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恩鹏

唐朝晖抓了一个独到的“民间题材”———
所谓的民间，即是在如今城镇化时代，还有人
关注大山深处小小角落里一丝尚存的文化脉
息：女书。

女书太脆弱，她被时代超高分贝喧响吞没
得无影无踪。作家听不到、艺术家鲜有人触碰。
可是，唐朝晖的独特耳朵，听到了。 他用了3年
时间，深入一个叫南岭的地方，采访“女书”传
人何艳新，听她讲述有关“女书”传承的泣泪历
史，并以小说结构筑造了一个宏大文本。 语言
诗意，句子唯美，似有神助。

《折扇》以非虚构的形式，打开了民间文化
历史深重的门扉。一个个诡谲的与“女书”相关
联的物件，摆在了眼前：庙宇。 神像。 手帕。 深
宅大院。 茅屋草房。 岩洞。 大树和群山。 女书
的命运，像风筝的线，牵着女性的悲凉。无人听
懂，却要表达。用右高左低、一笔一画的工整撇

捺，写着心灵的曲调。仿佛哑人群体，只有默默
的心灵交流，没有喧噪的激昂高声。她们，在时
间发霉的岩层下，开掘着幽暗的通道。 虽然这
种女书文化，始终没有走出湖南江永上江圩山
村，却无不与天地、君亲、人群、神灵，相沟通，
相关联。

“女书”，实为“眼泪之书”。 她，就在江永女
人的内心里。千万女性的命运，迷在其中。老村
子的内在人性，在其中演绎精魂。 她的文化元
素，被一个个长蚊脚般的“女书”字守着，那里
面，有溪水的清澈，有花瓣的香气，有山雾的轻
盈，有虫鸟的啼鸣。 唐朝晖用生动的魔幻现实
主义的语言，诉讲这一个并不为众家所知的文
化，揭出了秘密所在。 那些与“女书”依附的山
水，清流的神灵，与人的魂魄，形成着感应。

唐朝晖描述的“女书”， 是有形状和形态
的。 或是阴阳八阵图，或是朱雀青龙白虎玄武
四灵，或是驮碑神龟青石模样，或是一缕缠绵
溪水的水汽，或是颤栗风里的树叶，或是被溪
水打磨了无数年光的玲珑剔透的圆石。深深浅
浅的水，高高低低的山，氤氤氲氲的云，跌跌撞
撞的歌，都是“女书”之形之状之态。 其文本语
言，追求诗的灵性与句子的柔软：“大风吹出来
的歌谣，喊醒身体里的人，顺着墙寻找。 ”“声音
在身体里缓缓流动，冲洗掉杂草、尘垢，身体也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轻松了，轻盈了，飘了起
来，飞了起来，她们看见了彩虹，看见了花朵。 ”
“女书造字时，鸟飞进了她的梦，在黑色的时空
里，从左飞向右，划出一道长长的亮光，她们早
上起来，把鸟的身形、小爪，和细长的鸣叫声，
留在笔画里。 ”这样带有魔幻诗意的描述，与音
乐家谭盾的音乐一样，动听、感人。

《折扇》是一部“女书”之厚重交响。 里面包
含了诸多历史典藏、 人文故事和自然山水地
理。更多的，是时间这道大河，对生命心灵的浇
灌所催生的一座叹为观止的美丽花园。唐朝晖
从体验到资料的披阅， 到缜细的探赜索引，最
后到撰写，都耗费了心血、倾尽了心力。 用如此
煌煌文字详尽叙写一个山村的历史文化遗存，
通篇读来，如浴清流，如饮佳酩，着实不易。

（《折扇》唐朝晖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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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非虚构的方式， 以
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何艳新
老人为视角， 走进女书文化，
触摸与女书相关的每一个物
件， 回忆女书种种与泪与爱相
关的动情细节， 叙写女书所涉
及的建筑、 女书字、 女书歌、
《三朝书》《结交书》、 老庚、
庙宇、女红等。作者唐朝晖为湖
南湘乡人，现居北京，曾获“第
四届全国冰心最佳散文集奖”。

