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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无闲书 ，

人闲书自冷。 这是
储劲松说的。说“世
上无闲书” 的储劲
松写了一本 《雪夜
闲书》，书中涉及他
常翻的《史记》等史
籍及历代笔记等近
百种， 如果将这些
书一一列出， 将是
一个非常不错的阅
读指南。 这个指南
的涵盖范围， 用作
者自己的话说 ，就
是近年醉心于野
史，兼及媚狐恶鬼、

正神散仙、 木魅花
妖、 魑魅魍魉一类
历代笔记。

前人雪夜闭门
读禁书， 而今储劲
松雪夜闭门读闲
书，都是不亦快哉。

储劲松生活在大别山，有雪之夜不多，但
宅内多的是“闲书”。恰巧，作者生活之地
出产名茶翠兰，有雪无雪的夜晚，他多半
是在一杯清茶、几支香烟、三五闲书中度
过的，日复一日地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
一年。 仅《明史》，就耗去了他几年岁月。

几年时光，不长也不短，在另外一篇文章
中，曾见作者有自白：十余年来，所读无
非先秦以降至明清的先贤著作， 尤其钟
爱繁体竖排的书，执卷在手，古风古貌扑
人眼帘，畅人怀抱。

古风古貌是多与孤寂相伴的。 耐得
住孤寂的储劲松沉浸在古籍史册中，时
有所得而欣然提笔， 却常常自谦是：“偶
尔勤勉，如蠱鱼啃食钻营于古书中，得一
二识见即欣然记录于书的天头、地脚，如
鼠积粮、雀衔枝、蚌生珠”。 看了作者此
言，再看《雪夜闲书》诸篇也就不奇怪为
什么书中的篇章短则数百字， 长也只有
二三千字。 然而，这些从天头、地脚整理
而成的短文，识见何止“一二”。收在书中
的文章，被分为了五辑，其中“闲书散叶”

“怪力乱神” 是读历代野史、 笔记所得，

“百二秦关”一辑收入的是读《汉书》等汉
史的札记，“江山劫数” 大约都是记录在
《明史》 一书天头地脚的文字，“清宫漫
谈”顾名思义是与读《清史稿》等清史著
作有关。看这些文章时，我仿佛是在看张
中行，看孙犁，看谷林，莫非是因为在此
前一直徜徉于他们的著作有关？

读史读多了，难免会生出许多感慨，

储劲松也 “未能免俗”：“故纸如枯骨，史
册不堪读。”“安静的史书，是死魂灵的墓
地。”“史书如古墓，读史如探宝。”……诸
如此类，可以罗列很多。 感慨虽多，看着
却不觉得矫情， 这也得益于作者览史阅
古为文的态度：于探究真相之余，得偷窥
之乐，二者兼美，蛮有滋味。 作者看的是
有滋味的“闲书”，“闲书”在作者看来也
是有滋有味的。

通览《雪夜闲书》后，我又回头把“闲
书散叶”“怪力乱神” 两辑中的文章再细
读了一遍。 作者有一本《书鱼记：漫谈中
国志怪小说·野史及其他》， 这本书我未
拜读过。但在看《雪夜闲书》时，常感觉其
中篇章是在做《书鱼记》学问时所记下的
闲笔。正是这样的“闲笔”，最见作者性情
和笔下功夫。在《差异》中，他比较同为张
潮的 《幽梦影 》和 《虞初新志 》，“风度格
调、识见胸次差异如此之大”，寥寥二三
百字，识见就全出来了，藏都藏不住。 他
读《博物志》之类的书，有“每一集、每一
章乃至每一节， 莫不是上好的散文”之
叹， 而他心中上好的散文， 八个字可概
括：质木无文，字挟风霜。 能做到如此八
字的，肯定都是绝妙好辞。

