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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乡愁
陈德民

有人说 ! 乡愁是一首歌 !

乡愁是一句诗!乡愁是我们满

目的沧桑!乡愁是无法忘却的

思念"

近读刘秀杰的新作 #古朴

的插花镇$! 一股浓浓淡淡的

乡愁! 像远方传来的击鼓声!

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那村庄里

古今流传的关于插花姑娘和

插花庙的故事!那渐行渐远却

记忆犹新的印记!仿佛已经融

进了当代插花镇人的血液中!

成了他们无时不在的呼吸&

插花镇古时候是一个名

不见经传的村落!东汉建武三

年刘秀起兵反莽!村里的一位

头上插着花朵的姑娘因解救

刘秀突围!被追兵杀害& 刘秀

夺取江山后 !知恩图报 !在插

花姑娘居住的村庄兴建了插

花庙& 让后人缅怀'祭祀插花

姑娘的勇敢正义与善良聪明"

无论社会如何演进 !那些

经久不衰的优秀传统文化!那

些古朴且厚重的乡村文明都

会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教会我们如何适应社会!如何

待人接物!如何立身正己" 从

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这

种古老文明的浸润下!在延绵

不绝的人类历史的征程中走

完自己的一生" 而在这个过程

当中!有人顺从!有人创新!也

有人叛逆!由此演绎了各自不

同的人生轨迹" 比如书中所描

述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王莽

弑君篡权 ' 插花姑娘临危救

人 '刘秀知恩图报 '黄巢滥杀

无辜'插花嫂播撒文明)*每

一个人物!都是社会的一个细

胞!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

期 ! 有的顺应历史潮流的发

展!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了

贡献+ 有的逆历史潮流而动!

最终身败名裂 ! 落下千古骂

名& 他们同样改变了当时的社

会!却因为人生信条与理念的

不同!结局却大相径庭& 这不

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在 ,古朴的插花镇 $这部

作品中!我们感受着岁月尘封

了战场上兵戈铁马的硝烟!却

带不走人们心中的感伤& 尽管

历史留给人们太多的痛楚!但

一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

的炎黄子孙!还是有许多挥不

去忘不掉的美好记忆!无论是

唐诗宋词元曲!还是明清小说

民国散文!在展现战争带给人

们创伤的同时 !也有 -能不忆

江南 .的低吟浅唱 +甚或登高

望远'/把酒祝东风.的慷慨激

越& 从而凝成了人们对生于斯

长于斯的那片土地'那个故乡

的万千情结 & 这解不开的乡

愁!是刻在我们心头的一道深

深的印记!永远挥之不去&

!"古朴的插花镇#刘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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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真正的祖国!是母语
朱燕玲

夏商被评论界和媒体称为
!后先锋作家 "# 意即略晚于余
华 $苏童 $格非等先锋派作家后
起来的一代% 有时#他也被认为
是海派叙事的代表作家 #但 !不
同于施蛰存的传统#有异于张爱
玲的模式#笔下的故事奇谲而带
有精神分析色彩"% !葛红兵语"

作品之外# 夏商言辞直率#

有些不驯#难以与外界印象中的
!上海男人"画上等号%他说&!严
肃文学式微#身边很多朋友渐渐
不写了% 我始终未辍笔#虽杂事
干扰#进展很慢#依然在写%对我
来说# 写作早已不是功名之事#

而是生命状态%''我心中真正
的祖国#是母语% "

!我心中真正的祖国# 是母
语% "我看到这句话时#心中顿生
感动%

!""(

年第一期 # 夏商的长
篇小说 (全景图 )在 (花城 )杂志
发表#同年由花城出版社出单行
本#易名为(裸露的亡灵)% 两个
版本都是我责编% 奇怪的是#我
的记忆总定格在 (全景图 )这个
标题上#也许是先入为主% 亡灵
居住在活人耳朵里这个细节#给
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十六七年
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初读时的心
动和兴奋***这些优雅无比的
亡灵#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不

