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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群芳

“边城”和“漫水”，是两个地名，也是两篇小说。
就地名而言，都在湖南，再具体点说，都在湘西；就
小说而言，都是名篇，都是写湘西。 地理上，边城和
漫水，比邻而居。

沈从文、王跃文，两位作者都是从湘西大山中
走出来的。当他们回望故乡，忍不住濡血为墨，煮文
为诗，痴痴地唱出了一曲对家园故国的深情颂歌。

《边城》的好，自然不用我多说，已经是无可争
议的名著。 我只说在赏读过程中的一点感受：《边
城》集中展现了湘西人性的“美”。 真美啊，山水美，
环境美，养育出的人更美。 翠翠便是这美所孕育的
精魂。这种美，是真正没有受到污染的美！尤其是这
里的爱情，多么纯，多么贞！翠翠的母亲和屯防军人
唱歌生情，私定终身，有情人却无法终成眷属，最后
双双殉情。 在一般的文学篇章中，这是多么惊天地
泣鬼神的情节啊，但沈从文只淡淡几笔，写出一种
淡淡的凄美。翠翠的爱情也一波三折，“那个在月下
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
轻人” 远走他乡， 而她只能在碧溪岨痴痴地等待，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如
今，如织的游人走入边城凤凰，谁的心头不轻轻柔
柔地念着“翠翠”， 谁不把凤凰的年轻姑娘都叫做
“翠翠”，谁不在心头把自己或女友“翠翠”一番呢？

《漫水》集中展现了湘西人性的“善”。
《漫水》不是没有展现“美”，但更主要的是展现

“善”。这一点首先是从余公公这个人物身上集中展
现出来。 余公公是漫水人“善”的精魂。 他“手巧”。
“余公公是木匠，也会瓦匠，还是画儿匠。 木匠有粗
料木匠，有细料木匠。粗料木匠修房子，细料木匠做
家具。 平常木匠粗料、细料只会一样 ，余公公两
样都在行。 ”他样样农活也都在行，还会雕龙头
杠，笛子也吹得出神入化。他更具“心灵”。他急人
所难，慧公公死了没有老木（棺材），他主动让出自
己的；秋玉婆没有备好老木就猝死了，他连夜帮忙
赶制；慧娘娘老景窘迫，儿子强坨无力割老木，他无
偿帮她割好。他主持正义。秋玉婆捕风捉影，四处讲

烂话，他就当面敲打她；来漫水蹲点的绿干部做事
说话不在理，他也敢当面斥责。他言而有信，为消除
慧公公的猜疑，几十年不再吹笛子。他宽宏大量，对
无事生非污蔑自己的人也不计较……所以，他成为
漫水人处世行事的楷模，也无声地影响着其他人。

慧娘娘和他比邻而居，“心有灵犀”，她能也只有
她能听懂他的笛音。 有一次， 余公公说动物也分公
母，“从那个下午开始，有慧阿娘（即慧娘娘）会留心
地里每一个虫子，哪怕是蚂蚁、蜘蛛、蝴蝶。它们也分
公母，有家室，养儿女。 一生一世，日晒雨淋，好不辛
苦！”在漫水，慧娘娘是“善”的另一个精魂。她出身卑
贱，由堂板行里的女子从良来到漫水，一心一意跟着
痴头呆脑而心地善良的有慧（慧公公）过活，她学了
赤脚医生，做了接生婆。后来，漫水的妆尸人死了，无
人接脚，她就自然而然地为妆尸人妆尸，从此成了新
一代妆尸人，“从那天起，漫水人不论来到这世上，还
是离开这世上，都从慧娘娘手上过。 ”有人撺掇有慧
嫌她妆尸不干净， 她就说：“哪个开你的玩笑， 告诉
我！哪天他死了，我不给他妆尸就是了！”然而，“说过
这话，有慧阿娘很后悔。这话太毒了。”可见其心地之
软。 慧娘娘的善与余公公的善阴阳互补，相映生辉。
我在读《边城》和《漫水》的时候，总有一种恍惚：说不
定，翠翠年长以后，就是慧娘娘了。

