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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别推荐

虢筱非

凤凰县城白羊岭上一处小
院落，院内花木掩映着一栋别致
木楼，木楼堂屋正壁上方悬挂着

“古椿书屋”匾额，匾下是黄永玉
先生自绘大幅《梅花图》。《梅花
图》中两枝梅花一浓一淡，相映
成趣。画旁有联曰：“无言每觉情
怀好，不饮能令兴味长。”

傍晚时分，天空雨丝飘洒，
四野暮气渐合。我撑着一把雨伞
叩开院门，前去拜访从香港返回
故里的黄永玉先生。几年前的一
个除夕，我造访过一次古椿书
屋，这里的一切既熟悉又亲切。

在见到黄永玉先生前，他的
五弟黄永前先生热情相待，告知
黄永玉先生已搬进了新建藏画
楼。他一边忙着泡茶递烟，一边
搬出近几年黄永玉先生在香港
出版的书籍供我翻阅。

港版《黄永玉画集》装帧精
美，内容丰富，汇集了先生近年
新作。翻开画集，扉页上印着一幅大照片：在荷
花通景大屏前，黄永玉先生手持大烟斗，脸上
笑容灿烂。画前序言由万青力撰写。序旁“人面
猫头鹰”漫画生动有趣，令人看后忍俊不禁。画
下一行文字：“封不住的口，闲不住的手，变不
了的心，断不了的情。”聊聊四语，尽显其人风
采。

《诗意》是黄永玉先生 10 多年前旧作结
集，都是他回湘时给青少年美术爱好者讲解示
范的课徒稿。他对家乡子弟说：“不要光画画，
要读书，由画诗开始，诗叫你思想，用体会每首
诗的方法体会生活，生活丰富了，画的东西就
会深刻些。”

前言《诗意本事》道：“画画的人应喜欢文
学，不喜欢文学也应逐渐喜欢，越快越好。”

“欣赏、熟悉这些东西多了，再检点过往和
眼前周围生活景物，会发现这样和那样古人早
都提过：原来还可以如此、如彼地描写，既有十
种、十一种不同写法，为什么还重复它第十二
种？”

“为诗作画，是揣摩、练习格调的颇有趣味
的方式，不一定回回都来个全面概括，捕捉一
枝一叶就可以了。”

读《诗意》，深感黄永玉先生古典文学根底
之深。黄永前先生旁白：“大哥在画上题词不打
草稿，天天读诗词。”

《水浒人物》则辑录了黄永玉先生1987年
至1988年间创作的149幅水浒人物水墨造像。

他说：“《水浒》中的男女多是捣
蛋纵酒任性的乡民，平日自由天
真……尽为余当年浪迹江湖时
之朋友熟人。街头巷尾，野水荒
村，信手拈来，写日常见闻经验，
边写边笑。”

《水浒人物》造型幽默生动，
着色浑润雅致，线条简括而富变
化，人物性格跃然纸上。画中没
有大奸大恶，也没有完美无瑕的
正面人物，他认为用今天的观点
看，道德的批判不一定有力，幽
默分析对整部文学作品有帮助。
如画中人物潘金莲理直气壮地
双手叉腰、高昂着头。旁题：“爱
了，把我怎样？”宋江醉得面红耳
赤，双手握笔颤兮兮地在点将，
则题记：“凡事酒醒才清楚明
白。”

诙谐隽永的《永玉三记》面
世多年后，黄永玉先生又出版了
四至六“记”：《往日故乡的情结》

《汗珠里的沙漠》《斗室的散步》。
与前三记比较，后三记插画硬笔
线条造型代替了毛笔水墨造型，
内容似乎更深刻广泛。

黄永前先生告诉我，这些画
册书籍他大哥从香港仅带回这
一套，索观者应接不暇。

第二天大清早，我再访古椿
书屋，黄永前先生正拟陪我一道

去藏画楼晤访黄永玉先生。“说曹操，曹操到”。
黄永玉先生戴顶瓜皮帽，穿件黄绒夹克，背着
画箱来了，后面跟着夫人张梅溪老人。握手落
座后，我说：“黄老，再次见到您很高兴。”同行
的一朋友也从旁说：“久仰大名！”黄永玉先生
风趣地接过话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相见
之下，雷从耳出。”

落座后，我趁机递上以前写的《黄永玉湘
西写生》一文，他从口袋中摸出老花镜仔细阅
读。放下剪报，他对在座的人介绍：“别小看小
虢，他可是贵族的后裔呀！虢氏早在3000年前
就显赫了。”

