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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版
作品生动记述了京西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开辟抗日根据地、建
立民主政权、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进程 ，时
间跨度数十年。在这部小说里，作
者写出了生活与人物的复杂性 ，

力图写得真实合理， 力图写出生
活的本真、泥土的气息，描摹饱含
生活气息的民间风物， 再现具有
京西特色的地方风俗。

《两棵花椒树》

姚鄂梅/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
作家作品集 ，收录了作者多

年的中长篇小说作品共四篇。 所
有作品贯穿了女性的视角 ，对话
没有人名 ， 描写了现代人婚姻
感情生活中的困惑。当初始的热
烈拥抱完成之后，婚姻的日子是
否只是程式化的进度表 ？ 热恋
时的情愫又是否能重新拾起 ？

在作品中 ，有爱得热烈的痛 ，也
有不能离别的伤悲 ， 难以描述
的心殇 。

《给孩子的推理故事》

华斯比/选编
长江出版社
2019 年 7 月版
2019 年是 “推理小说鼻祖”

爱伦·坡 210 周年诞辰， 华语世
界首部“日常之谜”推理小说精选
集出版， 并借此再次为 “推理小
说”正名：推理小说不是只有谋杀
和犯罪， 没有谋杀和犯罪的推理
小说仍然可以拥有有趣的谜团和
细密的逻辑，也能刻画人性，峰回
路转，斗智解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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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津变
计文君

一

太过戏剧性的事儿，很难让人相信是真

的。譬如，外卖小哥敲门，递进来的除了一盒

比萨，还有一个婴儿。

甘田都能听出自己讲述事情经过时语

调发虚，难怪那位年轻的警官狐疑地看了他

一眼。 被寒风皴红了脸颊的外卖小哥，看上

去诚实可信多了，他说婴儿当时就在甘田门

口的纸箱子里哭，他就抱了起来。

甘田所在的怡景 SOHO，像他这样租住

在这里真“SOHO”的不多，大部分还是些小

公司、事务所和工作室的办公地。九点前后，

电梯使用的高峰期，去查监控的那个警察也

没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记下两个报案

人的电话，抱着婴儿穿过挤满走廊看热闹的

人群，离开了。

甘田关上门，吁出口气，在心里骂了句

脏话，然后开始吃尚有余温的比萨。

甘田在心里骂的人，是老赵。

老赵“胁迫”他参与演出了这场荒唐的

“弃婴”大戏。 当然，这份“胁迫”是以哀求的

形式进行的———为了你卿姐，拜托拜托……

甘田与苏卿相识的时候，她既不是他的

卿姐，也不是老赵的妻子。

算起来甘田与苏卿认识， 也有十多年

了。那时他研究生刚毕业，还在报社工作，主

持每周一期的“心理健康”专栏，但作为根正

苗红的文艺青年，喜欢跟各种搞艺术的人混

在一起，过着很不健康的生活。

那天是在中国美术馆，甘田和几个画家

去看朋友的朋友的个展。 他们到的时候，开

幕式刚结束，办展的画家正忙着应酬请来的

大人物，甘田就没过去寒暄打扰，他略有些

无聊地四顾， 一幅色调阴沉的抽象油画前，

站着月白衬衫烟蓝色长裙的苏卿，熙来攘往

的展厅一下空旷安静起来， 只有她慢闪秋

波，遗世独立……

这一幕是 19 世纪小说名著中的经典场

面， 虽然经过 20 世纪出版和影视的反复蹂

躏，成了被抛弃的俗滥桥段———如今女主的

出场方式，即便不是醉酒呕吐，至少也得摔

个嘴啃泥，但在 21 世纪初的那个春日上午，

与甘田的青春期苦闷相混杂的阅读记忆调动

出了潜意识深渊中的欲望之龙，携云裹雾，扯

雷闪电地扑向“伟大爱情故事”的女主角。

二

没想到故事刚起个头儿，就完了，也并

不令人低回———他的女主角从绝代佳人退

行为花样姐姐，没用完七十二小时。

甘田在这七十二小时里，和苏卿吃了两

顿饭，喝了一次咖啡，进行了长达五六个小

时的单独谈话。 当天中午，甘田成功地组织

了一次饭局，并且不落痕迹地把苏卿罗织进

局———其实难度不大，甘田还在思忖如何搭

讪时， 就有两人共同的朋友和苏卿打招呼，

介绍巴巴等在旁边的甘田和苏卿认识了。中

间隔了一天，苏卿应约而来，两个人在咖啡

厅聊了一下午，然后一起去附近的“海棠花”