《漫水》中也隐约可见时代风云，漫水村里也有
不善的因素，像生风起祸的秋玉婆，像强坨因无力
偿债而伙同外人盗卖了漫水的传家宝———楠木龙
头杠。但是，“善”就像村子东边的溆水河，无声地滋
养着这一方土地，洗濯着“不善”的浊泥，有着无
与伦比的亲和力。 有慧年轻时，把堂板行的女
子领回家，漫水人虽然见怪，然而，非但不像白
鹿原上的宗族驱赶黑娃和田小娥，反而稀罕她识
字、会给自己接生，继而“村里人想都没多想”就推
荐她去学医，最终她也成了令人敬重的“善”的精
魂。 犯错误的女干部来到漫水改造，熬过了人生最
艰难的十个月；盗卖龙头杠的强坨，最终在母亲的
出殡日幡然醒悟……漫水， 始终如一株出水芙蓉，
灼灼其华，善哉善哉。 这股“善”的清流，日夜不息，
永不枯竭，成为人性中最永恒最光辉的钻石之一。

多面聂鲁达
林颐

巴勃罗·聂鲁达写过
一部自传 《我坦言， 我曾
历尽沧桑》。 聂鲁达自叙，

“这部回忆录是不连贯的，
有 时 甚 至 有 所 遗 忘 ” ，

“里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
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
多幻影”。 作品洋溢朦胧
诗意， 仿佛罗兰·巴尔特
描摹的秋天写作状态， 写
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
迟暮秋风之间、 在深信和
质疑之间转换不已。

《我坦言， 我曾历尽沧桑》 是一部很出色
的文学传记， 但这部回忆录里那些“不连贯
的” 大片空白， “甚至有所遗忘” 的部分， 到
底是什么呢？ 自传强调政治事件里的作为， 除
了年少时光的青春萌动， 几乎闭口不谈婚恋，
着力打造伟岸的公众形象。 公众视线之外的聂
鲁达， 到底是怎样的？

亚当·费恩斯坦的 《聂鲁达传： 生命的热
情》 是目前“英语界资料最翔实客观的聂鲁达
传记”。 主要围绕聂鲁达与三位妻子与众多情
人的交往， 突出诗人的私密世界， 揭开传主英
雄事迹和高贵品质形成的隐情， 揭示聂鲁达的
生死爱欲与政治狂热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部传
记很好地填补了聂鲁达自传里那些不连贯的、
遗忘的部分， 并且对自传惯有的一些夸饰、 隐
瞒与自我辩护进行了论证与分析。 伍尔芙曾经
强调传记中的事实当如大理石般不可动摇， 艺
术的写作当使传记如彩虹般美丽夺目。 费恩斯
坦的这部传记， 正是“大理石与彩虹” 的组
合。

爱情带来的灵感纷呈， 贯穿了聂鲁达的一
生。 聂鲁达的早期情诗深受波德莱尔等法国诗
人的影响， 有点颓废， 但清新明透。 年轻诗人
的身后埋葬着现代主义的灰烬， 热烈澎湃的飓
风般的一场场男欢女爱， 让他的想象力行进在
一条浪漫而又青春绝望的道路上。 《二十首情
诗与一支绝望的歌》 是脍炙人口的永恒诗作。
情人如荧光， 转瞬即逝， 一息存于纸缝间。 最
吸引聂鲁达的， 在他的生命里烙下深重痕迹的
那些女性， 比如他的三位妻子， 有个共同点，
性格都很强势， 却又包容、 隐忍， 以各自的方
式宠他， 她们是他的妻子， 也是他的母亲、 保
姆、 助理、 护士、 导师和经纪人。 尤其是昵称
“蚂蚁” 的迪莉娅， 比聂鲁达大二十岁， 以丰
厚资产解决了他的财务窘况和后顾之忧， 以个
人魅力扩大了他的交际圈。 她的被辜负， 让人
惋叹。 她的坚毅， 让人感佩。

聂鲁达依恋她们， 爱过每一个， 背叛了每
一个。 他不愿在自传里谈及， 或许出于内心有
愧， 或许是孩子气的逃避。 费恩斯坦挖掘聂鲁
达性格里的天真， 这种天真是唯我的、 自私
的、 残忍的， 面对糖果般的诱惑毫无抵抗力。
这种诱惑， 不止是性， 还有拉美这块土地不断
发酵的话语氛围。 聂鲁达后期转向成为政治诗
人， 以诗歌来履行作为一个战士的使命。 在
“斯大林神话” 破灭之后， 聂鲁达意识到了自
己对斯大林的盲目信任和过度抒情， 随之而来
的是觉醒的痛苦。 《疑问之书》 这部晚年诗
集， 以纯粹的孩童语气追寻天地万物， 探问生
而为人的意义， 或许， 在那一刻， 聂鲁达回到
了生命的原点。

