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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中旬，北京秋风
还未染色，曾为古洮州的临潭已经
一片枯黄。 一天晚上，在瑟瑟秋风
之中，在临潭县城，我饭后沿着干戈
河畔行走。

穿过县委县政府办公楼西侧的
马路，过小桥左拐，一座典型的徽派
牌坊，小河两侧则是徽派楼房，在陇
上高原看到如此原汁原味的徽派建
筑，甚是称奇。 我来自安徽，在我的
老家，如此典型的徽派建筑，已是凤
毛麟角。

趁着夜色尚未完全笼罩小城，

我一边信步，一边感怀。 一间店面
吸引了我， 店面的门已经半掩着，

这意味着已经打烊了。 我见店里有
微弱的灯光，便敲门。 里间的门便
打开，问我可是购物。 我说我散步
至此， 见贵店是做洮砚买卖的，想
参观欣赏。 店主便热情相邀。

进店后便发现别开洞天， 门面
不大里面空间不小，一长溜的柜台
里陈列诸多洮砚， 风格各不相同，

既有传统又有传承，既有融合又有
创新，诸多风格相互辉映。 一间普
通的商品交易场所虽然简陋，但掩
盖不了小型博物馆的气质。 这大抵
就是文化的功用，腹有诗书气自华，

看来不光是形容人的，用在任何地
方亦是如此。

洮砚我早已知晓， 与端砚、歙
砚、澄泥砚齐名，并称四大名砚。 早

年来甘肃采风， 友人就送过一方掌
砚，绿如春色润如朱玉，甚是喜欢，

常于手中把玩，由此也成就我集齐了
四大名砚。当然四大名砚之中山西澄
泥砚据说已久不见矣，早年山西同学
见我喜欢文房， 自家乡找寻一方送
我，但是见其粗俗笨拙，已不复书中
记载之精致。 我问澄泥砚为何至此，

友人说， 真正的澄泥砚他也不曾见
过。 后另有友探访，见其有练习字画
之决心，便将此砚打包送友人。

店主陪我参观每一方砚，并热情
讲解，品相、花色、历史、掌故等等，如
数家珍，娓娓道来。 观后将我迎进里
屋，原来里屋是他的工作间，工作台
上还有一方正在雕刻的洮砚，砚上的
牡丹还浸在石粉之中，若隐若现。 想
必用手一拂，便富贵花开。

攀谈之中， 他顺手递我一张名
片，从名片中得知他是临潭县洮砚协
会的会长，并介绍如此规模的洮砚门
店在临潭这个小城也只此一家。

泱泱中华自古文脉如洮河之水
奔流不绝， 一方美砚自然吸引文人
墨客趋之。 自洮砚被发现开采至今
近一千五百年，因其石色碧绿、雅丽
珍奇、质坚而细、晶莹如玉、扣之无
声、 呵之可出水珠、 发墨快而不损
毫、 储墨久而不干涸的特点备受历
朝历代天下文人追捧，以诗文载之，

视为瑰宝。洮砚得以名扬天下，诸多
文豪仕子以案头供奉洮砚为荣。 唐

代柳宗元《论砚》记道：“蓄砚以青州
为第一， 绛州次之， 后始端、 歙、临
洮。 ”北宋鉴赏家赵希鹄《洞天青禄
集》云：“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绿
石，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
墨不减端溪下砚，然石在大河深水之
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 ”

苏轼赞叹洮砚：“洗之砺， 发金铁，琢
而泓， 坚密泽”， 黄庭坚更是以诗志
曰：“久闻岷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文
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试饱霜秋兔
毫”， 当代书法大师赵朴初亦赞：“风
漪分得洮州绿，坚似青铜润如玉”。

据说洮砚自明朝洪武年间驻军
屯田和移民之后， 深受汉文化的影
响。 来自江淮大地移民之中诸多能
工巧匠的雕琢，使之有游子寄情山
水凝聚乡愁之功能，于是洮砚雕刻
手法更是缤纷繁复， 人物山水、花
草虫鸟、田园美景、飞禽走兽等等，

