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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谓 荼 苦 ？

苦中有甘 ， 有无
穷的回味 。 记得
知堂翁说过 ：“苦
茶并不是好吃 ，

平常的茶小孩也
要 到 十 几 岁 才
肯喝 ，咽一口酽
茶觉得爽快 ，这
是 大 人 的 可 怜
处 。 ”或者他这是
对苦乐人生的一
种体会 ， 却也说
不得呢。

有 一 本 书 ，

喜欢吃茶的人 ，

即 使 没 认 真 读
过 ， 却也是知道
的 ， 它就是陆羽
著的 《茶经 》，虽
只有七千字 ，“包
括的茶的信息 ，

却是厚重的 ”，少
少许其实是胜多
多许的。所以，有闲空时，可以常读。当
然，时时就可以邂逅其中之妙，获得更
多意料之外的快乐。

这类古典书籍， 我是最排斥现代
文的翻译的， 因为很难传递出其间内
蕴之妙谛的。 因此， 当鱼丽女史把这
本她编译及著的《茶经》快递到我手里
时，我是不很看好的。

然而，原想翻阅而已，不料倒真的
读下去了。 实话实说， 对她翻译的文
字，我并没有更多的关注，我更喜欢读
她译文后面的那些摇曳多姿的点评的
文字。这才是她个人的风情郁郁，最见
得其好的文字。 或者，我想这些妙文，

才是她所喜欢写的心灵里的情愫。

鱼丽充满欣喜的笔， 灵动地传达
了她内心的微妙心情：从春到冬，每一
道茶， 会让人伴随有一些随心随喜的
琐忆， 那些浑厚的茶情， 正与山清水
秀、 绿肥红瘦的江南相配。 ———这是
多么充满着个人色彩和情绪的文字。

于是，她的点评所展现的，就正是如此
个性的随心所喜了。而这份随心所喜，

却就是让我心心相印的感动， 是令我
神往的美妙的境地。

这一篇篇的点评， 就是一篇篇别
致的散文。 是她在创作饱满的状态下
的一份对茶的憧憬， 是对茶韵茶香的
无限的向往。 此中，或者有思考，有解
读；或者有对生活的回忆，有对人生况
味的体验———总之， 是带着浓浓个性
化的文字。

人总有自己向往的境界。那么，鱼
丽所向往的境界是什么？她说，有一份
清茶可饮，一份清闲可得，便是福气。

这是家常的向往，却也最不容易得到。

鱼丽是亲近于茶的，她是安徽人，

桐城的文韵在她身上清晰如见， 是一
种如茶的芬芳。 她喜欢喝茶， 大概是
清而悠远的绿茶吧，更近于自然的茶，

风花雪月， 在品茶中慢慢体会。 难得
的，她喝茶不仅仅喝茶。更多的人喝茶
就只喝茶，也没有不好的。 但是，喝茶
而能懂得茶，对茶事之种种，有着更多
的了解，如鱼丽似的通人和妙人，就更
完美了。 因此，我对鱼丽就很敬佩。

对《茶经》的诠释，代不绝人。翻译
的方式，虽然不是我所喜欢和推崇的，

因为传译不过是不得已的学舌， 到底
是无奈之举，然而，这也可视为现代人
的一种诠释。由此可见，鱼丽孜孜不懈
的苦心。 何况，还不只是翻译，而是更
进一步的解说和心灵的抒写。

(?茶经：煎茶滋味长》[唐]陆羽/原
著，鱼丽/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8

年 6 月版）

取出折叠世界里的秘密

陈培浩

本雅明谈到短篇小说 ，有

一有趣观点，“现代人不能从事

无法缩减裁截的工作 ”，“事实

上， 现代人甚至把讲故事也成

功地裁剪微缩了。 ‘短篇小说’