“聂鲁达发展起如此多的生活面相和诗歌
面相， 以至于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情况
下都提供了一种信息。 他包容了我们人类所有
的好， 所有的坏， 所有平庸和所有自相矛盾。”
这部传记展示了这些所有。 展示了一个人， 一
种人生， 可能的， 所有的面相。

（《聂鲁达传 》 [英 ] 亚当·费恩斯坦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戈平

在郴州的苏仙岭脚下， 有一幢三
层小白楼，住了一批文化人，李沥青老
先生就居住于此。 后来不知何故爬墙
虎疯长，整幢楼房春夏都绿油油的。 或
许与这有关吧， 沥青老为自家取雅号
“绿满楼”。

沥青老毕生最突出的成就， 莫过
于对湘昆剧种和嘉禾民歌的重大贡
献。 其实在诗、词、歌、曲、赋、联等方

面，沥青老均颇有建树。
我特别喜欢绿满楼红彤彤的春联， 每次经过

都要驻足欣赏。绿满楼在二楼，门两边绝对不会张
贴那些市井俗气的商品对联。 每到年关都是由沥
青老自题并亲书，有些还是嵌名春联。沥青老的书
法有自己的味道，若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拖着细
长的尾巴，清秀中透有几份骨气。譬如，鸡年是“有
凤来仪，颂寿儿孙相依膝下；闻鸡起舞，催诗风雨
又上楼头。”（1993年）虎年是“沥雪满楼头，如此江
山添虎气；青枝横水面，曾经风雨不龙钟。 ”（1998
年）又譬如，70岁是“年寿七旬时，基因之来，数不
多也；文章千古事，江河不废，吾其勉乎。 ”（1991
年）80岁是“沥胆对天，八十高龄，为牛甘随孺子；
青春还我，风雷一卷，附骥奋作劳人。 ”（2001年）
90岁是“容易又一年，沥沥雨声催诗急；离休越廿

载，青青山翠染衣多。 ”（2011年）
沥青老打上大学开始就有写日记的习惯，这

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也变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
《绿满楼日记》时间跨度好几十载，已由武汉出版
社出版。沥青老闲来常翻看日记，就像欣赏一部由
自己领衔主演的电视连续剧。 每当看到自己风华
正茂时，仿佛又变年轻了，又“敢下五洋捉鳖”了。

沥青老写日记， 有记录工作的， 有记录生活
的。“有则记之，无则不记，断断续续，零零碎碎”。
在行文上，各种体裁都有尝试，甚至包括诗歌。 沥
青老之所以取名“沥青”，就是立志像铺路石一样，
毕生铺筑路面，默默无闻地承受压力，不屈不挠，
甘心奉献。《绿满楼日记》记录的虽是沥青老一个
人的历史，但对后人却是一面镜子。 是美是丑、是
对是错，是善是恶，是是非非，不用说，一照便一清
二楚。

如今沥青老已97岁高龄，身体好得没边。别人
常问起他长寿的秘诀，他笑而不答。他平素在绿满
楼里深居简出，粗茶淡饭，不争不怒，不气不怨，随
遇而安，处事相当低调，并自创李氏保健操。 这或
许是他长寿的秘诀吧。

有一日他下楼活动，在房前的樟树林下散步。
邻居与他打招呼，随口一句祝福话：“李老，您老活
到150岁。 ”想不到他竟答：“好！ 争取！ ”没打一个
顿，颇有信心。

（《绿满楼日记》 李沥青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

徐怀中

作为一名军人， 我怀有走遍
祖国边防一线的职业情结。 年轻
时多次前往西藏高原及云南少数
民族地区， 曾有几篇小说散文问
世， 正是得益边防部队生活体验
的积累。 后又多次到过福建、 广
东与沿海以及寒冷的东北边境。
遗憾的是至今未曾去过新疆， 未
曾到过红其拉甫。

因此， 拿到董夏青青的小说
集书稿 《科恰里特山下》， 未及阅
读， 那种期待已久的亲切感油然
而生。 果然如此， 初次与书中那
些新疆戍边军人相识， 似乎彼此
已经十分熟悉。 董夏青青描述北
部边陲所特有的自然景色， 寥寥
数语间， 如一缕清澈的光韵在流
淌， 令读者神往， 久久在品味着。
观察这里的各种人、 动物相互亲
近、 拥抱、 推搡、 摩擦， 也让人
会心地一笑， 感受到那片静谧的
土地上春意盎然生机勃发。

