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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文化行旅笔记。 表达了

一个文化行者在祖国大地行走
的文化思考，尝试用汉字的各种
表达形式，呈现了一个作家自由
而诗意地潜游于大地深处的心
灵史。黑陶作为一位虔诚的汉字
旅人，用心触摸走过的每一寸土
地， 呈现真实而令人动容的大
地———河山一页页翻过，像翻阅
一本地道而纯正的中国册页。

《2019中国年度精短散文》

葛一敏/主编
漓江出版社
2020 年 1 月版
李修文、马原 、刘亮程 、毛

尖、尹学芸、刘亚荣、马海轶、汪
莲香、 尹武平等数十位作家篇
章，题材丰富、语言凝练。或直
面人生 ，拷问人性 ，或回眸过
往 ，思索历史 ，透过散文的精
致之笔氤氲生活气息，抒发对
生命的慨叹与敬意。 入选作品
从全国当年发表的精短散文
作品中精心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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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是一部以《左传》的部分内容作为素材，以当代小说的手法进行创作的短篇小说集。 作者并不企
图呈现全景式的春秋时代， 而是更关注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微妙关系。 在不断变换叙述视角的小说世界
里，读者甚至会忽略人物的姓名，而沉浸于视觉的不断地变化，时间的不断重叠，各种声音气息的不断融
合。 这一切就像发生在读者的想象里，或梦境里。 本版节选自其中《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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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淇水，在艳阳下涨满着。 几天前，浑暗的

水流刚漫过模糊的堤岸， 连续数日的暴雨就忽然停

住了。 大风仍旧在持续，把天吹得碧青如洗，看不到

一丝的云。 上午，船升起帆，解开缆绳，乘风向北疾

驰。明晚前可抵达淇口，那是淇水被黄河洪流吞没的

地方。

不远处的野地里， 几匹矮小的黑色公马静立

在齐腿深的草丛中，浑身闪着湿漉漉的光泽，它们

对面还有两匹白的公马，都低垂着头。正午的阳光

下，白旄下的旗帜在风里发出猎猎响声。船帆都鼓

满了，桅杆缓慢晃动，发出低沉的吱哑声。午后，船

夫们唱过献鱼歌，把一大铜盆炖鲫鱼送进了主舱，

献给了我。接过我的随从递过去的赏钱，他们就很

开心地出去了，就坐在外面的甲板上，拿着刀子割

猪腿肉吃，举着牛皮的酒囊痛饮。 过了不久，他们

又唱了起来。 风大，声音易散，他们就放开嗓子大

声唱。 后来，岸上远远地就有人应和了，两边的歌

声此起彼落的，但也只能听清船夫们唱的：

应和而歌，就能同醉，

这是兄弟，何必见过？

生不同地，死后相聚……

鲫鱼是在靠近卫国西北那段淇水里打到的。

那里两岸多是高峻山岭，河水澄净，鲫鱼肉质极是

鲜美。 我感谢他们的诚意， 他们又唱歌赞美我仁

德。那些随从面无表情，像在看一群没心没肺只知

贪吃聒噪的乌鸦， 看到河湾岸上出现结满果实的

桃林也要唱歌，摇晃啊，熟透了，到了采摘的时候，

该冲咱们挥手才对啊，他们大笑。 后来，两个年轻

船夫戴上鸟首面具，赤膊跳起了祭河神舞，他们动

作异常缓慢，结束时，两个人相对跪下，默默对视

良久，彼此相拥，然后又分开，同时伸出右手，把大

拇指摁在对方的胸口，过了一会儿，再向后仰过身

去，直到后脑勺贴在甲板上。 这时，歌声又骤然嘹

亮，但也有些苍凉，惊飞了隐藏在树林里的鸟雀，

它们纷纷鸣叫着，射入碧空，转眼又急落如雨，掠

过荡动的河面，消失在不远处的杨树林里。很多肥

大的杨树叶子被风吹得翻卷过来， 泛出缓慢波动

的银白。

那只锈迹斑斑的大提梁铜壶， 在老舵手身旁

黝黑发光。壶的下身隆起处饰有两只凤鸟，一大一

小， 彼此面对着飞舞成在最完美瞬间忽然收拢身

体的姿态，线条简约的鸟身上雕刻着云朵与波浪，

眼部、爪根和尾部都镶有铜钉，而平滑的壶盖上靠

近右侧边缘还有只小野鸭做装饰，它昂着头，仿佛

正浮游在平静的水岸边，在竹林的暗影里。 此刻，

放眼望去，两岸都是沼泽地，在烈日下闪耀着淡紫

墨绿土黄交错的光泽， 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混杂植

物腐烂的气息。过了好半天，沼泽地的边缘才开始

出现大片的黑松林。船夫们忽然惊叫起来，指着不

远处，那里有只刚成年的老虎，正拖了只山羊，往

松林中去。 这一切，有点像幻觉。 看不到羊头。 老

虎咬着羊脖子，看情形羊脊骨都已被咬断了。老虎

似乎倒也并不急切， 只是慢慢拖动羊的不时抽搐

的身体， 而有些僵硬的两只羊后腿还在不时突然

蹬几下地面。

“明天过了淇门，”老舵手自语，“入了黄河，都

得打起精神，才稳得住这船呢。 ”此时的船上，已没

有了此前的热闹， 而是在某个瞬间就忽然归于难

得的宁静。 只有船舱的那些紧闭的小格窗在大风

里不时颤动着发出低响，左右各敞开了两扇，而舱

门两边的都关得紧紧的。随从们都在舱外，我看不

到他们的具体位置，没人说话，好像生怕不小心发

出点声音来，会打破这宁静，影响到我休息。 之前

我确实跟他们说了，我要休息一下。他们中有一半

是太子的人，是我要求他们跟着的，但他们并不知

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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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缢的女人是不得葬于公室墓地的。 据说夷姜

