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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林

这是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 几乎所有与
水运宪先生打过交道的人都叫他水哥， 无论
男女，无论尊卑，无论长幼。 后生晚辈称他水
老师，他还会特意纠正：“你叫我水哥。 ”于是，
李元洛先生家祖孙三代都叫他水哥， 丝毫也
不别扭。 这个称呼能拉近彼此的距离，让陌生
感和疏离感瞬间遁形。

年轻时， 水哥做过工人， 是文艺积极分
子，他创作的话剧《为了幸福，干杯！ 》由北京
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他的神来之笔《祸起萧
墙》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有些作
家单凭一篇成名作就能心安理得地坐吃大半
辈子老本，水哥却不断精进。 他创作的《乌龙
山剿匪记》是电视连剧中的爆款，曾造成万人
空巷的轰动效应，板爷、钻山豹、东北虎、四丫
头，哪个不是观众津津乐道的人物？

有的作家视跨界生存难于登天， 陷入日
益固化的状态不能自拔。 水哥则颇具探险精
神，乐得跳出原有的范畴，涉入未知的领域。
别人做专业作家做得欢天喜地， 他却毅然下
海，经营大公司；别人在商海沉浮漂荡，欲罢
不能，水哥却适可而止，不忘初心。 当他重新
创作剧本和小说时，读者发现，其捕捉热点的
眼光和讲述故事的能力有增无减， 对生活的
挖掘、对时代的理解已更为深到。

水哥的情趣总能随处发光。 我多次听他
唱过《乌龙山剿匪记》的片尾曲，“也有老母亲，
也有心上人”，情深意挚，堪称完美演绎。 我还
多次听他唱过《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
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苍凉感，传
达得颇为充分。 踏入舞池，水哥便是翩翩佳公
子，这时，你就能恍然明白，大家为何叫他水

哥，世间唯有流水最为灵动。
动力澎湃而静气充盈，二者相辅相成。 水

哥创作电视连续剧《天下归心》时，为了弄明白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竟钻进书堆
里化蚕结茧，这种笨工夫、苦工夫是许多剧作
家不肯去下的，但他要做到万无一失。

水哥重朋友，重情谊，他的原则是“宁可天
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世间既要有金刚怒
目，也要有菩萨低眉。 往昔我不理解他过度的
与人为善，现在则欣赏他的宽容。

诚然，“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
哥做过《文学界》主编，这本刊物“不薄名家，厚
待新人”，将作家专辑和原创作品合为一体，其
鲜明的特质在圈内有口皆碑。 八年时间，每次
编前会，大家都是有错挑错，精益求精。水哥爱
面子，但他更强调里子，内容好才是王道。尤其
难得的是，他既有伯乐之心，又有伯乐之眼，爱
才、识才、惜才、荐才，真正做到一条龙。有好的
作者，他逢人说项；有好的作品，他生怕埋没；
有好的苗子，他乐于栽培。 他把成人之美当作
平生快事，做起来总是兴兴头头。

水哥是个高调的人，做任何事，都讲求高
端大气，摄影如此，写字如此，绘画如此，无不
像模像样，有韵有神，艺术天赋总能帮他后发
先至。有道是“搏二兔，不得一兔”，水哥却是艺
多不压身。 单以文学而论，他是剧作家、小说
家，成就显著，写起散文来，同样不含糊。 请看
他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惟天在上》，《回望珞珈
山》《诗篇共谁吟》《一路拾珠》《猛洞河，男人的
河》诸多篇什，或以妙趣动人，或以睿智启人，
或以厚谊感人，或以美景诱人，性情潇洒，文质
俱佳。

（ 《惟天在上》水运宪 著 湖南文艺出版
社出版）

李然

《山本》是作家贾平凹的
第16部长篇小说， 也是他酝
酿多年立意为秦岭作传、为
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史诗之
著。

按贾平凹自己的说法，
“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
秦岭志。 ”这是一本以秦岭为
背景的小说。 故事发生在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腹地的
涡镇， 以女主人公陆菊人与
涡镇枭雄井宗秀之间相互凝
望、 相互依存又相互背离的
命运纠缠为主线， 推演了一
部宏阔浓烈又深情悠远的秦
岭志。 陆菊人嫁到涡镇时带
来三分胭脂地的陪嫁， 据风
水先生的说法， 这是一块暗
通龙脉的神奇宝地， 可出官
人。 也许是阴差阳错，这块承
载着陆菊人隐秘宏愿的方寸

之地，竟成为井宗秀父亲的墓地，墓地下
面井宗秀还挖出一面铜镜……发生在胭
脂地上的偶然事件像打开潘多拉盒子的
钥匙，在秦岭深处开启了一场命运与人性
交织、苦难与超脱并存的历史大戏。 井宗
秀在神秘命运和微妙情感的推动下成为
陆菊人远大抱负的执行者，他从一个资质
平平的寺庙画师， 通过组建地方武装，与
活跃在秦岭中的其他力量相互制衡和争
夺，逐渐成为盘踞涡镇的实力霸主，却又
在势力扩张、 欲望膨胀的最高峰突然毙
命。 所有的热闹归于沉寂。