一方砚便是一风景，一方砚便是一
愁思。 自此洮砚不光是实用文房，

亦为相思之物，再加上透雕和浮雕
之精美技法 ，美观大方 ，雕刻艺术
显现得淋漓精致，从雕刻艺术的角
度来说， 洮砚在四大名砚之中独为
首。

“洮”的意思是洗去杂质，洮河
水自然理解为纯净的水。 藏族人称
洮河为“碌曲”，翻译成汉语的意思
是“来自龙王宫殿的水源”，来自龙
王宫殿的水，想必是圣水了。洮砚在

来自龙王宫殿的水源滋养和洗涤之
下，自然洁净无瑕。这种天然的纯净
契合泱泱中华历来文人墨客自我认
为之品行， 将其奉为瑰宝便不足为
奇了。

洮砚以洮河为亲， 洮河以洮砚
扬名，相互依存又相互映照，成就了
千百年以来的文坛佳话， 这在雪域
高原，此文化现象应该独此一家。

如今雕刻用洮砚原石， 皆自临
潭邻县卓尼，那里有洮砚原石矿藏，

据说临潭已难觅洮砚原石。 当然矿
藏之洮砚原石石质与洮砚老坑料差
之千里，再无洮河净水之温润洗涤，

欠缺自然力量加持，底蕴差矣。

我问店主何以觅得老坑料。 他
说现在早不见了，现在的老坑料估
计只会存在于奔腾的洮河水之下，

而洮河绵延千里，何人能采？ 又何
处去采？

我竟无语 ，见天色已晚 ，便告
辞 。 临潭洮砚协会会长相送至店
外，相约下次再叙。 只可惜，此店与
我居所相距不足一里， 已过数月，

竟未再前往。

虽过数月，有一方砚印象深刻，

常驻记忆之中：一草堂，前有水背靠
山，一翁一牛一顽童。这不是江淮故
里常见的乡景吗？不禁感慨，在高原
之上，随心所欲的漫步，信手推开的
店门，竟然无意之中邂逅了乡愁。

这就是缘分。

《心居笔记》：冯骥才小小说的另一种形态
谢志强

2020 年第一期 《收获 》刊发

冯骥才新作，头条推出两个系列：

《俗世奇人之三》《书房一世界》，

后者副标题《心居笔记》。

《俗世奇人之三》， 仍延续了

前面两个系列的方法。 我引用冯

骥才的小小说理论 （成熟的作家

都会用自己的小说理论创作自己

的小说）：“巧合和意外是它最常

用的手段……结尾常常是小小说

的眼。 小小说完全可以成为大作

品；珍珠虽小，亦是珍宝。 ”

巧合、意外、结尾，生成“俗世

奇人” 之奇。 冯骥才尤其重视结

尾 ：“小小说对于作者有一种挑

战。 小小说不小， 要找到特别绝

的结尾”，“小小说对我来讲是非

常独特的思维，是先发现结尾，倒

过来写。小小说需要细节，黄金般

的细节， 在成功的小小说的结构

中， 往往把金子般的情节放在结

尾部分， 好像相声抖包袱”。 《俗

世奇人》系列小小说之一、二、三，

可见识到冯骥才的小小说理论与

作品的相互一致，相互印证。

冯骥才新作 《俗世奇人之

三》，计十八篇，《心居笔记》计七

十八篇。 我把《心居笔记》当成小

小说读。

我曾将冯骥才的小小说和汪

曾祺的小小说对比阅读。 塔克拉

玛干沙漠的胡杨树， 同一棵树长

出两种形态的叶子，杨树的叶，柳

树的叶， 以此比喻两位作家的笔

记体小说，两种形态。冯骥才强化

“俗世”中之传奇，传奇性；而汪曾

祺注重“俗世”中之平常，平常性，

减弱传奇色彩。 笔记体小说这棵

树，长成了两种形态的叶子。

冯骥才新作 《俗世奇人之

三 》和 《心居笔记 》，假如视为笔

记体小小说的话，不是可以领略

冯骥才先生的另一套路子了吗？

《心居笔记》 弱化了传奇性。 我

想 ，冯先生活到这个年龄 ，已用

平常的视角看待传奇的物事了，

见多识广，见怪不怪了。 《心居笔

记 》七十八篇 ，蕴含着他饱满而

又平常的性情。

显然，冯骥才写《心居笔记》

其初衷， 并非把它当小小说写，

下意识中可能有笔记体小说的

投影（我称此为谱系），可是无心

插柳柳成荫，竟然成就了其笔记

体小小说别样的形态。 我当编辑

期间 ，在阅读时 ，常常把一些散

文、随笔视为小小说———小小说

的可能性。

《心居笔记》七十八篇（我更

偏爱副标题），我认定有二十七篇

小小说。 以什么标准认定？ 两个

重要的元素：人物和细节。此系列

为关于小物件的笔记， 心居是斋

号，笔记为表达方式。心里还“居”