仅可以在阴阳两界自由飞翔#还
栖居于生者幽暗的耳蜗里#洞察
人世的一切秘密***多妙+引人
无限联想%作者也借此得到了最
大的自由#跟随亡灵获得了超越
生死$ 俯瞰人间的全能视角#取
名!全景图"或许就是此意吧%

到做单行本时#书是夏商亲
自设计的#长期从事平面设计的
夏商#对时尚和潮流有自己独到
的眼光% 同时出版的#还有另一
部小说(标本师之恋),后来推倒
重写为 (标本师 )-#它们像是一
对姊妹书 &薄薄的 $素雅的小开
本 #白色特种纸封面 #有一幅线
描手绘图%它们与当时粗犷的大
开本潮流逆向而动#显得玲珑而
别致% 十多年来#它们一直立在
我的书柜中#每当找书时和它们
不期重逢# 我还会随手翻翻#雅
致舒服 # 至今毫无陈旧土气之
感#很是难得%

当然 #夏商的设计 #不仅体
现其本人的趣味#更重要的是与

小说的唯美基调吻合%

(裸露的亡灵)是个!阴阳相
间#人鬼共存"的故事#同时披着
悬疑的外衣#核心却是生死这个
形而上的古老话题%对死亡的迷
惑# 对通向死亡之路的探究#对
爱和生的追问#复杂而庞大的构
架 #以凄美的亡灵贯穿 #形成一
股氤氲之气#遮蔽了死亡的恐怖
阴影#使小说基调明丽% 夏商似
乎找到了答案&对死亡的恐惧源
于孤独% 因为!如果所有的人一
起死亡# 那么死就不可怕了#或
者恐惧的程度就削弱很多"% 这
想法还真新鲜%

虽然夏商自言对这个完成
于而立之年的长篇敝帚自珍#又
说他采用一些技巧#使其具有形
式感#为的是藏拙% 但现在回过
头来看 # 夏商对自己的创作布
局#应是早有些安排% 几年前四
十多万字的长篇 (东岸纪事)的
出版#证明他已跨越了早年这种
!藏拙"阶段#对用现实主义手法

写一部史诗已经成竹在胸%

历经时代急速蜕变# 物是人
非#对当年谈论的一些观点#夏商
已不再坚持# 唯一坚持的是坚持
写%从当年面对格子稿纸#到如今
面对屏幕#他独自耕作#在寂静的
幸福中窃喜#忘记了时光%

!&裸露的亡灵 #!精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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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浪中的小先生
赵荔红

庞余亮这本(顽童驯师记)#我从晚上八
点#读到夜里二点#一口气读完了% 蝉噪听
不见了 #锦溪的莲花 #夜间也会闭合起来 #

次日吃了露水#映照着阳光#就又开了% 排
天际的黑色高楼#灯光或灭或明#好像老婆
婆缺了牙的嘴% 在这样高楼林立的上海之
夜#想象一个乡村小先生和他的孩子们#想
象他站立在金黄稻浪间#孩子们穿过稻浪#

风一般吹过. 想象他在那个贫瘠的乡村小
学 #度过的清寂 $苦闷 #却又富裕的每一个
日子 #如闹钟中啄米的公鸡 #数点着米粒 #

如回荡在泥土操场$ 低矮教室的当当钟声
''宛如幻觉%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讲了一个怀才不
遇的音乐老师马修 #将一群 !坏孩子 "组成
合唱团#教他们唱自己创作的歌#天籁般的
歌声在逼仄的教室$封闭的校园中回荡#温
暖#而又忧伤% !坏孩子们"在歌唱中成长#

其中的一个# 成为伟大的指挥家% 那个学
校#凝结了马修多少记忆与孤寂啊#更多的
是爱% 庞余亮的爱# 也留在了那个乡村小
学% 那个十八岁近视眼的一米六二的小先
生 #从第一次到来 #直到离开 #他是磕磕碰
碰地和孩子们一起成长的% 这本书#与其说
是献给孩子们的礼物# 毋宁是他自己的生
命印记%