这场纷繁迷乱的历史大戏中，作家着
重凸显了陆菊人的善良、盲人郎中陈先生
的通达、 地藏菩萨庙里宽展师父的慈悲，
这些善意与超脱，为整部作品、为浓稠苦
难的人间尘世增添了人道主义底色。除此
之外，作者更对秦岭一带的草木鸟兽有着
详尽的描述，篇幅之多足以称得上一部秦
岭地方志。

评论家陈思和在读完这部小说后说：
“故事当然是中国故事。 如果中国就是
CHINA（瓷器），那么，作者要讲的故事也
是一地破碎的瓷片，既有飞禽奔兽，也有
魍魉魑魅，前者是自然，后者是人事，都依
托了秦岭这个大背景，絮絮叨叨地显现本
相。《山本》里大量描写秦岭博物风情的段
落，可以看作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初心
所在。《山本》作为秦岭志的存在，其寿命
要比山本各路贤愚的性命要长得多，但是
《山本》在秦岭的存在面前，同样也是微不
足道。 这就是来自秦岭的自然、人事和言
说的关系。 ”他认为《山本》是民间历史叙
事的一部佳作。

《山本》是一部事关秦岭的“百科全
书”，除出色的绘景能力，它在对涡镇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充满烟火气的世俗日常生
活进行鲜活表现的维度上，也有着哲学与
宗教两种维度的建立。它既是一部遍布死
亡场景的生命之书、死亡之书，也是一部
与打打杀杀的历史紧密相关的苦难之书，
但同时更是一部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悲
悯之书。全书不仅有着堪称精妙的双线艺
术结构的编织，还有着众多人物形象的成
功刻画与塑造。作者对虚实关系极其巧妙
的艺术处理也令人赞叹。

（《山本》贾平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王子

收到王琼华先生寄来的童话《天宫迷城》系列科幻小说中
的头三部《外星来的魔发师》《醒来吧，液体人》和《巫魔的宝
藏》，我眼前一亮。 读完后更让人激动。 王琼华先生在创作上又
实现了一次大突破。

科幻小说的创作特点是想像丰富。王琼华先生的想像不仅
丰富，而且很大胆。 比如他在《醒来吧，液体人》中演绎出了“液
体人”这个概念，把它定位为“软体活性机器人”，全身透明，它
100%用水制作，没有身高，没有外型，可以任意变换体形。“液
体人”的大脑被作者赋予了十万部百科全书的知识量。 它既不
是女生，也不是男生，但又跟我们“真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甚
至比我们的学生更敢怒、敢恨、敢爱。整套作品所构筑的人物形
象都让人耳目一新，不仅容易抓住小读者的眼球，更能激发他
们对科学的兴趣。“液体人”身上充分体现了这种兼容性，即便
属于新型机器人，也更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因为“液体人”带
有足够能量的童趣。作者明白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更容易让小读
者接受，只有让小读者喜欢“液体人”，作者寄托的“启迪”作用
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作者曾说过，没有科学益处的儿童科幻小
说，便不是真正意义的文学作品。

科幻小说并不是凭空捏造或者臆想的产物，它一定是基于
作者对未来科学的认知。这考验着作者的知识水平和科学前瞻
感。 王琼华先生不仅熟知当前高科技发展趋势，对未来科学世
界更有强烈的洞察力。 他从科学世界中信手拈来一些元素“组
装”笔下人物。“魔发师”子衿和脸盘像猫头鹰的纳纳夫这两个
外星孩子的形象塑造都有充足的科幻元素。子衿的智慧储藏于
头发上，与地球人智慧在大脑中截然不同。 子衿的头发具有巨
大的智慧能量，能跟随主人意识变出恐龙皮大沙发、活蹦乱跳
的自动篮球和帮助主人勇夺奥赛冠军的“神笔”。通过这些人物
的刻画和演绎，作者很形象地展示了诸多未来世界的可能科技
成果。

更值得赞赏的是，作者在这部系列科幻小说中实现了科幻
题材与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的密切组合，在科幻小说中植入了众
多的中国文化要素，是一次成功的有益探索。在《外星来的魔发
师》中，奥米奥王国公主在逃离外星后，得到了天宫城太空部队
的救助。 中校询问她叫什么名字时，把她下意识发出的一个音
误以为叫“子衿”。 作者并没有将它简单处理为一场小误会，而
是借助这个小误会演示出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风尚的故事。
子衿，这个被误以为的名字来自《诗经》，被作者赋予了美好的
内涵。 公主返回外星时，作者特意“安排”天宫城的同学们一块
为她诵念：“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很自然地在小说结尾处为读者留下了怦然心动的意味。

每个人的品行都来自童年的文化积蓄与转化。 在《天宫迷
城》创作中，作者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意识。“唯正己可化
人”，做一个童书作家，这一点更为重要。 它是一种创作境界和
文化自信的表现。 王琼华先生很生动地做到了这点。

