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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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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初春的一个上午 !北
京某报的记者廷木散步到北海看雪景!穿过
积雪的松柏! 廷木看到一条偏僻的小径上!

一个穿粉红色花棉袄的姑娘用树枝在雪地
上写下一个英语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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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从希
腊语中演化而来的一个词"生命短促的#

廷木的脑海中是对那个姑娘挥之不去
的想象!似曾相识的熟悉让廷木恐惧!廷木
穿越人群和地铁!费尽心机去清理记忆深处
的斑斑锈迹#

当天下午!在后海的一家酒吧的角落里!

廷木再次瞥见她独来独往的身影! 她的手指
还在积满冰花的窗玻璃上划着什么# 廷木迟
久地偷窥这个女人时!发现她其实并不年轻!

只是那件粉色花棉袄把她包裹得酷似少女#

廷木粗鲁的打量惊动她了! 她用目光迎接廷
木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惊讶万分#

相视很久!搜索记忆的过程仿佛历经百
年#她似乎认出了廷木!主动站起来走向他#

她说了一声$你好%!略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
居然成为廷木打开锈锁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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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廷木和她不敢相信这样的重逢&

因为
!"

多年间!死灭的记忆实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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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舒兰从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毕
业!被分配到杭州的一所大学担任英语公共
课教师& 深秋时节!舒兰到当地的浙江大学
参加一个国际语言教育学术交流活动!在活
动现场偶遇来杭州任教的外籍教师罗伯特&

他刚从美国来中国! 想到周边城市旅行!考
察中国的传统文化! 需要一个向导兼翻译!

见舒兰学养好'知识面宽'英文熟练!就邀请
舒兰做他的陪同# 舒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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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罗伯特为舒兰创造了去美国
学习交流的机会!赴美后不久!舒兰嫁给了
比自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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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中年独身男人罗伯特# 很
多年以后舒兰都无法从心底卸去对罗伯特
深深的愧疚!这场为了绿卡的婚姻和对一个
无辜的美国男人的利用成为舒兰一直心有
余悸的道德污点! 这和舒兰童年的家庭教
育'做人修养大相径庭# 舒兰一遍遍设法原
谅自己!因为那时候舒兰太虚弱了!太需要
有一个合法身份在美国活下去#

舒兰先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大学
读书# 那时候!舒兰在美国为她的学业和生
计奔忙!她要在学校做助研助教才能让奖学
金得以延续# 她睡眠很少!最少的时候一夜
不到三小时#舒兰常常在图书馆里一边查着
资料一边就睡过去! 直到图书馆要关门了!

管理员将舒兰叫醒#她终于获得了一个休假
的机会!虽然只有两个月!但舒兰要借此机
会消除所有的疲惫#舒兰来到了费城附近一
个安逸的小镇! 在那里租了一间学生公寓!

到旧书交换店买来了一堆旧小说和录像带#

那是一段空前快乐的岁月!让舒兰忘记
一切烦忧#整整两个月!她寸步不离小镇#她
认识了小镇上的很多人! 小教堂的牧师'送
牛奶的工人'职业经纪人!还有同幢公寓的
邻居文森特!那个貌似腼腆的德国青年# 每
天早晨!那个德国青年从舒兰的窗前经过去
上班!而舒兰还没有起床!透过百叶窗缝隙
看到他匆忙赶往小镇火车站的身影!舒兰就
知道这时一定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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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宾夕法尼亚读硕士时! 有一次上课!

一位白人教授向舒兰提问!让舒兰介绍家庭
成员以及她本人的宗教信仰# 舒兰告诉大
家!他们没有西方(有神论%意义上的宗教信
仰&教室里一片沉寂!教授费解地看着舒兰!

像目睹一个怪物一样& 舒兰感到一阵受伤!

她的诚实让她蒙受误解&为了抗议这位教授
的偏见! 舒兰向学校校长写了一封抗议信!

然后愤然退学&

当舒兰返回纽约决定重新选择一所大学
就读时! 她收到了原先那所大学校长的道歉
信!并告诉她!学校已对那位自以为是的教授
进行了严厉的警告& 舒兰拒绝了校长让她继
续就读并提供奖学金的邀请& 舒兰徜徉在纽
约的街头!呼吸着异国的空气!那时候!她泪
流满面& 她在纽约第五大道上茫然地漫步!委
屈地黯然落泪& 纽约的春天浪漫多姿!她想起
了北京的春天!还有她的故乡江南的春天& 她
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春天才真正属于自己&

她少年老成的民族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有
超验的上帝和神灵!她的民族相信(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她的民族一语道破
天机"既然宇宙浩如烟海!人如草狗!何必去追
究无法穷尽的真理! 又何苦与自己过不去!不
如安时处顺!与天合一!与道合一&既然天道与
人道合一!人就是靠得住的!仁与礼就在人的
良心深处&当普天下的人都还在茹毛饮血的童
年时代!她的民族已经是风雅而矜持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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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舒兰的父亲心脏病猝死!最挚
爱的亲人猝然离去& 母亲没有立刻告诉她!

觉得舒兰回来也无济于事!况且父亲病重时
她正赴中东考察! 夜以继日地准备学位论
文&直到一个多月后!她收到母亲的来信!那
天舒兰正在报告厅准备硕士论文答辩!答辩
中突然泣不成声!导师组的教授们面面相觑
不知所措!她强忍悲痛告诉老师实情& 老师
们为舒兰父亲的亡灵祈祷!并建议将论文答
辩改期!她含泪向老师鞠躬致谢&

舒兰想起父亲还没来得及和自己见上
一面就从人世间消失& 从小到大!除掉父亲
在浙江舟山渔场下放! 舒兰到北京读大学!