的发展就是我们的明证”。 什么

叫缩减裁截呢？ 按照现实生活

的逻辑把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写

得一清二楚， 这种不加缩减裁

截的铺叙与现代文学几乎是不

兼容的。 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

文学备忘录》中也说，很快我就

发现沉重的生活材料跟我渴望

拥有的明快风格之间产生了巨

大的矛盾， 这使他转而去追求

一种轻逸的写法。 本雅明视现

代小说为讲故事传统的延续 ，

他并不鄙薄故事， 他鄙薄的仅

是消息———“消息的价值昙花

一现便荡然无存。 故事则不同。

故事不耗散自己， 故事保持并

凝聚其活力， 时过境迁仍能发

挥其潜力。 ”可是，故事毕竟面

对的是口传的传统世界， 当面

对印刷的现代世界时， 小说在

叙述上必然要做出调整。 面对

世界，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方

法， 这一次， 陈崇正使用的是

“折叠术”。

陈崇正是一个擅于但不满

足于讲故事的小说家。 他希望

把忧郁 、思虑 、预言等藏在故

事背后 ，也希望锻造一些独特

的文学武器去戳穿世界的秘

密 。 比如 ，他创造了 “分身术 ”

来思考时间 ，发明了 “香蕉林

密室 ”“美人城 ”等意象来思考

空间 ，而现在则用 “折叠术 ”来

靠近世相。 《折叠术》是小说集

中的一篇 ，却提供了一个很有

意味的名字 。 在我看来 ， “折

叠 ” 至少包含了三方面的含

意 ：首先 ，折叠指向社会层面 ，

指向了一个分层化、 相互隔膜

的社会阶层。

“折叠”还指向一种不同空

间相互重叠的媒介生存。 在媒

体不发达的传统社会， 人主要

生活在现实世界这一层面。 在

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代， 人们不

但活在自己的生活中， 也不断

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旁观或介

入别人的生活。 此时，生活现实

和虚拟现实孰轻孰重越来越难

以说清。 在自媒体到来的今天，

我们所处的某一刻， 可能同时

被来自不同空间的媒体时间所

占据。 这是今天正在影响着每

个人生活的媒体 “折叠”。 《虚

度》 思考的便是这种 “媒体折

叠 ”的当代现实 ：小说中 ，绝大

部分人都接受了切断真实耳朵

而安装上手机耳朵， 只有神偷

徐灿拒绝并躲进女厕所， 这成

了媒体大加追踪， 众人热闹围

观的自媒体事件。 折叠是我们

存在的一部分， 在各种各样匪

夷所思的折叠术中， 我们将被

塑造成何种模样？ 比如手机耳

朵显然就是科技加之于主体的

折叠 ，而同时 ，体制 、媒体 、他

者， 哪一个不在企图折叠并形

塑主体呢？ 人们终究无法把自

己完全从现实折叠进虚拟世界

中。 陈崇正始终是饱含着对现

实的忧思和对受苦生命的同情

来写作的。

《折叠术 》中 ，折叠更是作

为一种“写作”存在的。 短篇小

说最大的限制来自篇幅空间 ，

所以短篇往往被压缩为一个

“切面”； 问题于是成了如何把

不同的生命故事和同一生命的

不同阶段、 侧面折叠进短篇的

“切面”中。 这方面，陈崇正可谓

大展身手。 譬如《念彼观音力》

中通过一次意外的 “同车”（艺

术切面）把崔浩、曲曼的精神苦

闷甚至命运跌宕都折叠进去 。

而《虚度》通过一次微博直播事

件，折叠进去的元素就更多了，

这里有传统媒体式微、 造假和

新媒体制造的群众狂欢， 更有

对高科技以美丽的诱饵把人挟

持至单向度之境的未来困惑

……果然，《折叠术》 十二个故

事，十二支孤独之歌，全是人性

幽微荒诞的回响。

世界越来越喧嚣， 但小说

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 陈崇

正的《折叠书》以一种小说的折

叠智慧取出了隐藏在世界褶皱

处的秘密， 可谓用折叠术显影

了折叠的世界。

（《折叠术》陈崇正/著，安徽
