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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人性的
迷城

琼花

连续出版了三个长篇《第九个寡妇》
《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后，严歌苓下一个
作品会写什么？ 这对她的很多读者来说，
是个悬念也是期待。

严歌苓这次创作涉及的题材非常特
别。长篇新作《妈阁是座城》，描写在赌城
妈阁，女“叠码仔”梅晓鸥与三个男人之
间的故事。 故事发生的时间点在2008年
前后， 这个时间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
当代中国人是再寻常不过的， 然而在妈
阁这个特别的地方， 对于特殊身份的梅
晓鸥以及与她产生纠葛的三个男人而
言，人生的特殊际遇、命运的突然转变就
此发生了，用血雨腥风来形容也不为过。
天才小说家严歌苓又一次稳准狠地设置
了戏剧冲突， 讲述了一个让人感叹唏嘘
的故事 , 将人性的谜底推入深度的心理
演绎。

《妈阁是座城》 里的当代赌徒为中外
文学贡献了崭新的人物形象。天之骄子段
凯文何以会走进赌场？颓唐的风度甚至能
吸引诱导赌场马仔和偷渡蛇头的艺术家
史奇澜，他天才的灵性终将毁灭抑或拯救
他自己？是什么样的魅力使得梅晓鸥这个
追债人自动投入到段凯文布下的一个个
棋局里？这部小说描写了多重角力：性格
的角力；性别的角力；情感的角力；善恶的
角力。

在梅晓鸥与段凯文之间纠缠了多种
角力， 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清华大学高
材生、如今的房地产大鳄，正处于巅峰时
期：雄厚的实力、丰富的人生经验、坚强
的意志力。 在梅晓鸥阅尽人间悲欢的眼
里，他不同凡响；在梅晓鸥预先为赌客判
定的终极败局里，他屡屡成为意外。他是
晓鸥心中最大的谜团， 他从性格到性别
再到情感， 一再地呈现出不可置疑的优
势地位，直到终篇，都对梅晓鸥施行了微
妙的控制力，即使结局已经了然，仍是梅
晓鸥心里浇不化的块垒。 其实作为赌场
中的另一极、两性世界里的阴性，梅晓鸥
才是一个最大的赌徒，她用青春赌爱情、
她用情感赌人性，赌到血本无归，所有她
为之奋斗和追求的都离她而去。 这样一
个飞蛾扑火的决绝的女人， 却是个矛盾
集成体。 严歌苓赋予了她极大的心理空
间， 这个在旁观者看来冷酷嗜血的赌场
掮客， 她的女性与母性一再地背离了她
的职业要求， 在无意识当中为了一点渺
茫的希望活着， 一旦感到一点人性的微
光她就将复活她所有女性的爱和怜悯的
本能。 这是迄今为止严歌苓贡献的一个
比王葡萄（《第九个寡妇》）、多鹤（《小姨
多鹤》）、冯婉喻（《陆犯焉识》）都要芜杂、
不那么非此即彼的女性形象。

作为一个目光犀利的人性的观察
者， 这部小说表达了严歌苓对同时代人
的深刻忧虑， 对当代社会物质欲望被高
度释放后痛下的针砭， 但文学的意义应
不止于解剖和揭示， 严歌苓像张爱玲一
样洞悉一切，把事物看进“骨头里”，但她
不会躲避、疏离；而像萧红，她贴近这多
难的人间， 用自己心灵的温度拥抱这些
卑微的自然的造物。所以，越到后面，小
说重点转向了情感描写， 转向了梅晓鸥
与史奇澜关系的微妙变化和发展， 史奇
澜，这个手指微凉、有点阴柔的天才艺术
家将渐渐赢回读者的喜爱， 这就是严歌
苓的魔力。后半部分，严歌苓将为我们揭
开最大的谜底： 情感和人性的谜底。我
们，人，归根结底，将靠什么存在下去。严
歌苓用梅晓鸥和史奇澜的故事告诉读
者，爱，仍是唯一的救赎之路。那一点人
性的微光， 严歌苓确信它的存在， 没有
它，我们的女主人公，将自己的生活比喻
为“下水道”的、见不得人的、只有夜晚没
有白天生活的梅晓鸥， 在失去了一切之
后将何以为继？这不是廉价的敷衍，是被
人类的历史和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不断
证实过的，并终将成为我们的信仰。