（《天宫迷城》 王琼华 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

朱彩辉

丛林是一位医务
工作者， 更是一位优
秀的散文作家。 她崇
尚文字的质朴与自

由，她的《山林日记》文字沉静、优美，充满诗
性和哲理。

有人说写作即发现。 丛林总能在山林的
幽微之处窥见自然的秘密。 湘西山林时序的
变化既循序渐进，又爱三步一回头，但四季的
景致无非就是山色苍翠、 山花烂漫， 万物葳
蕤， 而丛林似乎有写不完的素材， 她蹲下身
子， 用女性纤细的视角抒写山林每一个时序
里别样的风采。 她的写作一贯从容、冷静、含
蓄，这部《山林日记》则更加清新、洁净、明达，
近乎圣洁。书里的文章虽然短小，但并不是对
山林的简单记录和碎片化采集， 而是进行了
精妙的情感过滤和艺术提纯，以清新、柔和的
笔调展示她的文化素养和性情胸襟， 展示她
对自然对人世的态度。 这种抒情并不是虚假
或泛滥的， 而是对生命和自然超然达观的体
悟， 是一种灵魂的提升。 一个作家的内心质
地、性情思想决定文章的高度境界，反过来，
一部作品的境界高度体现一个作家的性情胸
襟。 这部书让丛林的修为和书写进入到了一
个新的境界。

我想，丛林并不只是简单地隐居山林，更
是一种生活和生命的体验， 她的书写把她的
灵魂带入到清幽无尘的秘境，不涉尘世，无关
世事，她的生活如山林一般沉静美丽，即便是
深秋寒冬，她感觉到的也只是空阔和辽远；即
便偶尔书写人世的伤痛，比如父母的早逝、姊
妹的分离，都不作过多渲染和铺陈，只是缓缓

地、 静静地叙述， 彰显作者生命的沉静和担
当。 比如在《雷暴》中她这样结尾：“我看到自
然的个体生命， 是有别于窗外奔雷和暴雨的
另一条隐秘河流。 这条河流从时光的遥远处
奔来，有着自己低沉和涓涓的流速。 ”她持戒、
勤修、隐忍，在看似闲暇的时光里，无时不在
警醒自己“要珍惜时光啊，珍惜时光”。她这种
勤奋克己的禅修， 如当年潜心戒律的弘一法
师，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好的。在
《虫音促促》的结尾处，她写道：“我对这世界
已舍不得苛责，舍不得抱怨，我只想怀着这样
的温柔之情度过生命里的每一天。 ”其实，在
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耳濡目染了种种欲望，
难以自拔，我们太需要一些纯洁、清静的东西
来滋养、净化我们的灵魂。丛林的这本书给了
我们一个提醒：再复杂的人事社会，再残破的
自然环境，只要我们的心愿意，哪里都可以有
自己的一片伊甸园。

有人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私下以为，丛林的《山林日记》也有一些值
得商榷的地方。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习
惯用词，丛林也一样。 或许是丛林的现实
生活太过甜蜜， 在好些篇章中有“如蜜”
这样的字眼 ， 比如“阳光如蜜 ”“慈爱如
蜜”“松香如蜜”“时光之蜜”等等。 丛林的
散文是清新而沉静的， 但或许作者过于营造
一个洁净的“自然”，所以书写中因为“自我”
反而少了些张力， 有些阐述虽然深奥也只是
个人情感的抒发。 我觉得大自然的精微奥义
一方面是我们对于自然的热爱感怀， 更多的
是自然本身散发出来的美好和力量， 以及自
然本身对于人类的言传身教。 人是自然的一
分子，只有回归自然，才是找到“自我”的必经
之路。

（《山林日记》丛林 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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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风情

好看又化人的
科幻之书

《初心》
丁捷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继出版 《追问》 之后， 作者再度
对部分落马贪官的内心世界进行了一
场彻底的 “问心之旅”， 深度挖掘他
们灵魂衰落的终极原因 ： 忘记 “初
心 ”。 作者分析社会现象 ， 写人心 、
人情、 人性， 看人们对于初心的偏离
与坚守 ， 找出时代病变和人心的病
灶， 雄辩地论证了全面从严治党、 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
上， 践行初心便能凯歌行进， 偏离初
心难免误入歧途。

《沈从文的前半生》
张新颖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这部传记完整讲述了沈从文前半
生走出湘西， 闯荡北京、 上海， 流转
武汉、 昆明、 青岛等地的过程。 在作
者笔下， 沈从文两手空空走出湘西，
闯荡更宽广的世界的时候， 并非一无
所有， 而是携带着一个积蓄了丰富信
息和能量的顽强自我。 这个自我在与
时代的碰撞和冲突中遭遇挫折和危
机， 在严峻的考验中调整、 坚持、 扩
充 ， 一次又一次重新发现和重新确
认。

《破梦游戏》
熄歌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女主角江函在冒险中完成了一
场从身到心的华丽而惊艳的蜕变 。
她的友情和爱情因为滋生于迷离晦
暗的世界， 又游走于危机四伏的绝
境， 更加显得珍贵和震撼人心。 透
过她的青春和成长， 我们也看到了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生活在大时代
下， 微小平凡却也有煜煜生辉的青
春。

名家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