我们谈到黄永玉先生在文学和艺术诸方
面的成就时，他摇了摇手说：“成就谈不上，但
可以肯定地说，我是极其勤奋地对待我所从事
的文学和艺术的。”过一会，他又伸出手掌对我
们说：“去年冬天，我手掌皮肤开裂，去香港一
家医院看医生，医生拿了我的手看了看后说，
不是什么病因所致，主要原因是用得太狠，劝
我多休息。”

黄永玉先生“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的包袱，
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后，
对家乡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之中。他有一段话真
挚感人：“再差三十年，就是一世纪的浪迹天涯，
故乡的闪念太多。山水、生活、隽语、人物情调、
片断的哀乐，油然生发于朝夕。”

临别，黄永玉先生走到画案前，题字相赠：
“沅有芷兮澧有兰。”依然是楚词湘语。

霍俊明

梁尔源算是诗歌界中的“新人”，他真
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时间基本上是从退
休之后开始的。他用迟来的诗歌写作方式
回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写诗？这让我
想到了压舱石，一条空荡荡的船只为了避
免失重、摇晃甚至翻船的危险而压上一块
石头，这维持了平衡，虚空得以充实。我曾
在一个小小的民间博物馆看到过一块圆
墩形的压舱石，上面还錾刻了一个巨大、
粗实的字——“稳”。对于梁尔源来说，诗
歌已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压舱石，这样
才踏实、安稳、可靠。

对于梁尔源而言，诗歌不只是一种个
人化的表情达意的方式，而是重建完整人
格与精神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完成人与
外物以及社会的重新构造和彼此探询。由
此我们会发现，近年来梁尔源诗歌中的思
想载力、精神强度和语言势能一直在增
强，这不只是面向了自我存在及亲人遭际
和时间命题，也关乎整体性的时代境遇和
精神大势。

梁尔源诗歌写作的功能首先是一种
完整人格缺失后的重新修复，是试图回到
一个人原初状态的返回和寻找。诗人重新
找到了一面镜子，不只是为了正衣冠、知
得失，更是为了映彻更为真实不虚的内心
生活和精神人格。“请柬不为我编程了/肉
身从公文包中逃遁 / 再也不用向那只茶
杯汇报了/麦克风不再点卯”（《春风不再
掐我的大腿》）这近乎是当代版的“久在樊
笼里，复得返自然”。

被割草机碾压过的草地再次找到了
春天和水源，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
长了。这是一次次寻找自我，一次次返回
自我的母体，也是一次次自我更新和重新
定位，把曾经变形的、模式化和程序化的
异己之我重新摆渡和解救出来，变成充
实、真实和完备、纯粹的自我。这正是一个

“年长的青年诗人”（梁尔源的自况和自
谦）的深层写作动因和驱动机制。他通过
诗歌进行深度的精神对话——他找到了
一面映照精神自我的镜子或湖面，一个我
与另一个我时时对话、磋商甚至盘诘。诗
歌写作首要关涉的，不是他物而是作为个
体主体性的人，真实的人，活生生的人，有
生命体验、独立意识、求真意志的人。这样
的诗正是“真实的诗”，真正关乎“诗与
真”，首先要去除的就是虚假、伪饰。确实，
最可贵的是梁尔源在诗歌中从来不掩恶、
不遮丑、不矫饰、不妄言、不自我美化，也
不滥情易感地伦理化和道德化。他的赞颂
和批判都发自本心的真实之音。诗歌和人
在撕扯掉虚荣、功名、权力、伪善、自私、欲
望之后，都一起回到了最原初的状态，这
是自审和度己，是自我的精神涉渡，灵魂
不再是定制的了。

诗歌能见人，诗歌能见人格，说的就
是梁尔源的这些“真实之诗”。

最初读到梁尔源的诗歌，印象最为深
刻的也是流传比较广泛的，自然是那首

《菩萨》，我也将它选入了《2017年度诗歌
精选》中：“晚年的祖母总掩着那道木门/
烧三炷香/摆几碟供果/闭目合掌，嘴中碎
碎祷念/家人都知道祖母在和菩萨说话/
那天，风儿扰事/咣当推一下/祖母没在
意，咣当又推了一下/祖母仍心神不乱/咣
当，推第三下的时候/祖母慢慢起身，挪动
双腿/轻轻打开木门/见没人，沉默片刻/自
言自语：‘哦，原来是菩萨！’”该诗体现了
一个诗人撷取日常细节并进行再度提升
和象征化、戏剧化的能力，叙述、场景与内
在真实之间构成了实实在在的精神结构。