在女书的氛围里， 唐朝晖是
位热烈的旁观者 ， 也是位专注的
雕刻家。

———李敬泽

真诚和善意是文学作品中的
金子 ， 作者与其书写对象同时具
备了这种品质。

———阎连科

潇湘风情

王跃文

曹旦升先生的长篇小说《白吟浪》自
《芙蓉》杂志首度发表，再到湖南文艺出
版社出版，迄今已十几个年头。 重读这部
小说，依然感觉这是一部气势恢宏、色彩
斑斓的多声部诗画交响乐。 小说从清末
叙说到民国，是一部南洞庭的垦殖史、繁
衍史。 其厚重的史诗气质、神奇的自然生
态描摹、鲜活的人物造像，以及于传奇故
事中展示的人在生与死、爱与恨、正与邪
之间的缠搏进退、痴迷与觉悟，大自然的
慷慨与残忍、生命的绚烂与凋谢，都令人
目触而心惊。 这部小说最值得称道的是
其叙事方式的狂野奔放和天真烂漫，这
种文学风格不能完全归结于作家对马尔
克斯《百年孤独》的膜拜。 细读《白吟浪》，
我们会发现作家笔下的文字， 不管是神
秘诡奇的， 或华丽绚烂的， 或唯美浪漫
的，呈现的其实都是生活原色。 实际上，
任何艺术手法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作家面壁臆想出来的， 它都来源
于土地，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民。 这是
颠扑不破的艺术规律。

“走，到洞庭湖吃白米饭去！ ”一句口
头禅使得南洞庭那些原本如处女般宁静
的荒洲慢慢被唤醒，由许青山开始，围堤
造田， 垦种渔猎， 善相田用犁的“腿夫
子”， 赤手空拳下洞庭呼脚鱼的好汉，财
主、宿儒、秀才、术士、裁缝、郎中、赌徒、
娼妓，一时聚集白吟浪，个个身手不凡，
多少都有些神魔鬼道。 许青山命运多舛，
却命大福大； 边姑娘身体硕壮， 面目丑
陋，精力旺盛，生育能力极强；曹二鹏见
多识广，能事善断，在江湖上威名远扬；
夏菊秋勤劳忠诚，粗细农活样样在行；孙
三老倌性情落拓，一手破鱼绝技；银碗姐
不但惯用徒手破鱼， 且掌有腌鱼的独门
诀窍；赌神陈波儿有一双“破瓷眼”，禾吉
在冰雪湖水中服砒霜为袁枚庭撑卡，全
身渗出血滴成一匹“汗血宝马”。 这些人
物或天生异禀，或身怀绝技，亦幻亦真，
都有着浓郁的传奇色彩。 小说多用奇绝
之笔刻画人物，三教九流各有面目。 这是
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 符合民间审美习
惯。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止于写出他
们的神奇， 更着力写出他们真实而深刻
的生命体验， 烛照出他们身上的普遍人
性。 比如陈波儿对娘亲的孝，曹二鹏对主
人的忠，禾吉的拼命三郎作派，等等，虽

是往极致处写，却并未脱离生活的真实。
不仅写人物，《白吟浪》 中写湖波山

色，风云雨电，也都仿佛有生命，能通灵。
许青山三次大难，遭遇白马精、白龙吊水
和鳌鱼翻身， 并不是凭空虚构的怪力乱
神，而是真实发生的自然灾害。 作家并未
有意对流沙、 龙卷风和洪灾做神话化式
描写， 而是忠实于民间对自然灾害的认
知。 这种源自初民蒙昧状态的原始审美，
有着天然的魔幻色彩。 作家这样描写自
然灾害并不是故弄玄虚制造奇幻， 恰恰
是对生活、对民间的尊重。 当然，作家藉
此收获了奇妙的艺术效果。 比如，小说描
写商船遭遇白马精：“突然， 一匹大白马
从草地上昂首奋蹄直奔过来， 一蹄踢到
了父亲那条船的船边上， 白马长长的嘴
插进满载白米的船舱， 大口大口地吃着
白米……父亲的船边朝侧面一偏， 流沙
就灌了进去， 顷刻之间笨重的商船就往
下沉。 ”船只不慎开进了大面积的流沙，
流沙之上又幻显出海市蜃楼， 这种恐怖
的场面就是千百年来流传在洞庭湖地区
白马精的传说。