（《妈阁是座城》 严歌苓 著 人民文学
出版社出版）

胡良桂

李梦昭、李凌洁的《故人庄》是
以传统的叙事方式创作的一部凝
重而厚实的长篇小说。作品写出了
广阔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
了一批具有泥土气息且活灵活现
的乡村人物， 揭示了历史的沧桑、
时代的巨变，是一幅幅优美的风景
画、幽默的风俗画。

作品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乡土
风味，将明媚的山川景物，古朴的
乡风民俗、神奇的民间传说，同现
实中富于传奇色彩的事件与人物，
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一幅色彩
斑斓、雄浑瑰丽的多彩画卷。石桥
铺那层层叠叠的山峦气势恢宏，那
“杀年猪， 磨豆腐， 烤烧酒， 打糍
粑”，祭梅山神和山鬼的过年，热闹
非凡；那梅山腹地高亢悠扬的呜哇
山歌、吃“爬界肉”、过“尝新节”、跳
“炭花舞”等都描绘得有声有色，情
景交融，写出了石桥铺的自然风光
与民风淳朴， 也揭示了时代的前
进、 社会的发展给乡村带来的巨
变。小说以石桥铺为背景，从土改
写起，一直写到新时代，写出了乡
村生活面貌的发展变化，把握住了
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如改革
开放后，那些为淘金把“整垄肥水
田都毁” 成了“黑不溜秋的砂石”
“难看的癞痢疤”。 由于村民的反
对，精准扶贫，又整治了河道，修复
了良田。

小说有鲜明的人物个性。《故
人庄》塑造了几十个人物，每个人
的命运不同，性格迴异。大斧头精
明能干，坚韧倔强。他到金矿打工，
就成了技术骨干， 既亲自架坑木，

又提出挖“逃生通道”。老板彭石匠
为了省钱，不仅拖延施工，还对大
斧头大发雷霆。矿难发生时，老板
推卸责任， 大斧头为了13个死难
兄弟，主动担责；去广东顺德打工，
为银老板管理好了家具厂，还为下
岗女工承包食堂帮忙；在县城搞房
地产开发赚了大钱，又把“那片地
捐一部分用来盖学校”。 他重情守
义，人格高尚。当桃花身陷尾砂堆，
生死关头， 他从矿洞飞跃而出，奋
力一拽，凌空一跃，将桃花推出了
尾砂堆； 陈篾匠上山砍竹摔伤，他
连夜开车送到县城， 救人一命；在
县城三岔路口，看见细伢子被汽车
撞出“一大摊血”，他“扒开众人”
“抱起孩子就往医院跑”。他的谋事
有力，心地善良最终赢得了黄友香
的芳心，也是作者塑造的一个成功
的艺术典型。外貌秀美、性子刚烈
的桃花，性情柔弱、逆来顺受的荷
花、刘二妹，都有各自的个性，就像
每片树叶呈现不同的形态与情状，
在不同场合，都会有所不同。

长篇有精微的艺术技法。虽然
《故人庄》还存在艺术手法单一，人
物关系设计不到位的缺憾，但特色
十分鲜明。它有文采斐然的艺术描
写， 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
一场大雨， 把赧水河洗得格外干
净，涨水刚淹过岸边柳树裸露的虬
根， 芦苇叶子轻轻在水面摆动。牛
乳般的水汽在河面上慢慢飘散，夜
泊的小船在时隐时现地晃荡，日头
从赧水河尽头跃出来，“霞光将河
面镀成金色， 惊醒了苇丛中的水
鸟， 扑棱棱地飞出， 绽开点点碎
金”。这是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有
一种清新、绚丽、璀璨之美感。它有
逼真的细节，光滑的叙事。无论虚
中见实或实中见虚，还是正话反说
或反话正说；无论似有还无或亦幻
亦真， 还是以形写声或借声绘形，
都能推动情节发展， 表现情致、构
成意境。

梁瑞郴

沩山，二十几年前曾与它有一
面之缘。重重叠叠的大山，弯弯曲
曲的山道，密密匝匝的林木，汩汩
淙淙的溪流，微雨中，水墨丹青，云
缠雾绕，刚刚修复的密印寺着实让
人震撼，万佛殿更是让我们注目顶
礼。游客极少，提篮小卖的乡民却
极多，偶尔有一辆车过来，则会蜂
拥而上，其贫困窘迫，可想而知。中
餐在简陋的乡政府食堂， 方桌，那
种连体的条凳，至今仍记忆犹新。