（《雪夜闲书 》储劲松 /著 ，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3 月版）

“井”中人生 笔底波澜

周其伦

安徽作家洪放的长篇小说

《井中人》，以丁成龙、孟浩长以

及庐州城百花井周遭的百姓生

活为蓝本，塑造出一大群性情各

异、生活形态丰富多彩的人物形

象，把百花井地区半个多世纪以

来的人情练达和情感纠葛诉说

得活色生香，在这个纵横交错的

感人故事中，围绕着百花井所演

绎的世情嬗变，发散着人文色彩

醇厚的熠熠光辉。

洪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

始文学跋涉， 现已出版长篇小

说 12 部，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

小说、诗歌和散文。《井中人》是

他首次以庐州的百花老井为生

活原型架构的长篇小说， 百花

井边两代人在时代的变迁与变

革中的悲欢离合， 在作者笔下

顿生波澜。作品中，上世纪五十

年代初， 丁成龙从部队转业到

了庐州， 和孟浩长一家住在百

花井边上。 在这里， 他娶妻成

家，可就在孩子即将出生之时，

他被人诬陷,连夜逃离了庐州，

开始了漫长而毫无边际的流

亡， 最后在新疆戈壁小城昌吉

扎下了根。 孟浩长尽管一直就

住在百花井旁， 可是他的情感

心路同样有着催人泪下的一

面， 当他和高巧云的情感遭遇

到波折后， 便暗自发誓再也不

将自己情感示人，终生未婚。

丁成龙几十年的颠沛流离

生活， 个人情感也经历着岁月

蹉跎， 这些最后都得到了妻子

胡满香的宽谅， 退休后两人回

庐州百花井定居。 生活的溪流

如诉如泣， 短暂的人生转瞬即

逝， 丁成龙和孟浩长慨叹悠悠

人生的命运不可逆转， 与百花

井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李光雪

毅然决定回庐州创业报效祖

国， 萧条的百花井由此进入到

一个崭新的时代。

《井中人》依托着“井”底涟

漪诉说着各色人生的故事，真

实而又鲜活地记录着一个时代

在演进过程中，作为“井中人”

的每一个个体， 在这一恢弘激

荡的历史潮流面前的微小和无

助，挣扎也好无奈也罢。丁成龙

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他几十年

的生存体验，改变不了时代，唯

一能够改变的是他自己的生活

情态。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和过来人， 丁成龙都还没能在

时间的缝隙里梳理完自己情感

的羽毛， 便又被另一个步履匆

匆的新时代裹挟着向前迈进

了。 作者通过这样一种范围广

阔的文学意向的宣泄， 试图捕

捉我们内心那柔软的悸动，以

此来烛照着人物命运的多舛和

人性的良善和伟岸。

在庞大而漫长的故事架构

中， 作者很用心地把丁成龙的

逃亡经历作为纵向的轴线，而

把生活在百花井的孟浩长、陈

健康、 耿丽萍等诸多人的日子

作为整个故事的横向支撑节

点。 丁长龙的流浪链接起了百

花井与河南三门峡、 与新疆伊

犁、昌吉的人际关联，同时也极

大地拓宽了整个故事的叙述维

度和作者艺术地呈现一个时代

沿革的宽度。 正是这样一个关

乎时代大局， 关乎个体命运的

厚重话题，这才使得我们对《井

中人》的阅读变得更为恣肆。

洪放的小说写作有一个很

大的特点，那就是他非常在意

在故事架构和语言特征上选

择那些和人们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的语境去延展自己的艺

术追求。 从这些年我能够阅读

到的他的作品去考校，不难发

现一个很让人欣慰的现象，那

就是真诚和朴实。 作者的写作

态度很真诚， 而进入他作品的

人物和事件又非常朴实， 读他

的作品， 就像是反观我们自己

的生活情态， 拿捏我们自己的

庸常幽微， 这是我特别看好的

一种很亲和、 很接地气的创作

姿态。

（《井中人》洪放/著，三辰影
库音像出版社 2018年 6月版）

传记中的多面聂鲁达
林颐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

罗·聂鲁达写过一部自传———

《我坦言， 我曾历尽沧桑》。 聂

鲁达自叙，“这部回忆录是不连

贯的，有时甚至有所遗忘”，“里

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代的烈火

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作品

洋溢朦胧诗意，仿佛罗兰·巴特

描摹的秋天写作状态， 写作者

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

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

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

的个人神话之间、 在词与物的

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

为之间转换不已。

《我坦言， 我曾历尽沧桑》

是一部很出色的文学传记，但

是，这部回忆录里那些“不连贯

的”大片空白，“甚至有所遗忘”