口吃的孩子#玩蚂蚁的孩子#跳橡皮筋
的孩子# 拐脚的孩子最佩服骑自行车的孩
子 #偷偷打钟的孩子 #怕被发现赶紧溜走 #

像一只从夏日草丛中蹿出来的兔子# 文雅
的孩子身上藏一条青蛇来上学# 像无名花
一般在乡下自生自灭的天才们''那些男
孩 #庞余亮叫他们麦子 .那些女孩 #害羞红
脸的#背着弟弟到教室里的女孩#辍学了如
野兔般躲进草丛不敢见先生的女孩# 庞余
亮叫她们油菜 #或 !乡村百合 "% 他看着他
们#记下他们日常生活的点滴琐碎#用怎样
一种满含爱与同情的眼睛/ 他是小先生#是
旁观者#是他们中的一个#他偷偷蹲在玩弹

子球的孩子背后#嘿嘿嘿地笑#把孩子们吓
了一跳%

贫瘠静寂的校园#又是如此富裕而充满
生气的% 除了那些皮野孩子#有点呆气的老
顽童校长# 落魄的孔乙己般的穷酸书生#搬
来三千斤冬瓜抵充学费的家长# 一手拿镰
刀$一手执粉笔的民办教师#趴在教室窗口
喊!毛头毛头"的爷爷#抱着被拔光毛做毽子
的公鸡来告状的村妇''庞余亮以白描笔
触#幽默地呈现一个生趣盎然的世界% 学校
里还有一些不速之客&英语课堂一只旁听的
!嘎哦"呼应的鹅.一只浑身是泥的猪站在教
室门口#不时发出!哼"声表示不屑或不满.

校长追着的一只鸡漫天飞#飞到了屋顶下不
来.癞蛤蟆好似受歧视的借读生有种破罐破
摔的味道.喜鹊$鹧鸪$灰鹤或丹顶鹤#还有
一只猴面鹰#它们飞过学校上空#在窗外叽
叽喳喳地评点#而!麻雀们总令我们的目光
有点儿湿润" ''我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

想起里尔克的话&!没有一种体验是过于渺
小的#就是很小的事件的开展都像是一个大
的命运#并且这命运本身像是一块奇异的广
大的织物#每条线都被一只温柔的手引来% "

假如你抱怨生活过于贫瘠#那是因为你的心
不够敏感#不够真诚#那是你对渺小之物不
够充满爱#对创造者而言#没有贫瘠不关痛
痒的地方% 庞余亮就是像蜜蜂酿蜜般#从最
渺小的开始# 从万物中采撷最甜美的资料#

试着创造出我们的神%

雨后的校园弥漫着青草涩味#苦楝花晚
饭花的香气#新稻成熟的芳香#春天的榆钱
荚纷纷落下来% 这些文字如此诗性% 也许有
人会说# 庞余亮忽略了乡村小学贫瘠黑暗
的现状# 书中展示的田园诗般情景早已不
存在了% 是的#回忆总是温暖而诗性的#似
乎因此遮蔽了许多残忍% 我始终以为#展现
残忍是一种现实主义 #呈现美 $人情 $温暖
也同样是现实#甚或更重要#那代表着我们
对美善的追寻与持守%

我喜欢读庞余亮这样的文字#夜访学生
回校 &!怀着一颗喜悦的心在田埂上走着 #

身边有蛙鸣 #有油蛉子的叫 #有蛇的声音 #

有逛来逛去的萤火虫#月华如水#我不时仰
头看月#月亮素面朝向人间#这是一位未语
先笑的佳人啊+ "在教室里#!细声细语的学
生们在晃动着小小的头颅# 多像是一群细
声细语的稻子#我的目光像一阵风#风掠过
稻子#稻子们立即安静下来"%

前年某夜#推开台北一家旧书店#一曲
温暖$天籁般的童声合唱涌进怀里#我的疲
惫的眼角瞬间潮湿了# 正是 (放牛班的春
天)中的童声合唱(纸飞机)% 今夜#读庞余
亮这本写给孩子的$ 又不仅仅是写给孩子
的书时#读到他的(纸飞机)一节#我的眼睛
也同样起了雾气#而黑夜的窗外#是个钢筋
水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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