短暂的采风，让我领略了沩山
的贫困，给我留下极深印象。邓文
慧同志日记体纪实长篇《沩水源
长》，是一部带着体温的纪实作品，
给了我温暖的感动。

三年，第一书记，扶贫队长，邓
文慧投身大山中的沩水源村，以切
实的行动书写对大山的奉献，亲身
参与改变沩水源村贫困的战斗。因
而这本书较之那些采写的作品更
为真切，更有现场感，那些人物，事
件，那里的一草一木，都仿佛可以
让我们触摸到骨肉。作品的文字虽
然朴实无华， 却有脉搏的跳动，情
感的温度，每一个字都是那些山路
的奔波，寒暑的劳累，访贫的辛苦，
脱贫的殚精的结晶。文慧从他一千
多个日日夜夜的日记中选取了
123篇日记，较全面展示了沩水源
村扶贫中三年的全貌，它所记录的
虽是一个村扶贫，但观一叶而知天
下，其启迪意义不言而喻。

文慧出身农家，又有长期乡镇
基层工作的经历， 从这部书中，我
感受到非常深刻的一点，文慧对农
村，农民，尤其是贫困户充满了感
情。正是带着感情扶贫，他的一言
一行总是充满爱，充满责任，那种
发出肺腑的情怀， 是力量的源泉。

他主动请缨到扶贫一线，正是这种
大爱的表现。

沩水源村，尽管这么多年的扶
持，仍然是贫穷随处可见，鳏寡老
人，光棍群体，残障人士，文盲队
伍，构成致贫的重要原因。农村脱
贫，这是重点对象。邓文慧以博爱
之心，把工作重点放在这部分人的
身上，一户户登门访问，一户户帮
助解决问题， 一户户制定脱贫规
划，他不掩饰问题，不回避矛盾，既
让人感慨唏嘘， 又让人扼腕振奋。
怀揣爱心，不辱使命，让我们看到
这些真扶贫，扶真贫的工作队员的
感人事迹。

光有感情，如果缺乏强有力的
措施， 扶贫往往也会事倍功半，单
纯的输血式的扶贫， 即使一时脱
贫，也是暂时的，不牢固的。作者在
本书中对此有深刻的洞见。工作队
针对当地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提
出了一些产业扶贫的思路，也实施
了一些探索性的产业扶贫工程。本
书可贵之处在于不同于为邀政绩
而只报喜而不报忧，而是大胆暴露
问题，提出隐忧，例如在土地流转，
果木种植，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
养等等方面，就反映了许多现实中
存在的问题，对产业扶贫中出现的
出工不出力，管理粗放，产供销不
能形成有效链条等现象提出了大
胆的批评。我以为，这些实际扶贫
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的揭露，往往比
评功摆好更有价值。

《沩水源长》 作为一部在扶贫
一线亲历者的纪实作品，出现在我
国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刻，
是非常有意义的。 它用最微观，最
直观，最客观的笔触，以血肉丰满
的切肤之感，记录了这一波澜壮阔
历史的点滴，奉献给了我们一朵晶
莹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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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书写

特别推荐

詹谷丰 柳冬妩

虎门，一座屹立在珠三角几何中心、以南
中国海为背景的海门和国门。

虎门销烟，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上
的第一幅汉白玉浮雕。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
悲壮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由此点
燃，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就是在虎门揭幕的。

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是众所周知的重大
历史事件，也是一个民族的公共记忆，但多年
来一直未曾以文学的方式全面而纵深地揭示
过。 湖南作家陈启文的长篇纪实文学《海
祭——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不但填补了这
一题材的文学空白，更在推陈出新上下足了功
夫。 作者从一开始就以追问的方式直接切入，
林则徐选择的销烟地为什么是虎门？从虎门销
烟到鸦片战争， 与我们今天的现实有什么关
系？作者紧扣虎门这一中国历史转型的关键部
位，对虎门销烟和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进行逆
向与纵向开拓，深度挖掘，一方面探寻这一历
史事件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探寻这一历史事
件与中国内部的关系。 在这一时空大背景下，
虎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或揭幕地的历
史意义得以凸显。