吃了晚饭———这是甘田临时提议的，饭店就

在咖啡厅附近，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朝鲜姑

娘唱歌跳舞时，可以让甘田歇一会儿，他真

的有点儿累了———听苏卿那“迟迟不肯逝去

的青春”，听累了。

苏卿的故事一直延展到讲述的那一刻，

她即将从艺术学院舞蹈研究所博士毕业，刚

刚结束与美学所某位 W 姓文化学者一场虐

恋，她的论文选题是《霓裳羽衣舞研究》，她

知道答辩没问题，还知道自己会留校，不过

不是留在舞蹈所，而是留在研究生院，也好，

她本来对学术，就没什么兴趣……

饭后甘田送苏卿回宿舍，经过元大都遗

址公园的海棠花溪。

繁花满枝，停止说话的苏卿，扬起弧度

完美的下颌，神情忧伤目光迷蒙地看着花枝

掩映的路灯，人面花影，如此迷人，但甘田那

一刻就非常确定，苏卿和他不会有什么“伟

大爱情故事”了。

但甘田和苏卿，依然保有着对彼此的浓

厚兴趣。

作为资深文艺男的甘田略带沮丧地退

场了，但作为北大心理学系硕士、职业咨询

师的甘田始终都在。 他很科学地理解自己：

这一对象曾刺激他大脑腹侧覆盖区多巴胺

旺盛分泌长达几十个小时，继而在高浓度血

清素作用下某种与之相关的记忆被写进了

自己的尾椎核———这是大脑中与奖赏、愉悦

和成瘾相关的区域，一旦记忆被写入，很难

改变……甘田当然不会对抗自己的生物性，

但也不会纵容自己的生物性———苏卿那么

好看，那就看看喽！

苏卿的兴趣，仅限于那个始终在场的甘

田。

他们时不时还会见面喝咖啡吃饭聊天。

童年阴影、分离焦虑、俄狄浦斯、那喀索斯，

聊什么都能让苏卿频频点头，她几乎是在用

生命来认同人类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完全是

一本行走的心理病例大全。后来甘田离开报

社，成为甘泉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师与合伙

人， 那些为他带来社会影响的文章和书里，

有苏卿提供的不少鲜活案例。甘田给她的化

名是略带揶揄的“马丽”，苏卿却对此颇为自

豪，恨不得告诉所有人，她就是“马丽”后面

省略的那个“苏”。

三

出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门槛上的甘田，

竟然与 1960 年代出生、 喜欢画两笔水墨的

老赵，跨越年龄和审美的障碍，摒弃世俗的

偏见，成为颇为亲近的朋友。 十几年交往下

来，苏卿的力量还占多少，甘田自己也说不

清楚了。

苏卿把老赵带到了甘田面前，宣布他们
要结婚， 同时附赠了一个惊险的情节设定：

苏卿的母亲为女儿下嫁，要和她断绝关系。

老赵接过苏卿的设定，说了一场让人抚

掌击节的“单刀会”。 老赵千里奔赴中原，靠

着一幅自己画的 《雪梅长春》———岳母作为

地方梨园名角，代表剧目叫作《秦雪梅》———

赢得了老人家的青目。

“其实我画得不好，业余水平，来北京进

修就是想混进专业队伍嘛———岳母她老人

家什么没见过？她是性情中人，看我真，人老

实，被感动了。 ”

老赵通篇没提苏卿父亲。 甘田熟知苏卿

的家世背景童年经历，苏卿母亲在苏卿很小

时就离了婚，独自把苏卿抚养成人，退休后

才找了个老伴儿———生父三十年未通音讯，

继父则根本不会置喙苏卿的婚事。

这位来自浙江金华下辖的义乌市佛堂

镇的老赵说的“书”，对设定诠释精准，对人

物渲染入骨，还能曲终奏雅———甘田当即就

替苏卿感到了庆幸。

老赵呵呵一笑，起身去上洗手间。 苏卿

垂着眼帘， 把咖啡里的冰块搅得哗哗作响，

“他让我觉得安全———不像你，” 她眼皮一

撩，幽怨地看着甘田，“你很好，只是，你无法

给我安全感……”

她幽怨得如此郑重 、 认真———甘田惊

讶、困惑了几秒钟，随即哑然失笑———原来

只在心里发生过的事情，也是有后果的。 老

赵甩着湿淋淋的双手回来了， 苏卿不看老

赵，继续盯着甘田，甘田只能配合地低了头，

希望能被苏卿解读为难过。

甘田为此没有去参加苏卿盛大的婚礼 ,

却去了婚后老赵夫妇小范围回请亲近朋友

的饭局。 酒桌上，甘田略微夸张了自己的醉

态，祝赵哥、卿姐白头偕老。

（《问津变》计文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9 年 8 月版）

作品是由四部中篇小说构成的
叙事整体，旨在探讨贯穿人一生的人
格教育与代际冲突问题———尤其是
在 “生老病死 ”的点上 ，寻找解决路
径，完成自我成长。 甘田是一名知名
心理咨询师 ， 尤其作为亲子问题专
家 ，获得广泛认可 ，但他却也因为难
以辨识的童年创伤，始终困在阴影之
中。 在与身为抑郁症患者的艾冬相遇
之后 ， 他们开始共同寻找走出心理
“绝境”的问津之路。 本版节选自其中
首篇《婴之未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