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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气候和土
壤， 培育出不同的花草
果树。不同的生活经历，

使作家写出不同于他人
的文学作品。 长期生活
在浦东海滨的姚海洪先
生， 又为读者奉献出他
的长篇新作 “南汇嘴传
奇三部曲”，其中的三部
小说，都以“海”为题目：

《海啸》《海神》《海恋》。

姚海洪先生与海有
缘分，他的生活和工作，

也一直和水有关系。 他
出生于上海浦东南汇海
滨， 几十年供职于南汇
水务部门，他写的小说、

散文和诗歌， 题材大多
和水有关。 去年文汇出
版社出版了他的 “白龙
港传奇三部曲”，也是与
海与水密切相关的题
材，今年出版的新三部曲 ，又是生活之海洋
赐给他的厚礼。

“南汇嘴传奇三部曲” 表现的是当代生
活，《海啸》中的矛盾冲突尖锐曲折。 从省城
到海滨机场需修筑一条 12 车道的高速公
路，途经沧海县境内三个镇 ，可是基础工作
困难重重 ，多种利益冲突错综复杂 ，做了两
年还没完成。 县委书记徐中华亲自挂帅，组
建了精干的拆迁拆违班子，对几个重点障碍
分别不同情况，对症下药攻坚克难。 在巨大
的经济利益面前 ，各色人等表现不一 ，有合
理诉求顾全大局，也有用金钱美色低价买地
弄虚作假漫天要价，人性的善良和自私在小
说中交织纷争，利益和欲望的战争虽无枪林
弹雨，其中展开的人性摶杀却惊心动魄。 《海
神》中历经磨难不忘初心的县委领导虞无畏
也是一身正气的人民公仆，小说中写到他英
年早逝后 ，县城万人空巷 ，无数人自发去火
葬场送别，读来让人怦然心动。

姚海洪的小说中， 写了很多普通平民的
形象，他们善良勤劳 ，面对世道的驳杂和人
生的艰辛， 始终保持着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这是人性的主流 ，也是生活的主流 。 在 《海
恋》中，他倾情塑造了郑杜鹃 、杨蔷薇 、虞美
人这三个年轻女性 ，她们热爱生活 ，历尽辛
苦，始终保持着进取之心 ，生活对她们的回
报，是事业和爱情的双丰收。 在姚海洪的小
说中 ， 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弱者的同
情，这在他是很自然的事。 有熟悉的友人告
诉我，在现实生活中 ，姚海洪是一个热情善
良的人，常常有慷慨助人的善举。

姚海洪在两年多时间中出版六部长篇小
说，可谓高产，有人称他为文坛潜伏者，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 其实他的一鸣惊人，并不是
变魔术做快餐 ， 而是长期积累和修炼的结
果。 他扎根生活几十年，就像潜水员潜伏在
海洋深处 ，置身在漩涡之中 ，游历于暗礁险
滩之间 ， 观察品尝到了生活海洋中的真与
假、美与丑、善与恶。 生活的积累，是创作的
源泉，姚海洪如井喷般的创作灵感 ，就是起
源于此。 厚积而薄发，是他几十年创作实践
的真经。 他新出版的小说，正是生活给一个
勤奋的写作者最珍贵的报偿。

在一次小说研讨会上， 姚海洪曾经动情
地回忆 ，四十多年前 ，他作为郊县作者参加
了作家茹志鹃、杜宣、菡子、孙颙和张抗抗等
人组成的采访团， 去外地农村体验生活，途
中，茹志鹃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写小
说，一定要写好人物，写出人物的情感。 小说
的素材是从生活中来的，作家在生活海洋中
的根扎得越深越好。 这些话，他一直铭记在
心。 在生活的海洋中潜伏修炼了几十载，如
今有了不小的收获。 对写作的热爱，对文学
的追求，已经成为姚海洪的生活方式 ，听说
他每天坚持笔耕，从不间断，我相信，他还会
用新的作品，为读者带来惊喜。

