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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稼句 !是
在念高中那会儿 !

在天津的"散文#杂
志上经常能看见他
的文章!文字清雅!

字里行间氤氲着江
南淡淡的水汽$

后来! 渐渐了
解到! 王稼句先生
在苏州乃至全国的
文化人心中很有分
量$他读的书多!写
的书也多$这些书!

有思想!有个性!文
脉溯源!字句干练$

早年!他写文章!有
意 追 求 文 字 的
%涩&! 是朝着知堂
一路发展的$ 知堂
的文章!看似平淡!

实则底蕴深厚$ 这
种写作方法! 虽说
使得文章 %耐读 &

了! 但毕竟对普通
读者而言!有了%阅
读障碍&!不利于文
章文化的普及 !得
到了陆文夫先生的
好意提醒'%你不要
引经据典! 文字太
老气!你正年轻!这样不好!如果非要用
那些材料!应该化出来$ &或许是陆文夫
先生的提醒起了作用! 王稼句后来的文
章越写越好!不仅行文从容舒缓!考证博
洽细密!而且才气内敛!文字简静!深得
书爱者好评$我曾在网上淘得他的(看书
琐记#!所收作品!旨趣和文风与早期明
显不同了$

王稼句先生不单写书话!还写地方
文史 )风物民俗 )工艺文玩 )草木虫鱼 $

最近买到了他的文化随笔集 (夜航船
上#$ 书很薄!只有百十来页!但所收文
章内容驳杂 !言之有理有据 !见人见物
见思想!语言清丽!耐人品味$ 他往往从
一本书)一位文化名人切入到对中华传
统文化及历史宏观背景的叙述上!作者
娓娓道来! 使读者在读美文的同时!穿
越到物欲烟火的人世间!细细体味文化
的无穷魅力$

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篇! 有写鲁迅
的中文藏书的!也有写鲁迅的(点石斋画
报#的*有关注王世襄和鸽哨之美的!也
有抒写对毛边书深情款款的喜爱之情
的*有对张兆和)周黎庵)叶圣陶等文化
人人生片段的描摹! 也有对书妆) 毛边
书)旧书坊)木雕等传统文化的探求和追
索$对当今的书妆!他借写钟叔河当年编
的(知堂谈吃#!痛斥当今书籍装帧贪大
求厚!不下功夫!做出的书!雷同化)脸谱
化!千书一面$而钟叔河编的(知堂谈吃#

不仅在封面设计) 书页布局上下足了功
夫!而且在内容的编辑上下足了力气!不
仅仅在%谈吃&!还有%谈吃&文字之外的
东西! 由此更能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宏富魅力$ 如此由此及彼!宕开一笔!写
出来的文章!不仅有味!而且引人深思$

王稼句先生的文章之所以引得天下
爱书人喜爱!不仅仅在于他读的书多!还
在于他那一份对文化的痴迷和情怀$ 读
王稼句先生的书! 时时要提防的是我们
平日读书可不能囫囵吞枣! 甚至一知半
解!必须把书读通读透$ 他的闲读杂写!

看似简易!实则并不简单!这内里蕴藏着
他的才)情)学)识!是他人生阅历经验与
精神追求的完美结合!闲闲地看去!闲闲
地写着!他到底是文而化之!化出了好境
界!这是王稼句先生之幸!是天下爱书人
之幸$

!"夜航船上 #王稼句 !著 $百花文艺
出版社 "#$% 年 % 月版%

时空变化的万花筒
林颐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

日下午六点三十分"亚历山大#

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被送出

克里姆林宫的大门$ %因为&它

现在在哪儿' (一诗中!沾染%的

!所属的阶级的腐朽%" 以及他

拒不认错的态度" 法庭判决罗

斯托夫终身监禁$ 由于身份高

贵和公众影响力" 他将不被投

入监狱" 而是在他正旅居的莫

斯科大都会酒店度过一生 "他

将由原先的豪华套房移居一处

寒酸陋室"并在此地悔改$

这是美国小说家埃默#托

尔斯 &莫斯科绅士( 的前情提

要$ 有没有联想到&布达佩斯大

饭店(' 礼宾员古斯塔夫目睹并

经历了饭店里上演的各类沉浮

人生和欧洲半个世纪的大动

荡$ 大酒店是衣香鬓影)觥筹交

错之地"人员复杂"来去无踪"

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可言说的事

情$ 罗斯托夫伯爵被拘于大都

会酒店" 意味着他被迫脱离了

俄罗斯的主流社会" 成为边缘

人" 然而大饭店的特质必定会

让命运的牵系使他成为一个特

别的见证者$

&莫斯科绅士( 有处情节"