的尸身沐浴后，被穿上了六层华服，还包裹了厚厚的

素净的麻织物，这才装入了那套厚重的梓木棺椁，还

镶有刻于香樟木块上的凤鸟图，又覆以冰块，然后才

星夜送往夷地。 那天晚上，宫外聚集了很多人。 后来

他们就在那里哭号。 他们备了好多鲜花和香料，可运

送棺椁的车队早已远去了。 父亲派人让他们散去，遭

到了拒绝。 有谣言说， 是我母亲宣姜逼死了夷姜夫

人，于是他们就高声咒骂她，说她是齐国派来祸害卫

国的灾星。后来，卫兵们赶来了，试图驱逐这些人。混

乱中，场面失去了控制，武器挥舞，人们用石头木棒

反抗， 还有人抢夺武器， 甚至有人还要袭击我的车

子。

我们坐着，在祖庙大殿的黑暗里。我跟我哥寿

坐在左公子两边，在大殿的右侧，而右公子与太子

急子，则坐在了我们对面。我还在先前的血腥场面

造成的震惊里没回过神来， 也不知接下来还会发

生什么。幸好母亲当时不在现场，否则真不知道那

些暴民会干出什么可怕的事。现在，他们显然还不

知道出了什么事。 夷姜夫人的死， 让他们心情沉

痛。 他们看到我时，眼神跟表情都有些古怪。 我神

情恍惚地低下了头。他们为什么要叫我来这里？很

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是一语不发。 幸好，没过多

久天就黑了。他们都隐入了黑暗里，不用再担心他

们的眼神了。 后来，只听见右公子问左公子，还记

不记得，那年暮春，我们迎接齐国使臣送宣姜来卫

国，临出发前，我们曾烧龟甲卜过一卦，得“未济之

剥”，卦辞里说：没志向的人，带着丰厚的酒食，多

次到神前祈愿，结果反获大祸。三只狐狸号哭在荒

野，为孤独而伤悲，身在野外却无处可去，最后死

在山洞里。 但我们又用蓍草占卜，结果却是吉的。

左公子点了点头：“现在看来，我们都解错了。 ”

（《隐》 赵松/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2 月版）

评 介
你很难以地域来定义写

作者赵松， 在这本 “故事新
编”里，最好以历史地理来观
察他， 就像最好以跨文化的
文学地理来观察他的想象 。

赵松是一位值得等待的作
家， 如同作家和读者一同等
待白话文漫长细微的演化。

———孙甘露

《隐》以个人化视角重述
历史事件、重构历史人物的内
心世界，呈现出《左传》中背阴
面的风光。它是作者关于当代
小说文体的一次探险，其字里
行间流露出的却是源自中国
文学传统的古意。

———止庵

2020 “小都生态杯” ———诗歌散文征文大赛启事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面前，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周遭

世界的关系。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上，万物繁衍生息并以精微的方式彼
此勾连，共同构成纤弱却微妙的生态平衡，为人类提供着身体与心灵的双
重栖息地。 这一点，自古以来浩瀚的诗词书画、文人咏叹早已展露明证。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是生态文明的发展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
长久以来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近年来，生态文学创作愈加活跃和兴盛，有

影响的作品和代表性作家不断涌现，形成了一股活跃的文学力量。 这次组
织“小都生态杯”诗歌散文征集和评奖活动，旨在将对于自然的观察与思
考，通过自觉的生态意识与文学的书写，真正展现、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于万物间照见自身的影子。同时鼓励和激发更多人发现自然、亲近自然、保
护自然的责任意识，进一步激活生态文明的活力因子，为推进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一、主办单位：

文学报社

杭州小都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协办单位：

宝临科技 * 宝临书院

上海康米尔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帆默时科技网络有限公司

三、征文细则：

1.征稿时间：自即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2.征稿对象：海内外诗人、散文家、写作爱好者。

3.征稿邮箱 ：环保起见 ，所有参赛来稿发电子邮

件，标注“小都生态杯”字样，并附百字内简历 1 份。

邮箱：xiaodushengtaiwxb@163.com

4.征稿：每人限寄诗歌 1-4 首（不超过 80 行）；散

文 1-2 篇，每篇字数 3000 字内为宜。

四、奖项设置：

金奖 2 名 奖杯、奖状、2020 年文学报社全套文创

产品并赠送《文学报》三年订阅。

银奖 6 名 奖杯、 奖状、2020 年文学报社文创产

品并赠送《文学报》两年订阅。

铜奖 30 名 奖状并赠送《文学报》一年订阅。

五、评委会：

大赛主办单位邀请国内著名作家 、 报刊主编

组成评委会 ，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初评 、复评和隐

名终评 。获奖作品将择优在 《文学报 》予以刊载 ，主

办方还将汇集出版 （不另发稿酬 ）。 颁奖事宜将另

行通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