（“南汇嘴传奇三部曲”《海啸》《海神》《海恋》

姚海洪/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 1月版）

未完成是最好的抵达
殷实

“你们为什么离开爸妈来

美国上学？ ”这是在《新来的人：

美国高中故事》中，作者朱夏妮

借某个美国学生之口提到的一

个问题。 这本标注为 “长篇小

说”的作品，看上去纪实性更强

一些，叙述也很“本分”，书中披

露的诸多信息， 都需要我们留

意和深入思考， 尽管有些问题

甚至根本没有答案。

作者在十四岁时进入威

斯康星州的圣多米尼克高中，

开始四年的高中课程学习 。

用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话说，

每个人都是新来的。 但是，对

一个中国未成年的孩子而言，

如何面对一些更为真实、也更

加“成熟”的问题，可能才是考

验。 其中， 有一种课堂经历，

让作者感触颇深。 在“世界文

化”课上，老师用一个数据说

话：假如世界是一个只有一百

人的村子 ， “75 人是非白种

人，25 人是白种人 ”，“5 人将

控制世界 32℅的财富， 他们

都是美国公民”。 当老师让大

家读出这些数据时，作者发觉

有人很高兴。 或许只有当我

们置身事外时，才会觉得某种

“民族自豪感”有多么奇怪吧？

圣多米尼克高中安排的美国

历史课，是请一位在卢旺达大

屠杀中丧失了全部亲人的女

士给学生讲她的经历。 这个

话题缘何成为美国高中历史

课内容不得而知，但该校请来

这 位 女 士 在 课 堂 演 说 ，从

1995 年就开始了。

书中，也有关于中国在美

小留学生情状的点点滴滴 。

作者通过为完成自己媒体课

要求的采访拍摄作业之机，告

诉我们一些让人怅然的事实：

仅在美国中部威斯康星州的

一个小城密尔沃基郊区，即有

一个住着三百多名中国学生

的公寓，他们分布在当地不同

的私立高中。 这个公寓由旅

馆改建而成，雇佣美国当地的

大学生当辅导员，管理和接送

学生们上学， 厨师则来自广

东。 从学习状态看，这里很多

学生有网瘾， 熬夜打游戏，上

课睡觉，还有更重要但也是基

本上被忽略掉的：很多中国学

生在学校里受到了歧视，但他

们不想说， 家人又离得很远。

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回到本文

开头的问题：“你们为什么离

开爸妈来美国上学？ ”

记得数年前，我曾经读到

过一首小诗，印象深刻，作者

是还在小学就读的朱夏妮 。

她写道：“我翻开本子／看见两
个字从天而降／把我压住／本
子上两个‘重做’／让我的其他
字没地方站了／我问老师／要
重做多少遍／她说美国国旗有

多少颗星／你就写多少遍／我
看见墙上的水滴／流下／我用
笔尖／撕扯本子上的白色／像
是用小刀一点点磨掉／压着我
的星星／我正在反对光明／想
开点吧／还没轮到我／去磨损
太阳”。 这首短诗的令人惊异

之处在于，一个中国的小学生

认为：美国国旗上那些星星的

数目， 变得具有了某种压迫

性，而对这压迫的抵制，可能

意味着“正在反对光明”。作者

敏锐地捕捉住了星空中的一

道划痕，并反讽性地表达出了

遁逃后的小小欣悦。

今天，这位少年诗人已经

在美国读完高中，她在四年高

中期间，继续着自己的文学之

梦， 她写的这部长篇小说，依

然透露出让人喜爱的敏锐和

不羁， 还有清晰的自我意识、

国人的观察能力。 我们有理

由期待造化的奇迹。

（《新来的人：美国高中故
事》朱夏妮/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8 年 9 月版）

童话万花筒里有人性底色
章雨恬

提起安徒生， 相信大多数

读者对他的印象都建立在其童

话作品上， 我们习惯通过这些

细腻动人的故事来认识这位丹

麦作家。但是，如果仅仅把安徒

生定义为一个 “童话大师”，其

实有失偏颇。 童话只是安徒生

作品里的冰山一角， 他的创作

更多集中在小说、戏剧、诗歌、

游记等方面， 由傅光明先生翻

译的《安徒生自传：我的童话人

生》 就是一部帮助读者完善对

安徒生认知的作品。

安徒生在书写这本自传

之时，童话还并非是他所有作

品中最受人瞩目的部分，但巧

合的是，安徒生选择了“童话”