发生在一九三〇年$ 也就是说"

罗斯托夫已被关押八年$ 那是

个清晨" 小说细致地描述他如

何煮咖啡" 如何做运动" 削苹

果" 吃饼干$ 整部小说有不少

!物 %的描写 "笔调徐缓 "有点

!普鲁斯特%$ 随后他收到了门

缝里塞进来的一封信" 世外桃

源式的生活场景突然转换成了

对当时的 !新经济政策% 的描

述$ 归纳为*!莫斯科就像一只

万花筒$ %这段话明显移植于布

尔加科夫那部再现二十世纪二

三十年代苏联的散文集+++

&莫斯科+++时空变化的万花

筒($ 作者接着说*!大都会酒店

也一样$ %的确如此$

与罗斯托夫有相似遭际的

小说人物" 还有茨威格撰写的

&象棋的故事( 里的琴多维奇$

罗斯托夫可以在酒店范围内自

由活动"与其他人随意交谈"保

持翩翩风度" 而琴多维奇就没

有那么幸运了" 他被关押在大

旅馆的单间里" 长期的封闭隔

离"让时间陷入虚无"让他近乎

疯狂"有赖于偶得的一册棋谱"

勉强阻遏了精神的崩溃$

茨威格借琴多维奇之口控

诉暴行"&莫斯科绅士( 虽然也反

对专制"但两者的情感力度相差

很大$ 作者没有集中全力于小说

的政治意义"而是渲染黄昏徐徐

降临的氛围"与罗斯托夫的绅士

品格相贴合的气质"缓慢推动故

事的进展$ 以一处特殊的场域限

制人身自由"借他之眼窥察纷杂

的社会面貌"或者激发某种潜能"

这样的创作手法"除了经常使用

大饭店做舞台背景"还有其他的

一些场所$ 就格调而言"&莫斯科

绅士(在气质上更接近亚历山德

罗#巴里科的&海上钢琴师($

!#()*%终生没有离开大船"

弹钢琴就是全部人生意义"是他

的主动选择$ 可是"罗斯托夫不

一样"他明确意识到"!存在于他

人的统治)威权和意志之下的房

间看上去一定比它本身更小"而

对一个秘密存在着的房间来说"

无论它的面积是多少"你把它想

象得有多大"它就能有多大%$因

此"他偷偷找到的!秘密基地%才

会让他如此快乐"他会情不自禁

地藏在衣帽间里去嗅闻客人大

衣上残留的外界气息$ 养女索菲

娅意外受伤"这起事故彻底让他

明白自由无法掌控在自己手里的

可悲$放弃贵族式的懒散怠惰"人

生需要开启新篇章$ 好莱坞经典

的!逃狱%情节掀起高潮"如何凭

借高智商"运筹帷幄"成功逃出$

三十二年之后"罗斯托夫从大都

会酒店走了出去$

小说还多处提到蒙田$ 有何

用意'蒙田饱受疾病折磨"但他说

过"!病痛愈是逼得我走投无路"

死亡愈是令我镇定%"要!直面死

亡"向死而生%$ 可否理解为"蒙

田身处!牢囚%"而心不为形役"

进入了新的疆域与境界$这样一

想"蒙田的象征就很明显了$

!&莫斯科绅士#&美'埃默'
托尔斯!著$马韧!译$湖南文艺
出版社 "($) 年 * 月版%

一本四顶帽子打头的诗集
马号街

黄梵在诗界早已享有声

誉"但千真万确"这是他在大陆

正式出版的首部诗集$

集子收入作者自选诗作

#&+首$ 其中"#&,首作于 !***

年以后"仅有 ,首作于之前$ 从

这种比例失衡中" 我们可以看

出诗人对诗歌生涯的分期总

结$ 整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似

乎完全被他视作诗歌的研习$

他用极有限的几首作品" 作为

对漫长学徒期的纪念$ !*** 年

以后"他才迎来成熟与收割$

其中有&词汇表(这样的特

异之笔$ 它可以说是一部微型

的词典$ 黄梵从万千词汇中择

出 -. 个"并用简短的一句话加

以解释$ 每一句释义充满意味"

