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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瑞郴

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但同时也是最
不易作假的文体， 倘若你不付之以真情，
晓之以实意，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

散文同时也是各类文学体裁中对技巧
和形式要求最少的文体。无所依凭，靠的是
本色，它可以无拘无束与读者自由交谈，随
时与读者把盏推杯，煮茶品茗，俨然老友至
亲，推心置腹。

我对近年来泛滥于文坛的虚情假意，
为文造情，矫揉作态的此谓散文抨击较多，
这些散文，无论技巧多高，文字多好，终究
是无根瓶花，不消几日便会凋谢。 当然，散
文要讲技巧，更要讲文字语言，关键是这些
大美之巧均需建立在真情实感的基础上。

孝纪是我的乡谊， 彼此老家相距不过
数十里之遥，乡风俚俗，饮食语言，风物人
情，历史沿革，都十分的近似，故他的散文
集《八公分记忆》睹入我的眼帘时，立马就
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这种感觉牵着我一直
将文章读完。

这是一本十分纯净的散文作品集。 所
谓纯净，是本书所记叙的人与事，景与物，
几乎都在写他的故乡———八公分村， 从那
些遥远而亲切的童谣开始， 到渐行渐远而
不断消失的民俗，孝纪用记忆的复苏，依次
给我展现了“乡亲”“乡情”“至亲”“至爱”四
种人世间最珍贵的图画。这些图画，没有浓
墨大彩，而是以写生的笔触，勾勒家乡的山
水田园，人物情景，些许淡淡的乡愁，些许
隐隐的伤感，些许丝丝的甜蜜，些许绵绵的
感怀，这种格调弥漫着全部的文稿，朴实，
亲切，内敛。

他笔下的人物， 平凡而拘囿。 所谓平
凡，即人物没有传奇的经历，更谈不上有何
声名， 几乎就是我们在乡村每天可见到的
人物，所谓拘囿，即他所写的人物，几乎就
生活在八公分这个小村庄的周围， 但读后
却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那位能唱粗犷山
歌， 但村人却不知他的歌来源于何处的大
肚子申明； 那位一辈子给村人看白喜事的
地仙，但自己却无后的德阳孤独谢世；那位
因一厢情愿而终生未娶、 一生像猪般的活
着的教兰等等，读后让人唏嘘不已，感觉人
生的无常，这些底层生活的人物，他们身上

所特有的一种文化印记， 对读者认识中国
南方某一区域的乡村文化， 是有特别的意
义的。

八公分村对于作者来说， 无疑是逼仄
的生活空间， 但童年以及青少年经历的生
活痕迹， 总是那样顽强地留存在他的记忆
之中。 这里的一景一物，虽在物质上已让位
于现代文明，但作为文化的印记，却深深刻
在作者的记忆中。 随着高速铁路的建设，那
些总是汩汩涌出甘泉的老井已不复存在，
引发了作者无限的感慨，“数百年来， 老井
就这样日夜流淌着， 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村
人”，“老井日夜流淌着，也送走了一代又一
代村人。 ” 如今，“当高铁风驰电掣穿过村
庄，老井，彻底死了。 ”作者当然不是抗拒现
代文明的发生，但在他的笔里和情绪中，我
们分明感受到了他对传统的珍惜。 乡村文
化和现代文明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发生
着冲突。 在孝纪的文章中，有不少这样的篇
幅，诸如童谣的远逝，乡村戏班子的不复，
森林古树的劫难， 以及种种乡村美食记忆
的流逝，都让人充满一种怀想，他几乎是不
加修饰的写这一切， 这便让你有了一份感
动，勾勒自己童年和少年的生活。 我认为，
这便是作品成功的地方。

在这本集子中， 当然写得最多最充分
的还是父亲和母亲。“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说明天下的父母， 大都对儿女之心不会
有二，但这个题目，总是作家不倦的题材，
论语中有“本立道生” ， 言万物皆生于根
本。人之根本，当为父母，其实，考验人性，
人情，人品，最重要的即对父母是否孝顺，
忘记父母的人，自然是忘记了根本。孝纪在
这些文字中总是充满了深情，充满了歉疚，
拳拳之心，碌碌之情，真是山高水长，无以
复加， 虽然不能说在文章的构思上特别的
新意，但仍然让我感动，平凡的父母因为真
情也同样感天动地。