《白吟浪》叙事笔法的狂野奔放和天
真烂漫，也是向生活本身、向民间文学致
敬的结果。 洞庭湖是荷花的天堂，小说中
对荷花的描写亦真亦幻，令人心旌飘摇。
小说写许青山内当家边姑娘看到荷花开
到了厨房的水缸里， 大为欢喜而视为吉
兆，管家曹二鹏却知大事不妙，急令许家
马上搬家。 这是自古流传在洞庭湖地区
柳毅传书故事里的情节。 作家将民间故
事融入小说同真实生活混同讲述， 同样
是对先民眼中真幻莫辨的乡村生活图景
的再现。 小说描写荷花的文字随处可见，
皆十分传神。比如：“河水往上涨。水涨到
堤坡上，荷花便涌到了堤坡上。 水涨到堤
坎上，荷花便挤到堤坎上。 水上岸上，远
远近近，到处都是挤着的荷花，到处都是
堆着的荷花，到处都是漫着的荷花。 ”碧
荷连天是洞庭湖常见的真实景象， 但河
水不是一日涨起来的， 荷花也不是一日
开起来的， 作家把涨水和荷花蔓生的过
程压缩成快镜头， 便有了荷花逐水飞长
的魔幻效果。

洞庭湖是鱼米之乡， 鱼和米到了作
家笔下皆成精灵。 这与其说是艺术手法，
不如说这是作家抒发了洞庭湖区人们对
土地和土地恩泽的深厚情感。 小说写许
青山和夏菊秋同赏禾花，可谓神来之笔：
“他们齐齐双跪在水田边，一双双充满渴
望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淡黄浅绿的禾
花和银片般的米囊。 张开了，一片米囊张
开了……细如尘粉般的禾花竟有万种柔
情脉脉含情地斜睇着她们胸脯的米囊。
一头扎进那悄然翕开的米囊里面后，便
倏地关闭了，禾穗上少了一朵禾花，天地
间多了一粒灌了浆的稻籽。 ”只有对土地
和粮食满怀深情的人， 才能写下如此动
人文字， 笔下的禾花和米囊才会像天国
仙君。 洪水暴发，许家最肥沃的落金垸子
溃堤， 近五百亩即将收割的嘉禾尽入泽
国，重新振作起来的许家再度陷入绝境。
哪知道几个月之后洪水散去，“近五百亩
粒粒如金的早谷子养了整整一围子的鲫
鱼。 ”夏菊秋说这不是几千担早谷，不是
一围子鲫鱼，而是一围子的银花边！ 这近
乎天显神迹的描写， 实则也是洞庭湖区
水唱鱼欢的真实写照， 作家的夸张有着
扎实的生活根基。

曹旦升先生是洞庭湖一往情深的歌
者， 不用说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令后世柔
肠千结的人间故事，就连那里的湖泊、田
畴、荷花、草甸、飞鸟、牲口、鱼鳖以及蛇，
都被他写得诗性充盈。 他笔下的洞庭湖
好比威力无边的神，能叫万物毁灭，又叫
万物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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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云晓

我与阮梅相识自合作《拿什么来爱
你，我的孩子———当代未成年人心理危机
调查》一书开始，那本书主要是她的功劳，
我只是提供了一些教育思想和对青少年
问题的分析。 六七年来，在我的印象中，阮
梅是一位勤奋而富有责任感的湖南女作
家。 很少有作家像她那样，既关注未成年
人的心理问题又关注犯罪问题，甚至长时
间跑中小学，出入未成年犯管教所，与许
多中学生和少年犯面对面地探究成长经
历与教训。 所以，她的《罪童泪》一书深受
欢迎，这是很自然的结果。