由此成为箴言$ &词汇表(就是

#.条箴言$它们排列在一起"你

不能说每条箴言之间有确定不

移的联系" 但也不能说没有联

系$ 它们是若即若离)似有似无

的" 却微妙地构建了一种整体

的氛围$ 从!有关于这个世界的

所有说法%的!云%始"经由种种

说法后以!云%终"全诗构成回

环$ 此诗既有明显的游戏性"又

散发着美妙的智慧$ 如果说小

说领域有韩少功的 &马桥词

典("新诗中则有黄梵的 &词汇

表($ 黄梵诗歌往往有着比较严

密的逻辑层次"而&词汇表(各

行间迷人的若即若离感" 使得

它从诗人的一般风格中超拔而

出"具有仅此一次的特点$

也有&中年(这样的自我命

名之笔$ 这首完成于 .#岁的作

品"是黄梵诗歌公开的秘密$ 他

的诗歌可以称为 !中年写作%$

一方面" 与很多人将中年视为

堕落不同" 黄梵有一种对中年

的理解和认同$ 黄梵视青春为

真切)为热烈"所以才有!青春

是被仇恨啃过的" 布满牙印的

骨头/是向荒唐退去的" 一团热

烈的蒸汽%$ 但他并不由对青春

的肯定转而对中年的否定"而

是顺应自然的代谢转换" 自适

于中年应有的节奏$ 它是平和

的)包容的)收敛的"所谓!走过

的城市" 也可以在心里统统夷

平了%"所谓!即使有一条大河

在我的身体里/它也一声不响%"

所谓 !年轻时喜欢说月亮是一

把镰刀/而现在" 它是好脾气的

宝石/面对任何人的询问" 它只

闪闪发光%$ !镰刀%是有锯齿利

刃的"要见血的"轻易可以割断

对象" 稍不慎也同样不会放过

主体$ !宝石%却是温润的)圆滑

的"既不伤害其他"也不波及主

体$ !镰刀%的锋刃发出的是寒

光"!宝石%的光辉却是柔和的$

黄梵的中年写作"就是由对!镰

刀%的认同转向对!宝石%的认

同$ 另一方面"黄梵也与不少同

样认同中年的诗人不同$ 另一

种中年写作"是知识展示性的"

在诗歌中偏好置入古今中西大

量的知识$ 黄梵却回避这样做$

他走的是相反之途$ 那种以知

识博杂去面对这个日趋博杂世

界的写作"有种汉大赋的特征"

要通过体量的扩展追逐无边的

世界"而黄梵是陶渊明式的"不

是以体量之宏大把握世界"而

是从简单的方式出发$ 在此"夸

耀知识让位于转识成智$

也有&拆迁(这样的为时代

立传之笔"&繁体与简体( 这样

的文化反思之笔"&笔( 这样的

文人自省之笔,,此外" 黄梵

近年致力创作的!物语的世界%

-或曰!万物志%."代表着诗人的

哲学" 应该引起读者的格外注

意$ 在&月亮已失眠(中"诗人也

以栏目的形式将之放在首要位

置$ 和一次性)偶发的&词汇表(

不同"它是系列的)必然的"具

有包容性)延展性$

整体说来" 黄梵有一种对

切近物) 切近事) 切近人的关

注$ 不少诗人过于关注遥远的

世界"反而不愿睁眼面对眼前)

无力处理周边$ 诗歌远在天边"

近处永远无诗$ 而黄梵却保持

着对身边的敏锐" 有一种对周

遭的强悍吸纳力$ 他的 !万物

志%也是从周遭出"或为动植物"

或为生活器具" 甚至也包括人

物$ 黄梵是生活的)人间的"而

非高蹈的)不食烟火的$

集末附有&新诗 '*条($ 这

是黄梵的诗歌思想" 为他所珍

视" 也是我们了解其诗的一条

秘径$

在诗歌印量很小的当下 "

任何一本诗集都应具收藏价

值"否则不如不印$ 毕竟通过网

络我们可以便捷地阅读" 又何

必非得拥有一本书呢' 它反而

可能是资源的浪费" 占用了空

间"增加了搬运负担$ 而&月亮

已失眠(恰好具有收藏价值"无

论纸张"还是排版"都很不错 $

而且"刘畅摄影的&黄梵像("曾

红)陈雨各自图绘的&黄梵像("

也为此书增色$ 三件作品可以

从他途帮助我们感受作者的气

质$ 三幅图像中"黄梵无不戴着

帽子" 这是诗人通常呈现的形

象$ 就像顾城的帽子是顾城精

神的外化" 黄梵的帽子亦然 $

&月亮已失眠(开篇第一首即是

&帽子("大概并非凑巧$ 这算是

一本四顶帽子打头的诗集$

!"月亮已失眠(黄梵+著$江
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年 ,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