我倒也并不那样绝望， 相信
仍然有机会亲眼得见世界上最大
的独立纬向山系———神话般的天
山主峰。 当我游走在辽阔无边前
路漫漫的南疆北疆， 游走在“十
里桃花万里柳” 的塔里木河、 伊
犁河谷， 自会以董夏青青小说一
一对照， 寻找我对书中片片段段
的记忆。

这本书仿如一张从新疆寄来
的明信片， 印着当地某
个小县城的夜景。 我不
会忘记， “街上的灯桩
亮了。 蓝紫、 玫红、 鹅
黄的色块间隔伫立， 满
树梅花形小灯晶莹璀
璨。” 霓虹的光影投映
在地上， 街头巷尾传来
的笑闹中夹杂着声声叹
息， 空气里尘沙的腥味
挥散不去……

（作者系著名作家， 曾任解放军艺术
学院文学系主任 、 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
长， 少将军衔。 董夏青青系湖南籍青年作
家， 任职于新疆军区， 所著 《科恰里特山
下》 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巴陵

我出生在梅山腹地的新化县圳上镇， 这是新化面
积最大的乡镇，也是最偏僻的边陲小镇。我曾在那里生
活了19年，吃着梅山腹地的美食，沐浴梅山文化和梅山
民俗。 自1999年进入城市，可以饱啖各地美食，尝遍各
式菜肴， 但我忍不住想回到故里去寻觅那些记忆深刻
的美食。

随着自己的漫游脚步，我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多，我
的感官和味觉时刻都在受到刺激。 我在长期的品味和
体验中感悟和记录那些菜肴和小吃， 特别是把家乡新
化的菜肴和小吃记录下来， 写了几十篇梅山饮食的文
章，这些文章在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也有媒体力邀我

开设专栏，系统展示梅山的饮食文化。这让梅山腹地的
新化菜走出山区，聚集了自己的粉丝群和能量。

2013年，我有一段时间很自由很空闲，就坐下来写
妈妈曾经做过的菜肴和美味。 每天上午，在电脑前敲敲
打打三四个小时，写篇两三千字的文章。 一个多月的坚
持，我写出了《妈妈的味道》，顺利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出版，上市后反响很好。 接着我再次深入梅山腹地，重
温故里，经过半年的时间，又写出了《最好的食光》，加入
了亲情和故事，把地域范围扩大到新化全县。 这部书边
写边与编辑沟通，尽量让这些文章读起来有温度。《最好
的食光》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有些媒体把它评为
年度好书，进入了一些推荐书单，影响日盛。

《妈妈的味道》《最好的食光》出版后，读者反响很

好， 有人希望我写出更多的梅
山饮食文化书， 最好能够继续
《妈妈的味道》《最好的食光》的
风格， 写一个梅山饮食文化三
部曲。 我一直在写梅山饮食文
化的文章， 辐射的范围是整个
梅山区域。 在结集出版的过程
中， 编辑希望增加书稿的分量
和文章的篇数， 在相互的交流
和完善中，时间流逝了四年。最
近，《梅山食光解乡愁》 终于由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现在，《妈妈的味道》《最好的食光》《梅山食光解乡

愁》三部书都已经出版，我的梅山饮食文化三部曲也算
完成，心中那个沉甸甸的石头落了地。

（《梅山食光解乡愁》 巴陵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

《火星生活》
(美) 特蕾西·K·史密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美国新晋
桂冠诗人得主代表性
获奖作品首次中文出
版 。 在 这 本 诗 集 中 ，
基于超拔的审美天赋
和出众的洞悉力 ， 史
密斯将人类视野置于
地外时空 ， 借助于一
枚哈勃望远镜的镜头，
回眸我们的现实和历
史 ， 拓展人类精神生
活新视野。

《我与李宗仁》
李秀文口述 谭明整理 漓江出版社

本书是由李宗仁
原配夫人李秀文口述，
李秀文侄媳妇谭明整
理而成的回忆录 ， 讲
述李秀文女士独特而
传奇的一生 。 语言乍
看貌似平淡 ， 细读则
韵味隽永 ， 感情细腻
克制， 有其独特魅力。

《唐诗的读法》
西川 著 北京出版社

诗人西川置身于
唐代的社会生活方式、
唐人的写作现场 ， 将
唐朝 、 唐诗 、 唐人与
我们自身生活的本真
关系 ， 如串珠一般揭
示于我们眼前。

微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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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观书

好书导读 特别推荐

从“边城”到“漫水”

读有所得

我写我书

我的梅山食光

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