我就是在这样的感动之中读完孝纪的
作品。

（《八公分记忆》 黄孝纪 著 团结出版
社出版）

展现童话作家的
文化自信
李红叶

汤素兰新作《南村传奇》的面世，使我们看到了一
个本土童话作家的才华、底气和自信。

童话是外来的文体，中国童话作家是从学习西方
童话的基础上起步的。 因之，中国作家如何创作中国
童话就成为一代代中国童话作家的魔咒，他们在创作
童话时总不免战战兢兢，并暗自发问：这是童话吗？童
话还可以怎样写？ 我们的童话创作资源到底有哪些？
等等。 慢慢地，中国童话作家开始找到属于自己的经
验和话语，开始找到语感，找到自信。我们在汤素兰这
里，也看到了这种语感和这种自信。

在与包括安徒生童话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经典作
品循环往复的对话中，汤素兰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童话
观：真正有生命力的创作包括童话创作基于生活和生
命本身，亦即她称为的“有根的写作”。 她越来越关注
生命本身及脚下的土地。 谁说童话远离现实呢？ 童话
的根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她在反复研读安徒
生童话之后，对于安徒生所言的“真正的童话源自生
活本身”深以为然。她也突然之间发现，令她满意的好
的作品无不源自内心深处和生活本身。 如此，我们便
看到她的童话故事突出的现实关怀和生命感悟。一个
真正有艺术生命力的童话作家，无论他（她）写的故事
多么神奇荒诞，其底部衬着的是哲思和情怀。而这，正
是汤素兰童话创作的主线。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点
上，她时时回到自身，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她所属的传
统文化根脉之中和个体生命经验之中。

当童话写作真正进入自觉阶段，所有资源全息打
开，任何一个“我”都是集合“古今中外”的结果。 童话
是什么？ 是恰好的表达方式，是当下的“我”所寻找到
的恰好的表达方式。传统文化资源和个体经验就这样
非常自然也非常亲切地走到了童话作家的眼前。汤素
兰对此有十分的自觉和自信。她看到了深藏在民间文
化中的智慧和情怀，她以现代人的眼光对从前的故事
进行了重新讲述———安徒生当年也是这样做的。 于
是，就有了“丁婆婆”，就有了“舍身石”，就有了“少年
与蟒蛇”，就有了“会印染的狐狸女婿”，就有了《南村
传奇》。

这些故事已经脱离了它们原始粗糙的形态而获
得了新的生命。汤素兰以“诗”和“歌”的方式命名四个
章节：“南村有座石峰山， 山顶有块舍身石”；“南村有
个古陌岭，岭上有个无底洞”……这种回环顶针的汉
语言句式，似乎暗示着故事的无穷尽。 这些故事讲述
爱与牺牲，讲述爱与美———这些千百年永不衰退的话
题正是童话的最佳主题。汤素兰将这些故事讲述得很
亲切，很温暖，很符合生命的本义。那三个舍身挡住天
堂之光的少年，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天上那
无忧无虑无止无尽的日子原是多么单调乏味，而人间
有限的有牵挂有爱恨的生活又是多么珍贵！路生被补
锅匠所救，被猫所救，又被南村人所救，路生于是救了
所有南村人。 而立在南村村口的高大的梧桐树下，人
与狐狸的真纯情谊又是多么美丽动人。西山坳的丁婆
婆，那爱花成痴的少女，终于得到神的祝福，成为不衰
的“丁婆婆”，她为南村播种传花，使南村成为一个爱
与美的所在。