写诗是需要眼力和眼界的，这与一个
人观察事物的位置和角度直接关联，与一
个人的感受方式和想象方式也密切联系。
这样产生的诗歌既是体验的也是感悟的，
既是个人经验又是现实经验，所谓“世事
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些诗体
现了一个“成人”通透的眼界，印证了“姜
是老的辣”，其观察人生、讽喻世事、感悟
世界的方式更具有说服力和传染力：“小
孙女在玩套娃/将一个个小人从大人中剥
出来/剥到最后一个/他问：爷爷/为什么小
人都藏得这样深”（《玩套娃》）。

诗歌承担了镜子的功能，同时也承担
了漂白剂的功能，这最终凝聚成的形象正
是“镜中白马”。梁尔源的一部分诗歌不由
自主地探向了自我以及浮世绘众生的内心
本相，那些藏污纳垢之物被他毫不留情地
拎出来示众并进行了诗性意义上的漂洗。

（《镜中白马》梁尔源 著 中国青年
出版社出版）

余三定

毛万明的长篇小说《铁血幕阜》从1928年
平江“二月扑城”开始着笔，一直写到 1954 年
幕阜山最后一个土匪被人民政府抓获并镇压。
作品中的历史背景、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都是
真实的，但作者又未被历史事实所完全束缚，
而是展开了丰富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很好
地做到了历史性与传奇性的有机结合。

作品描写的幕阜山区的地理位置、地形状
貌、山林特点、民俗风情等是完全真实的；1928
年3月，平江20万农军三月扑城后，为了扑灭
这股红色火焰，国民党展开全面围剿，幕阜山
遭受空前大劫难等描写，是完全真实的；1949
年7月17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
部先遣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幕阜山
区平江县等重要情节的描写，也是完全真实的
历史。但作者并未完全拘泥于史实，而是把上
述这段历史演绎得有声有色，有的地方甚至扣
人心弦。比如作品中写土匪头子杨秀青 1950
年5月后销声匿迹4年，原来是躲在七星坑的
山洞里。杨秀青进洞的头一年，吃住活动都躲
在洞里很少出来。为不暴露踪迹，他在山上活
动常常是后退行走，每后退一步，便把被搅动
的草木藤枝扶起复原，将踩过的脚印用树枝抓
平、枯叶覆盖，很多地方从树上攀爬过身，地上
不留任何痕迹。这些描写、包括杨秀青最后被
抓等描写，都富有传奇色彩。

《铁血幕阜》塑造了多个能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王二龙和杨秀青
是塑造得特别成功的两个人物形象。王二龙
是一位从农民走上革命道路并成长为优秀解
放军指挥员的代表，他身上既有鲜明的个性，
又概括了许多从平江走出去的革命者的共同
特点。杨秀青虽然和王二龙一同长大，但和王
二龙有着明显的区别，作品很真实地写出了
杨秀青的渐变过程，写出了他性格的复杂性，
写出了他身上兽性与人性的矛盾和纠葛，真
实可信。

作品中的一些场景描写非常真实、生动，
让人感同身受，难以忘怀。作品中这样写夏天
的炎热：“日头才出山个把时辰，空气就跟煮
沸了一样，人们呼吸都感觉火在烫鼻子。”作
品写狗吠声：“小杂贩刚出门，按算计还没出
小镇，应该正好在那狗吠声最厉害的地方。这
嘈杂的狗吠声肯定跟小贩有牵连。尽管往日
夜间小镇里也常有几声狗吠，可平时狗吠声
叫得从容，叫得有气无力，全不像今天晚上那
样杂乱，那样急促，那样揪心，那样声嘶力
竭。”这里是通过王二龙的奶奶和父亲的听觉
来写狗吠声，不但形象地写出了狗吠声，而且
写出了他们对红军交通员（小杂贩）的挂念和
担忧，第二天就证实，头天夜里小杂贩被挨户
团抓住杀害在江洲上。

（《铁血幕阜》毛万明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出版）

王平

城里生城里长的人，没有根深蒂固的故乡概念，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感觉。即便远在千里之外，回家就
说回家，不会说“回故乡”。故乡的情结，只有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的人才有。至少，我是这样以为的。

我从来没有故乡的情结。读了蔡测海的近作《地
方》之后，我的这种近乎虚空的感受愈加强烈了。我有
什么故乡呢，家里有祠堂吗？有族谱吗？有乡亲吗？有
土地吗？有山川树木吗？有猪马牛羊吗？有春种秋收
吗？放学看得见炊烟吗？

尤其，有稻草垛里的、满天星光下的肆意野合吗？
我并非在描述城里人眼中的一派田园风光。我深

知，若比较千百年来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乡下人比
所谓城里人更加深重。但乡下人的坚忍、宽厚与包容，
以及对天老爷虔诚的期盼乃至迷信，是大自然赋予他
们的独特禀性。真正的故乡，只能存在于纯粹的大自
然的怀抱之中啊。