近日， 有幸读完阮梅的系列儿童散
文新作《亲爱的女儿》，我被深深地感动
了。 不仅仅是因为她对儿女和一代孩子
的挚爱， 更是因为她勇敢地打开了自己
的心灵世界。 文学界有一个共识，自己的
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是每个作家最
为珍贵的财富， 也是一个不敢轻易触碰
且难以把握的神秘历程。《亲爱的女儿》
是一部富有真情实感的成功之作， 也是

充满生活智慧的人生指南， 其秘诀在于
两代人真实经历与执着探索的积极融
合。

《亲爱的女儿》的主题是追求良好的
代际关系或者说亲子关系。 尽管此类书
不少， 但大多是成年人给孩子说故事讲
道理提建议。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写，采
访过超多典型个案的阮梅可以轻车熟
路，下笔如流水。 但是，她却怀着一颗赤
诚的心，抛弃了简单的说教，独辟蹊径，
通过分析自身的成长经历， 尤其是如何
经受那么多难言之隐痛， 与孩子一起探
索幸福人生的真谛。 例如，向青春期的女
儿讲述自己年少时的顽劣、自卑、自闭，
详尽地诉说自己的友情、恋情、病情，如
实呈现自己遭遇困境时所付出的艰辛与
青春之痛，甚至直言自己爱哭、怯弱的特
点。 哪怕是成年之后曾陷入抑郁的经历，
也不忘与孩子一同分享艰难走过的心
得，等等。 试想，听到一个母亲如此诚挚
而真切的自我剖析，哪个孩子不动容？ 哪
个孩子不交心？ 我们常常说教育的秘诀
是真爱，而真爱的前提是理解和尊重。

《亲爱的女儿》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优
点，那就是诗化的文风。 在阮梅笔下，最美
好的时间可以是静止的， 夕阳下的河滩可
以是碎银子做的， 小螃蟹等任何小动物都
是有一个令它骄傲的家的。 特别是当阮梅
写到小时候因为家境的贫寒， 不得不随病
痛着的母亲到亲戚家帮工时， 全文没有一
个令人心酸的字眼。 在一个个富有的亲戚
家里，她快活得像是一位小公主，她和太阳
赛跑， 她在红木盆里捏乌龟、 捏哞哞叫的
牛，在没有大人陪伴的令人恐怖的雷雨天，
她选择捏出一个小动物来陪伴自己。 在阮
梅的忧伤里， 那守护着老屋台子二十余年
的老杨树墩、那条已无法找回的故乡小路、
那个被单位辞退后冒雨回家的漫漫长夜因
有母亲柔柔的呼唤声而显得唯美、诗意。

绵延的母爱，是本书不变的底色，甚
至放下了这本书， 我们似乎还看得到她
笔下矮小的母亲割倒的那一大片芦苇
地，有漫天的芦花还在风中轻舞飞扬。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
教育首席专家、研究员 《亲爱的女儿》
阮梅 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

读有所得

用爱打开心灵

本书从全球治理的逻辑起
点 、 历史演变 、 时代命题以及
全球治理的中国逻辑 、 中国 维
度 、 中 国 智 慧 、 中 国 路 径 、
中 国 担 当 等 十 个 方 面 ， 对 当

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进行梳
理 ， 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经
验和责任进行解读 ， 对中国参
与全球治理可能遇到的挑战进
行展望。

走马观书

小说围绕当今诸多现实问
题，通过主人公王天生与某些腐
败现象 、邪恶势力 、权钱欲望者
们所展开的“撕裂 ”与 “抵抗 ”的
残酷斗争，精心构思和谋划了一
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塑造了一
位“无欲则刚、浑身是胆”的乡党

委书记可信可敬的形象。 小说直
面县 、乡 、村三级乡村干部当今
的工作生活状态，通过“感人、好
看、有趣”的反腐故事，鲜活地反
映当今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
深刻变革，是一部反腐题材现实
主义长篇小说。

《啊，父老乡亲》
贾兴安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靳诺等 著

特别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