这是民间故事的重新讲述，是民间元素的重新组
合，初始形态的民间故事获得了新的名字：童话。我们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汤素兰是如何将“儿童”这一艺术
元素运用到这些故事的讲述当中的。所有的故事一律
富有神奇美妙的色彩， 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写到孩子，
或本身就是少年的故事，印染坊里发生的人与狐狸的
故事写得如此明丽而有人情味，而无丝毫的“妖气”，
这就使得蒲松龄时代的狐仙故事———这些神怪小说
的素材终于在今天真正化为童话故事。《南村传奇》根
植于民间故事而又超越于民间故事，这是《南村传奇》
给予当代童话创作的重要启发。

《南村传奇》中对童话意义的思考，对乡村经验与
传统文化资源的运用，对我们生存状态的思考，及其
圆熟的艺术表达方式，真正显示了一个中国童话作家
的文化自信。

（《南村传奇》 汤素兰 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

假如你忘记了自己，
还有我记得你
奉晶

美国作家马修·托马斯的处女作《不属于我
们的世纪》，令我印象深刻。

这本书记录了一个家庭近60年来的风雨之
路。 主人公叫艾琳·图穆蒂。 在她的童年时期，这
个移民家庭睡在一间和军队营房相差无几的房
子里，直到有一天父亲带她去杰克逊高地，艾琳
第一次看见紧密整齐的建筑、 耀眼的绿色草坪、
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值得追求的生活，而不仅仅
是安于现状。

女孩的“美国梦”就此诞生。 后来，她遇见了
一位叫埃德·利里的科学家。 他的言谈举止与众
不同，敏感又可爱，于是认定这就是自己的完美
伴侣， 并期待他带领自己走向渴望着的梦中世
界。只可惜，事情的发展常常不遂己愿。好不容易
等到丈夫应付完中年危机， 儿子也考进重点高
中，“美国梦”的实现指日可待时，丈夫被查出患
有早发型阿尔兹海默病。 接下来的八年时间
里，见证丈夫患病与死亡的过程中，艾琳不得不
奋力支撑着整个家庭，在一片黑暗里跌跌撞撞摸
索前进的路。这场疾病如同金融危机般迅速榨干
整个家庭，三人不得不赔付加倍的时间、爱与关
怀，没想到日常情感牵系竟然碰撞出了高潮。

在商店付款时， 埃德被一个年轻人糊弄了。
得知此事后，艾琳驾车冲去柜台，大声喊道，“如
果你再敢对我丈夫做出那样的事来，我就让你被
炒鱿鱼。 我希望你能活得久一点，好有机会体会
一下你让他感到的羞辱。我希望你以后变成一个
心神不宁、孤独终老的人，坐在养老院某个角落
怀疑所有人都去哪儿了。 ”她并不是为了金钱而
争取些什么，眼看丈夫的自尊心和自我意识一天
天逝去，只剩下一个逐渐堕落的躯壳时，她必定
是在为了某些更加珍贵的东西而抗争。这是夫妻
之情。

病症确诊后，埃德向儿子康奈尔保证，“我永
远都会知道你是谁的，我向你保证，即便你以为
我已经忘了，即便我看上去已经忘了”，但随着父
亲记忆一点点地流逝，康奈尔不再信任和依赖父
亲。当母亲独自承受家庭责任不堪重负向他求助
时，他甚至有些排斥和逃避，因为父亲看起来在
生理和精神上都已经失去了理智，难以相处。

一开始康奈尔不了解生命的意义，甚至还抱
着几分随性和无所谓的态度，但在后来与疾病的
斗争之中，他逐渐意识到，长大并不意味着情感
关系的拉近和富集，而是平稳过渡成一个明朗的
答案，然后再重新学习，如何比父母照顾孩子般
更努力地去关爱自己的父亲。 这是父子之情。

当然， 病魔对埃德一家人的考验不仅限于
此，和大多大病返贫的中产阶级一样，现实矛盾
和焦虑接踵而来，无不考验着自我：日常开销、医
保空缺、职场混战，还有作为女人，艾琳感受到的
孤独和寂寞，以至衍生出的婚外情。