作为自己的人生标签。 他如

是说：“我这一生称得上是一

部美丽动人的童话，情节曲折

变幻，引人入胜。 ”但实际上，

“美丽动人” 这个形容词是带

着一丝悲情意味的，甚至更像

是晚年功成名就的安徒生回

顾自己一生时所发出的某种

自我宽慰———安徒生的成名

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反而处处

充满艰难险阻。 早年的安徒

生孤身一人从乡下来到城市，

过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生

活，而他引以为傲的天赋还受

到了文艺界的打击，拙劣的拼

写和怪诞的谈吐使他成为笑

柄。 直到遇到了丹麦皇家剧

院的导演科林，安徒生的生活

处境才渐渐好转，他被送到文

法学校读书，接触了大量的欧

洲文学作品，并凭借几部诗剧

开始在欧洲文坛崭露头角 。

但即便如此，安徒生也得在源

源不断的批评之声中寻找自

我升华的出路。

正是因为拥有如此悲辛

的人生经历，安徒生身上始终

萦绕着一种忧郁的气质，他自

卑敏感，甚至爱慕虚荣，过早

地对凉薄人世怀有深刻的认

识，而这也使安徒生对童话的

认知与同时代的诸多作家不

同———他所有绮丽动人的童

话都是以自己悲凉的人生为

底色进行创作的，处处充满了

他真实人生的缩影，有着浓重

的现实主义的痕迹，其中最典

型的就是他具有自传体风格

的童话 《丑小鸭》。 泛览安徒

生童话，很少可以看到“大团

圆”式欢天喜地的结局，即使

是结局温馨的童话给人的感

觉也是平和冲淡的，具有代表

性的是 《冰雪女王》《拇指姑

娘》和《野天鹅》等数篇。 安徒

生笔下更多的童话是以悲剧

收尾，处处透露出一种哀婉压

抑的色彩，像《海的女儿》中小

美人鱼选择以自我牺牲的方

式来成全王子的爱情；《雪人》

中爱上火炉的雪人最终融化

在了爱人的怀抱；《坚定的锡

兵》中的锡兵与舞娘也在烈火

的灼烧中谱写了爱情的绝唱。

每一个精心设置的结局其实

都包含着安徒生对社会人生

的真实考量，而本部自传较为

全面地为读者展现了传主丰

富的精神世界，有利于读者深

入解读其童话和其他作品。

在自传中，安徒生还花费

了一定的笔墨描写自己的童

年生活和旅行见闻，而这也是

使他成长为一个童话大师的

要素。 童年时期的安徒生在

父亲的影响下接触了拉·封丹

和霍夫曼的童话作品，对《天

方夜谭》 也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这些作品在安徒生的心里

埋下了一颗奇幻的种子，而乡

野间流传的怪诞的传说故事

则进一步催生了这颗种子的

发芽。 木偶在安徒生的童年

里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他曾

经全身心投入于营造“木偶剧

院”， 喜欢亲自动手制作木偶

的服饰，让木偶表演一些简单

的戏剧。 在这个过程中，安徒

生表演与创作的能力获得了

极大的提升。 旅行家是安徒

生的第二个身份，他一生一共

游历过二十九个国家，并且将

见闻写成了游记。旅行大大增

强了安徒生的自信心，也排遣

了他身上抑郁的情绪，最重要

的是，旅行的经历无形之中影

响了他的创作，旅途中的趣事

成为他灵感的源泉，而他的作

品中呈现出的地域风貌也令

人着迷。

自传是作家本人对于自

己生平的回顾，理应是研究作

家最真实可信的资料，但事实

上很多作家都会在自传中做

出一些“伪装”。 换言之，受到

人性本能的驱使，作家会有意

无意地对一些事实进行掩盖

或夸大。安徒生的自传也并未

能够完全规避这种现象，但这

些文字同样具有闪光的价值，

只要它所提供的作家对自身

的认识部分能完善作家的整

体形象， 本身就已非常可贵。

况且，本部自传最鲜明的特点

就是极度自我中心化的写作

风格，作品中存在着大量大胆

的自我暴露式抒写，给读者提

供了一个绝佳的了解安徒生

内心的契机。

（《安徒生自传：我的童话
人生》 [丹麦]安徒生/著，傅光
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