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7 月版）

用文学召唤人生最美时刻

李灿

可能很多读者对曹元勇这个名字感到

陌生， 正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出版人在许多

作家背后默默无闻、孜孜不倦地工作，将草

婴译《托尔斯泰全集》、“莫言作品全编”、格

非“江南三部曲”等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呈现

在了读者面前。 2012 年，莫言荣获诺贝尔

文学奖，在瑞典的领奖台上，当无数目光聚

焦于莫言身上的时刻， 或许没有人注意到

台下这位出版人专注的眼神。在《美人鱼的

眼神》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安宁之国的文

化盛典》里，作者细致地回顾了自己的斯德

哥尔摩之旅，这篇文章最令人感怀之处，不

只是因为这是诺奖的颁奖典礼， 也并非仅

仅因为主角是莫言，而是因为作者见证的，

是在那一方演讲台上， 许多伟大灵魂的相

遇。

《美人鱼的眼神》汇编了作者从初识文

学、踏入文学王国，到在出版、翻译工作中

坚守数十年的文学随笔， 从里尔克到莎士

比亚、帕维奇、布尔加科夫再到杜伦·马特

……无论从哪一篇读起， 无论是否熟悉作

者笔下的作品， 都会很轻松地被带进文字

之中， 被带入作者所描述的那个小说的世

界。我常常惊奇于这样一种文字功力，如果

说那些文学天才灵光乍现的神来之笔令人

惊叹， 作者这样平实深厚的文笔更像是一

种饱含温度的陪伴， 这是文学之丰富性的

另一种迷人之处。

这部随笔集虽说是文学评论， 但更像

是一位文学旅人的絮语，有在路上的旅行：

访问布尔加科夫墓、托尔斯泰火车站、哥本

哈根“海的女儿”雕像；也有人生旅途上的

遭逢：在深夜列车上阅读帕维奇，接待奈保

尔， 与莫言作品十多年的渊源……其中令

我印象最深的，正是《美人鱼的眼神》，作者

以这篇作为书名，或许可见其偏爱，小美人

鱼的故事我们都再熟悉不过， 但是作者却

从三个维度重新解读了这个故事： 美人鱼

的爱情悲剧，安徒生颠沛曲折的一生，以及

发生在哥本哈根竖立着美人鱼雕像的广场

上的惨剧。 安徒生在美人鱼的故事中寄托

了对美好和爱情的期冀， 小美人鱼悲剧短

暂的生命在读者心中获得了永恒， 而在这

个故事被创造并流传着的广场， 却上演着

展现人性龌龊一面的剧目。 一个单纯的故

事， 在作者的笔下却衍生出这般复杂的层

次，也让我们在童话中，一边获得着爱的纯

净和永恒的力量， 一边回味着人生的悲欣

交集。安徒生的遭逢或许不再被人知晓，但

是美人鱼的眼神， 却在时空里凝固着人间

的喜乐悲欢。

随笔集中另一个引人深思的篇目，是

《一个人的莎士比亚》， 作者写这篇文章的

缘起，也是去拜访莎士比亚的故乡，作者由

此追忆起自己穿行在威尼斯小巷时寻找夏

洛克面容的经历、 高中课堂上被老师的朗

诵击中的那个夏天、大学时改编《威尼斯商

人》 并扮演安东尼奥的回忆……被记忆碎

片串联起的文章， 仿佛打开了一个时空隧

道，连贯着作者数十年的人生，地域变换，

斗转星移， 而莎士比亚笔下那些饱满的人

物形象、饱富激情的文辞，却持久地在人生

的旅途中熠熠发光。

这部随笔集中收录的篇目，陆陆续续写

于作者不同的人生时刻，早至上世纪九十年

代，晚至近年，作者用文学连缀起人生，平

实的文字中蕴藉着人生的厚度和密度，在

不同的空间、地域，召唤着或短暂或隽永的

文学记忆。 没有复杂的理论，没有掉书袋的

引经据典，每一个文字落下的时刻，都是人

生最真实、最清亮的声音。 2012 年诺贝尔

文学奖颁奖现场， 在他职业生涯最耀眼的

时刻，斯德哥尔摩漫天的大雪覆盖下来。

被滞留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的他， 是否

会认为，这是自己人生最美的暂停键？

（《美人鱼的眼神 》曹元勇 /著 ，人民文
学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