马修·托马斯花了10年时间来书写人生的
起落，文笔真实而残酷，代入感极强，催人落泪。
面对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对物质生活和世俗名
利的渴望， 故事里谁也没有发出过犬儒式冷笑，
大家对共同的命运抱以同情和理解，从未放弃过
对生命适应性和复原力的信任。

看完后我想，对艾琳来说，那些梦想着并坚
持、最终却失去了的东西，也许并不值得可惜和
遗憾吧。这就是人生，你只能破釜沉舟，从过去迈
进未来。

至今，有一个细节我仍记得仔细：在埋怨自
己的生活被越来越多移民打扰时，一个男孩告诉
她，“没人想占领你的社区， 我也是在这里出生
的。 这儿大着呢，谁都容得下。 ”

你看，有时候束缚生活的不是环境，而是人
的心胸和眼界。

张觅

小时候便觉中药名极美，如同
词牌名一般，念之似有沉香萦绕唇
齿之间。

外公、外婆都是中医，在小镇
上开了个诊所。 童年时，便常在诊
所中看外公诊脉，外婆抓药。 药香
满衣，阳光满窗，时光是那样温静
恬淡。

一小格一小格的药柜，外
面用端秀的小楷标上了药草
名，甘草、半夏、泽兰、佩兰、菖
蒲、半枝莲、紫苏、白芷、辛夷、
连翘……手指一个个拂过，
仰着头看。 那些药草名，很亲
切，很素朴，诗意弥满，且趣
味盎然，仿佛一个一个生动
的朋友。

后来长大，是到大学里
当老师了。学校里有一个小
小的药用植物园。 很多中
药草的名字如宋词的词牌
名一般雅致清美， 而其植

株也是极美的。
闲暇之余， 也会去药植园漫

步。 人在草木间，陡然觉得这中药
的奇妙。 多少年前，古人们在山川
之中寻到草木中的一缕精华，便摘
入药篓，记入药典。若有损伤病痛，
经仙风道骨的老中医望闻问切之
后，自有从大自然中取得的草木慰
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也喜欢抱一本《本草纲目》看，
《本草纲目》虽是药草之书，但文辞
简洁隽美，如人在草木间，嗅到药
草淡淡的芬芳。

幻想着若身在古代，便依山傍
水而住，清晨采药，白天医人，夜晚
捧卷，远离尘嚣，悬壶济世。在少年
时曾突发奇想写了一部武侠小说，
主人公便是一个深谙医理的少女。
这部幼稚的武侠长篇小说直到今
日也没写完， 时常有好友催问，便
尴尬一笑。但那关于山间采药的侠
女之梦却是一早便种下了。

少年时也曾写下了这么一首
小诗：“背着药篓，独走深山/只为/

一缕醒世清凉/间或/小心地摘下
一脉芬芳/放入腰间的香囊。 ”

有一天，心中便突然浮起了一
个想法，也写写古诗词中的本草芬
芳吧，不少文人墨客将中草药名写
入诗词之中， 而那些药草之名，本
身也沉淀了古雅的诗意，袅袅如一
个渺远的梦境。

于是， 便有了这本小小的书，
凝聚了一缕药之沉香。

（《药之沉香》 张觅 著 北京
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近代湖湘文化研究丛书》
郑大华 主编 岳麓书社

本丛书为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
和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丛书共220万字，
由 《近代湖湘文化与地域文化》 《近代湖湘文化
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 《近代湖湘文化与近代湘
籍人才群体》 《近代湖湘文化与民俗文化》 《近
代湖湘文化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五本独立成编的
著作组成。 丛书有助于近代湖湘文化研究的进一
步深入， 对推动 “文化湖南” 的建设将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

《大国医》 系列
雷雨霖、 颜正华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浓厚的中医文化引领着时下的养
生之道， 中医大师们凭借或家传 、 或
师承的珍方妙药加上自身几十年的临
床经验， 总结了很多治病养生的绝技
而乐享天年 。 《大国医 》 系列图书汇
集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医学专家的养生
“秘诀”， 详细描述了运动养生 、 饮食
调养、 起居调摄 、 情志调节等的理念
与方法， 富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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