白
一些事情的。”毕飞宇的《小说课》，
写出了很多小说的“言外之意”。

（推荐书友：古滕客）

《小说课（增订版）》

《册页晚：古书法名帖里的
禅意之美》是散文作家冯辉丽
继《岁时记：古诗词里的节气之
美》之后又一部关于经典文化
的散文集，此书的主题为古代
书法名帖，分春夏秋冬四卷，每
一卷选取七种名帖细细解读。

帖，是文人间往来的书信。
天冷了提醒加衣，天热了约着
一起消暑，生病了问候一下，闲
暇时聊聊喜欢的小物件，家长
里短，碎碎情绪。书中的这些帖
子因为书法艺术的流传，而成
为岁月不老的传奇。

春之卷的第一篇从杨凝式
的《韭花帖》起笔。作者说：“《韭
花帖》，七行，六十三字，乍看不
觉得有多好，但越看越喜欢。字
里行间的暖意，让它有了更灵
动的人情味，让看到的人起了
珍重之心，珍藏下来，称它是天
下第五行书。”“家事，国事，天

下事，终归还是要落到食事。”春天
就这样从“春韭绿，韭花白”中蓬勃
生发开来。而《韭花帖》的笔意，在
冯辉丽看来，无疑是书写者孤独时
的慰藉，疼痛时的释放，长歌当哭
时的体面和尊严。

在春天里，还能做哪些雅事？
苏东坡的《啜茶帖》叙述的是壶中
有春色，黄庭坚的《苦笋赋》说的是
食笋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铺陈
的 是 春 天 里 最 隆 重 的 雅 集 盛 事
……转眼春尽夏至，蔡襄在《暑热
帖》中视暑热为人生缰锁，赤日炎
炎让他心烦意乱，乃至给友人的书
信也一拖再拖；米芾的《值雨帖》却
认为，看雨、听雨、淋雨、观雨、赏
雨，都抵不过“值雨”，那一场说不
清什么时候飘然而至的雨；柳公权
的《尝瓜帖》写的是生活中的小场
景，吃瓜消暑，酣畅淋漓……

2020 年 的 寒 露 已 过 ，霜 降 将
临，此时最相宜的是翻翻郑虔的

《柿叶书》。进京赶考名落孙山的郑
虔，困居长安慈恩寺，想要学习书
法却无钱买纸，于是有了落叶临
书。作者说：“柿叶柔软绵密，且此
时有了经霜的韧劲，笔走墨留，有
一种浑然天成的意趣。”

长假数日读《册页晚》，既赏传
世名帖，又与古人神交一场。不亦
乐乎！ （推荐书友：矩形）

《册页晚：古书法名帖里的禅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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