本书采用以点带面、 以点穿线的叙事方
式，点为现场，即抵达某一历史现场，通过沧桑
对比展开叙述， 并通过历史的主要脉络将历史
的两端予以贯穿、延伸。作者在对历史的叙述中
一边追问，一边推进，超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
与现实中往复穿插， 既有对文献史料的考证和
质疑， 也有在既定历史之外对历史诸多可能性
的假设，还有对各种不同历史观的辨析，在夹叙
夹议中不断反思，让文本变得更加厚重，既对历
史有重新发现、重新审视的意义，又充满了以人
文精神为内核的辩证思维。 而本书最重大的意
义，就在于作者在历史叙述、追问与思辨的过程
中，始终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如果没有思索，没
有审视，那么历史只是历史，甚至什么都不是。
历史需要唤醒， 需要心灵的烛火照亮。 它是过
去，也是一种远景，对它的表现最终是要找到通
往当下的道路。” 180年来， 中华民族从漫长的
封建时代走向近代化，从最初的寻求器物之变、
科技之变，到探寻社会制度之变、国人的素质之
变，直至寻求文化精神之变，如此循序渐进，层
层递进，中华民族才能从历史变革之路、改革开
放之路走向现代化崛起之路。

这是一部在历史叙事上独具匠心的作
品，作者采用“国运与命运”的复调叙事，书写
了时空的沧桑感、历史的兴亡感、人生的命运
感。对清王朝的盛衰，作者不是采取单线条的、
定式化的叙述，而是从世界潮流、历史大势和
历代王朝的演进规律等多维度切入，从看得见
的历史推进到看不见的暗流突进，历史的沧桑
感都被抒写得跌宕起伏、风起云涌、荡气回肠，
从而书写了一个王朝乃至历代王朝的兴亡感
和时空的沧桑感。作者将清王朝的国运和历史
主人公林则徐的个人命运结合在一起书写，互

相穿插，互为背景又互为因果，形成互文，从而
使国运和命运同时得以双重展现。

对林则徐等历史人物，作者以他一贯擅长
描写人物的笔触，以客观真实为前提，对人物
形象进行了生动鲜活的刻画。那些早已化作遥
远背影的历史人物， 在他的追寻与描述下，又
得以复活，栩栩如生。对林则徐这位伟大的民
族英雄，作者没有对其神化、概念化，而是充满
了人性化的描述， 既写出了他远超时人的一
面，也写出了他的历史局限，林则徐也无法超
越那个他置身于其间的特定时代，但他在严峻
的现实中不断地反思，矫正了自己对世界认知
的误区， 一步一步调整了自己的战略思维。本
书以林则徐的日记、奏折和诗文为依据，将笔
触伸入他的内心，对其心灵轨迹展现得纤毫毕
现、精准到位。作者在叙写林则徐命运的变化
时，凸显了他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期间的思
想嬗变甚至是裂变。从一位治世之能臣到社稷
之臣，从一位封疆大吏到近代中国“开眼看世
界的第一人”， 如果说在一个民族的深层动机
里支撑它的是一个伟大的强国梦，林则徐就是
强国梦的一个典型体现者。

对琦善等被打入了历史另册的人物，作者
也摈弃了既往历史简单化、 扁平化乃至丑化、
妖魔化叙述，以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揭示其人
性深处的一些复杂而微妙的心里挣扎，这些人
物的形象乃至心理在历史骤变中得到了逼真
的呈现。

通读全书，令人久久难以掩卷，从序篇“为
什么是虎门”直至尾声“只有大海才有资格回
忆”， 从看得见的历史推进到看不见的暗流突
进，从南中国海的一座门（虎门）到天安门广场
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本书以宏阔的视野和成熟
的气度， 将历史的沧桑感被抒写得跌宕起伏、
风起云涌、荡气回肠，而且自始至终保持着一
以贯之的叙事基调和历史在场感。

当历史沦为背后的风景，现实是历史的必
然延伸。如果真有什么从逝去的岁月中延伸过
来的东西，我们深信，只有中华民族那博大的
元气才可以生长为又一个时代的精神。

（《海祭———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
陈启文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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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位普通妈妈，也是他的“神
奇女侠”：在危机之中，这位兼具智慧与
勇气的伟大母亲，保护了儿子的人身安
全，守护了他纯真的内心世界。而4岁的
儿子，也是妈妈的“超级英雄”，是守护
妈妈的“勇敢骑士”。

走马观书

《经典咏流传》 是中央电视台一档大型
文化音乐节目，为古诗词配上旋律，让经典
再次流行。《经典咏流传》系列图书通过运用
AR(人工智能 )技术 ，让该书附带上了将近
1000分钟的视频， 让书变得可读、 可听、可
看，大大提升了图书的附加值，也让经典诗
词阅读变得更立体。

《经
典
咏
流
传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她
的
骑
士
男
孩
》
金·

菲
利
普
斯
著
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