然后移居海外! 她和父亲真正朝夕相处的
时间还没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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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舒兰童年的时候!和
母亲到渔场看望在那里工作的父亲! 父亲
带舒兰坐船出海! 小船在汹涌的海浪中颠
簸!父亲抱紧舒兰!不让舒兰受到惊吓& 那
天!舒兰和父亲靠得很近!不停抚弄着他的
头发! 舒兰发现了一缕白发! 在海风中飘
动& 舒兰强忍住泪水! 想做一个坚强的孩
子& 她向父亲递上一个灿烂的笑容!想让父
亲宽心!可纵使笑容多么夸张!泪水还是止
不住潸然落下&

舒兰提前收拾好行李!在参加完学位授
予仪式的第三天就登上了去上海的航班&舒
兰要去看母亲!要去看父亲的墓地&

父亲的墓地在杭州西南的九溪!在浓密的
林海深处!舒兰在墓前坐了整整一天&山涧里流
水潺潺!在青石间回旋&舒兰被包围在一片湿润
的世界里!感觉到一种远离尘嚣的清凉&

三

舒兰继续回到纽约读书! 一直读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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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她想把母亲接到纽约来散心!多少年
来!舒兰没有机会陪伴亲人!总是沉湎于自己
的喜怒哀乐&可母亲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的
时候被拒签!理由是她在中国已经退休!并且
没有了老伴!这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家庭和工作
对她的约束力& 舒兰的旧脾气发作了!先写信
给驻华大使馆的签证处交涉!结果得到的答复
是一张冠冕堂皇的书面材料&舒兰又亲自去了
移民局!抗议她母亲遭受待遇的不公正& 一位
犹太裔官员告诉舒兰!签证官有权利执行美国
移民法的一切规定!这是不可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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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舒兰博士毕业!在纽约附近的一
所学院任教四年后!决定回国照顾年老孤独的
母亲!于是托老同学帮她在北京联系了一份工
作!去一所大学的外国语学院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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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离开美国前夕!舒兰和丈夫罗伯特办
理了离婚手续!他们一直没有孩子& 舒兰回到
中国!把母亲从浙江接到北京!开始了在北京
的新生活&这时候!距她从北京大学毕业!已经
(&

年!距她当年赴美也已整整
(3

年了&

在舒兰离去的
(&

年里! 永定河的流水
年复一年! 景山公园的松柏增添了新的年
轮!北大校园的石榴花花开花谢& 舒兰用敏
感的心灵承受着中国的变化! 多年漂泊海
外!舒兰与祖国的当下完全脱节了&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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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这个初春!在后海酒吧!

在寒冬已过但依然冰天雪地的日子!廷木与
!"

多年前在紫竹院公交站台昏厥的女学生
舒兰不期而遇&

舒兰告诉廷木!他们阔别
!"

多年!她离
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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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实自己毫无变化!依然是个
性情中人!时而执着!时而漫不经心&舒兰在
海外漂泊了很多年! 先是取得美国绿卡!然
后成为基督教徒! 可舒兰的习性全是东方
的!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比如爱吃粽子和莲
藕!比如寄情山水&

他们又折回后海!到另一家酒吧里聊到
深夜&廷木和舒兰在这一夜里避开了寒风和
暴雪!外面鹅毛大雪染白了夜幕!掩埋了城
市的道路和立交桥! 行人和车辆寸步难行&

舒兰回到这个国家!遇上廷木!向他倾诉绵
绵的忧伤!舒兰其实知道!廷木理解她心底
的世界!能帮她驱逐内心的无依无靠&

廷木和舒兰! 越过
!"

多年的时光在北
京重逢&

!"

多年间!两个个体天各一方!毫
不相干&那个春天的偶遇真的已经从他们的
记忆中完完全全地被抹去了吗)谁会记得那
个年代中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私人音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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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意气风发地走

进新世界$ 寻找居所&创

造价值&获得身份 $在融

入异地文化的过程中$他

们做出确定的选择$却并

不一定完全得到回应'作

者以文学化的记述方式$

书写脱离母语的孤岛人

生$铺陈出平凡但不平庸

的故事&普通却不失光芒

的人物$ 他们翻山越岭$

跨渡重洋$在孤独和隔阂

中$寻找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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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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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随笔集! 讲述了关于书

籍"阅读"出版以及出版人的种种

故事!既有随着泰坦尼克号沉没的

#鲁拜集$一书的奇幻经历!也有对

于宋木文%王云五等出版前辈的敬

仰和追思!对于因出版而结缘的友

人的深情!更有对当下阅读和文化

的关切和思考&作者以细腻晓畅的

笔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关于书与

人的书香画卷和一位资深出版人

的社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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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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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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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伦敦!约翰'威廉姆斯

是天生的人民娱乐家!永远精力旺

盛!天生自带光芒& 他偶然发现另

一个男孩(((他的儿子!生活在一

个 )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那里黑

暗"孤独"充满折磨!男孩迷失在其

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约翰'威

廉姆斯决定与男孩开启两个人的

探险旅程&

"汪曾祺的味道)

王国平
!

著

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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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文学修养道行深厚 !

文字功夫炉火纯青& 全书共分五

辑! 对汪曾祺及其作品进行全方

位品读! 其间涉及汪曾祺的个性"

喜好"为人"文风等&作者的视角不

是忆述!也不是评论!而是穿珠子

一样!将汪曾祺先生文中的那些妙

趣和奇诡之处连缀起来! 把玩!解

读!欣赏!丰富了)汪研*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