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

巴勃罗·聂鲁达在我国具

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这种知名

度牵连的符号意义， 直接与聂

鲁达的另一种身份， 即智利共

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他的一生

与多个 20 世纪盛行的政治词

汇相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 聂鲁达曾经两次应邀访

华， 这种经历加深了我们对他

的接受与印象。 《我坦言，我曾

历尽沧桑》 强调他在政治事件

里的作为， 除了年少时光的青

春萌动，几乎闭口不谈婚恋，着

力打造他伟岸的公众形象。 然

而，每个人大概都有双重性。那

么，公众视线之外的聂鲁达，到

底是怎样的？ 私生活对他的创

作，对他的政治理念有无影响？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于是有了这部亚当·费恩

斯坦的 《聂鲁达传： 生命的热

情》。 这也是目前被认为“英语

界资料最翔实客观的聂鲁达传

记”。作品主要围绕聂鲁达与三

位妻子及众多情人的交往，突

进诗人的私密世界， 揭开传主

英雄事迹和高贵品质形成的背

后故事， 揭示聂鲁达的生死爱

欲与政治狂热之间的微妙关

系。 这部传记很好地填补了聂

鲁达自传里那些不连贯的、遗

忘的部分， 并且对自传惯有的

一些夸饰、 隐瞒与自我辩护进

行了论证与分析。

事涉名人隐秘， 写作必须

保持公允， 下作卑劣的猎奇向

是不可取的。 伍尔芙曾经强调

传记中的事实当如大理石般不

可动摇， 艺术性地写作当使传

记如彩虹般美丽夺目。 费恩斯

坦的这部传记，正是“大理石与

彩虹” 的组合。 在作者的观察

中，爱情带来的灵感纷呈，也许

贯穿了聂鲁达的一生。 聂鲁达

的早期情诗深受波德莱尔等法

国诗人的影响，有点颓废，但清

新明透。 年轻诗人的身后埋葬

着现代主义的灰烬， 热烈澎湃

的飓风般的一场场情感生活，

让他的想象力行进在一条浪漫

而又青春绝望的道路上。《二十

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 是脍

炙人口的永恒诗作。 情人如荧

光， 转瞬即逝， 一息存于纸缝

间。 最吸引聂鲁达的， 在他的

生命里烙下深重痕迹的那些女

性， 比如他的三位妻子有个共

同点， 性格都很强势， 却又包

容 、隐忍，以各自的方式宠他。

她们是他的妻子， 也是他的母

亲、保姆、助理、护士、导师和经

纪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昵称

“蚂蚁”的迪莉娅，比聂鲁达大

二十岁， 以丰厚资产解决了他

的财务窘况和后顾之忧， 以个

人魅力扩大了他的交际圈，以

经验和学识引领他成为共产主

义者。 她的被辜负，让人惋叹。

她的坚毅，让人感佩。

聂鲁达依恋她们， 爱过每

一个，也背叛了每一个。他不愿

在自传里谈及， 或许出于内心

有愧，或许是孩子气的逃避。费

恩斯坦挖掘聂鲁达性格里的天

真， 这种天真是唯我的、 自私

的、残忍的，面对糖果般的诱惑

毫无抵抗力。这种诱惑，还来自

拉美这块土地不断发酵的话语

氛围。 聂鲁达后期转向成为政

治诗人， 以诗歌来履行作为一

个战士的使命， 以流亡来对抗

美洲的右翼政权。在“斯大林神

话”破灭之后，聂鲁达意识到了

自己对斯大林的盲目信任和过

度抒情， 随之而来的是觉醒的

痛苦， 他反对对于卡斯特罗的

个人崇拜， 也表明了他在政治

态度上的成熟。 在《疑问之书》

这部晚年诗集中， 他以纯粹的

孩童语气追询天地万物， 探问

生而为人的意义，或许，在那一

刻，聂鲁达回到了生命的原点。

“聂鲁达发展起如此多的

生活面向和诗歌面向， 以至于

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情

况下都提供了一种信息。 他包

容了我们人类所有的好， 所有

的坏， 所有平庸和所有自相矛

盾。 ” 这部传记展示了这些所

有，展示了一个人、一种人生可

能的所有的面向。

（《聂鲁达传： 生命的热情》

[英]亚当·费恩斯坦/著，杨震/译，浙
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 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