着什么？小物件与心灵密切相关，

从而传达出人物的性情和情怀，

敬畏和悲悯。人物与物件的关系，

又与时代和命运结合一起， 这就

是小小说的以小见大，以小示大。

有大气象，大情怀。

1990 年至 2013 年， 冯骥才

“行万里路”， 做全国民间文化和

古村落保护的事情。 功夫在小小

说之外， 却发现一些民间的小物

件入了他的“心居”，还担任了与

人物“平起平坐”的角色。同时，我

发现他以文化的视角切入， 那些

作为细节的物件有了“灵性”。 当

然，“物本无情， 情在人心”（《异

木》）。 冯骥才曾办过《口袋小说》

杂志 （小小说有多种叫法， 一袋

烟、掌上、微型等），他提倡把生活

中一些非常有灵性的东西写成小

说。《心居笔记》里物件的灵性，他

从平常里写，这与《俗世奇人》运

用物件的方法不同， 其实是运用

细节的方式不同。 这种差异，是

表达形态的差异。

这种差异，就《俗世奇人》而

言，用冯骥才的话说：“文本、语言

都是专门设计的。 ”设计即构思。

套用《石虎》中的话，石虎包浆十

分厚润，“全身最初刀斧之痕”，以

石虎喻小小说， 有明显 “刀斧之

痕”，那是做小说的痕迹。 突出的

是“意外的结尾”，贯彻着作家的

理论， 也是看待和表达素材的方

法。每篇小小说，铺垫、渲染，都是

一心一意为那个“抖包袱”的结尾

服务（或设计）。

《心居笔记》也有巧合、意外，

包括对物件的细节的珍视， 然而

思维和视角起了变化： 平等且平

常地安放、处理细节，剥离了传奇

色彩，传而不奇，意而不外。 正如

《关公》中写关公的神像，“没有半

点人为的刻意……一任天然 ”。

《三老道喜图》中，丁聪给冯骥才

画像，说：“你甭像照相那样，自管

随便谈笑。”丁聪还笑道：“像不像

就不好说了。 ”

好一个“像不像”。读《心居笔

记》可看出，冯骥才不是在写小小

说，或说写出的已不像小小说（汪

曾祺曾感叹： 现在的小说太像小

说了）。 他“自管随便”（有作者曾

问汪曾祺：小说怎么写？ 汪答：随

便），就这么“随便”，冯骥才成就

了自己小小说的可能性。《潜在的

阅读中》，他说此生只能去做“一

个随性的文人”，终于达到了“随

性”的境界。《桌下足痕》，他迁居，

发现“书桌下边我踏足的地方，竟

有两块清晰的足痕……分明是双

脚挫擦的痕迹”，是无意之间心力

的成果。《心居笔记》里，有许多不

是“设计”而是“随性”的细节自然

呈现，彰显了细节的力度，表现出

小小说运用细节的独特性。

《心居笔记》系列，也频繁出

现巧合，不过与《俗世奇人》的巧

合不一样。 我联想到美国作家保

罗·奥斯特的《红色笔记本》（小小

说构成的短篇），以巧合的视角表

达童年的记忆， 与冯骥才的巧合

有异曲同工之妙。 共同点在于开

掘并发现人生、人性的微妙，而非

追求情节之巧。 这两位作家的两

个系列，为何有亲和力？在于作家

“在场”。 《俗世奇人》是刻意写别

人的事，写得很满，而《心居笔记》

是随性写自己的事儿，多有留白，

省略得有底气。有兴趣的读者，不

妨在阅读《心居笔记》时，从中顺

便提取你认定的小小说。那么，可

能性就出现了———小小说还能够

那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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