春节，城市人回家，大多只是由一座城市回到另
一座城市。从一片水泥森林到另一片水泥森林。电梯
上罢，悬空而居。至于面对从小长大的街巷，我只有感
慨，却无感情。而农村人则不然了。他们才叫做回故
乡。即便如今，哪怕故乡凋敝，田地荒疏，哪怕故乡大
多只余下老人与小孩，他们仍然一年一度，携大包小
包赶回各自的故乡。

为什么？皆因故乡，故乡的那一片“地方”，才是他
们真正的根基。

蔡测海故乡在湘西龙山，一个叫做火岩的山村
里。他回家，就叫回故乡。我哪怕关山万里归去来兮，
也只能叫回家。

这也许便是城乡的差别，亦即回家与回故乡的最
大差别吧。蔡测海有故乡可归，有地方可去，所以才能
写出如此丰饶且深厚的《地方》来。这种特殊的情感，
当然不是单纯的、浅薄的爱，而是糅杂了几乎人间全
部的七情六欲、苦辣酸甜。

蔡测海好几部小说，都是写一个叫三川半的地
方。写三川半前世今生的各色人等，写各种风物掌故，
草木山川。似乎没有一个完美的好人，亦无一个彻底
的坏人。且有真事，有假事，亦有半真半假，令你似信
非信之事。这样一来，读着读着，味道便慢慢出来了。
性不得急。

说实话，写这篇小文，我并未看完小说的全部，何
况《芙蓉》杂志本来便是节选。读了几章后，有了些感
触，便动笔了，怕后来忘记。再者，此部小说本来便可
单独成篇去读，所谓散点透视，加之人物及故事大多
穿插进行，并无贯穿始终的情节，可以比较散漫地读，
不会读了后头又要去翻前头。

我喜欢蔡测海的小说，首先是喜欢他的文字。我
总觉得，好小说必定要有好文字。类如中国画，画得像
不像不要紧，笔墨功夫好不好才要紧。他的文字，如同
经过山间泉水的浸润，没有杂质。干净而洗练，却富有
诗意，有不动声色的幽默。这样去写短篇，能写者倒找
得几个，这样去写长篇，可就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了。

蔡测海从来不是一个纯粹写实主义的作家。他的
小说固然写实，却常常有梦境一般的意象纠缠，且那
种意象如诗画一般美丽。若你读到这类地方，你不会
相信这是真的，但也不会相信这是假的。

且引一段：
村长的女人叫雨。她离开村长和女儿露的时候

说，等三川半的日子好一些的时候，她会回来。雨把洗
脸帕埋在菜园子里。雨对村长说，清明节的时候，你去
看看，洗脸帕没有烂，我就还活着，我还会回来。村长
在清明节的时候，去看洗脸帕，它还好好的，还有女人
的香味，脂粉的味道。以后的清明节，埋在菜园子里的
洗脸帕还是那样，女人味越来越香。村长菜园子里的
萝卜花、白菜花，全是脂粉味，连胡萝卜，也是脂粉味。
露在吃菜的时候对村长说，爹，你做的菜太香了，以后
做菜的时候少放一点香。村长说，露儿，那些香是你娘
在菜园子里放好的。在我们睡着的时候，看不见她的
时候，她就把香和在月光里，洒满菜园子里。

我讲不出蔡测海的这部小说里含有什么高屋建
瓴的微言大义，我只有些许感受却讲不出多少道理。
但自会有专门家说出子丑寅卯来，我当洗耳恭听。

没问过蔡测海，三川半是否是个真地方，也不必
问。即便地名是假的，但地方是真的。这就够了。

湘西是个有巫风、有蛮气的地方。听人说过，湘西
人惹不得，弄不好一个老婆婆都可以跟你下个蛊，小
命就没了。但蔡测海惹得，他可能是湘西的另类。蔡测
海脑壳极聪明，但是心地极宽厚。如此两样俱全的人，
现今罕见。

（长篇小说《地方》蔡测海 著 即将由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

〔英〕彼得·沃森 著 译林出版社
从无意识、量子和基因，到虫洞、互联网、现

代主义，彼得·沃森纵览风云变幻的20世纪，写
尽百年间人类的思想全貌。这些思想将会是我
们理解当今世界，理解人类自身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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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马观书

阎晓明（ 主编）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这套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倾力打造的同

名大型广播纪录片同期书，旨在寻找遗失的文
化，勾勒出人们记忆中的文化印记，展现中国传
统文化的丰富精髓，解读当下中国现代社会对
传统文化的追寻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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