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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徐小雅的小说中给
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样一个
细节：即使空调温度开到最低，

她的（女）主人公仍旧常常感到
热汗淋漓。她的小说中，还有这
样一个场景： 同样是酷暑闷热
的屋内， 另一个主人公却能
在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安之若
素。这样的对照场景多次出现
在徐小雅的小说中，一定程度
上暴露出了作者的秘密。她实
在喜欢在一种对照的情境下
展开叙事。比如说苗条的母亲
和肥胖的女儿 （《少女与泰坦
尼克》）、强势的母亲和隐忍的
父亲（《百年好合》《拔牙》）；或
者是深爱与残暴的交织，比如
说舒明朗（《因父之名》）、苏娜
（《无言的山丘》），等等。

应该看到， 对照情境带
来的鲜明反差只是表象。 泼
辣暴躁的性格背后其实是柔
软自卑和自我保护， 残暴的
表面之下实在是对爱的绝
望。即是说，徐小雅的小说主
人公，表面看来虚张声势，内
里其实却是虚弱， 所谓色厉
内荏是她的小说主人公们普
遍的性格特征， 比如说粒粒
（《拔牙》）、阿梅（《门》《拯救乳房》）。 对照情境显
示出来的是矛盾性格间的镜像关系，或者说两面
一体。

这样一种矛盾品格，使得时间的流逝在她
那里只是带来表面的变化，生活的本相是无法
改变的，这也使得另一个母题———宿命———得
以呈现。 时间在宿命面前其实是无限重复的，

所以阿梅在离家多年后回到了故乡（《门》）；所
以保姆身上会出现死去女儿命运的重影 （《因
父之名》）。 不难看出，徐小雅的小说实在可以
说是关于时间和宿命的寓言 。 时间的流逝之
下，曾经强悍的变得柔顺了，看似无情冷漠的，

其实深藏着爱。

但徐小雅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 她没有因
为发现了宿命的存在这一命题就陷入犬儒主义
的泥淖。 宿命虽然带给人反抗的疲劳和深深的
无奈，比如说《百年好合》中的母亲多次想要同
丈夫离婚，最终不了了之，但这种轮回同样也带
来主人公们对自己和生活的重新认识。 因为她
知道，“重复” 所显示的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命
运，豁达之下反可能获得一种超脱。 可见，对徐
小雅的主人公而言， 语境的重复和宿命既是一
种心结，也是一种启示。

如果说徐小雅对生活的表象是有温度和热
度的话，观察视角却是客观而冷静的，这不能不
说是她小说的独特之处。 她的小说中很少看到
第一人称主观视角。就题材论，徐小雅的小说涉
及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她并不专事某一领域
或某一主人公形象， 但不能就此说她的小说驳
杂多变。她有一种看透人世的冷静与豁达，与反
映现实保持距离的姿态表明， 徐小雅始终想做
一个生活的观察者、感受者。这是对生活的持久
热情与冷静清醒的态度的结合， 两种之间构成
一种特有的张力关系———她实在是为持久的热
情赋形。

（《少女与泰坦尼克》徐小雅 /著，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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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处皆是风景
简平

陕西作家梦萌最近由文汇出版社

推出了他的散文集《随意即风景》，如同

书名，但凡他笔下写到的都是满眼的风

景。这部散文集由七个小辑组成：《怡情

山水》《神与物游》《童乡之赖》《万有灵

犀 》 《市井趸趣 》 《魅在舌尖 》 《文心思

奇》，可谓包罗万象，琳琅满目，可见作

家足迹遍地，眼观八方，事事留心，遂成

笔下缤纷万千的风景。

我总觉得一个人，能够从万事万物

中见到风景，那是要有一些定力的。 首

先，需要平和安宁的心态，以为岁月静

好，从容处世；其次，需要美的眼睛和善

的心灵，不论何时何地，何人何物，都以

善度衡，获取美的内涵；第三，需要热爱

生活，拥抱生活，有一种入世的激情，因

此去看去听去观赏去品尝，然后都成了

笔底风景。显然，梦萌就是这样的作家，

从七个辑名里就能体会到他沉浸于切

实的生活之中，既放眼名山大川，也回

眸童年故乡；既沉思器物之道，也快乐

感官之魅；既追怀远古幽思，也叹慨今

日世事百态。

梦萌的散文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

梦萌是细致的， 有精密的观察，《清清骆

马湖》 中， 他写在湖水中缓缓穿行的船

队，晓雾，霞光彼此牵绕，云蒸霞蔚、落英

缤纷，仿若一幅幅电影画面。梦萌是典雅

的，有优美的语言，《大雁无言》对自然环

境的破坏所导致的雁阵消失倍感沉痛，

但不是咄咄逼人的责难， 而是通过拼图

般的记忆还原曾经有过的人与自然的和

谐， 还原雁阵掠过时的童话般的隽美。

《扫帚苗》 对乡村农作的描述生动而具

体，母亲对棉田的护卫就像是护着婴儿，

所以虽然孩子喜欢， 但还是非常理性地

处置棉田里疯长的扫帚苗， 既不让它与

棉花争夺养分，又使它适当地存在，以扫

除病虫害，很不一般地写活了农事。梦萌

是敏感的，所以有缜密的心思，在《纤纤

黄狗花》 中， 他对母亲的书写真挚而感

人，“不知打何时起， 她的发髻上整天都

别着一朵黄狗花， 映衬得面容更显得憔

悴苍白。 唯独深夜，当儿女都熟睡后，她

才偷偷抚着那小花，哼着那歌谣，整个夜

空也容纳不下她的一声声暗泣与叹息”。

我在这样的文字中默想一个大脚片的女

子，如何走过那些艰难的岁月。

我觉得当下散文写作的一个很大

趋势是由“轻”向“重”，很多读者认为风

花雪月、 小街廊桥之类的轻俏散文，可

以交给更多一般的作者去创作，而作家

写作不应停留在这样的层次，应当更加

开阔———视野的开阔， 胸襟的开阔，思

想的开阔，认知的开阔，文化的开阔，并

将这种开阔传达给读者。 确实，在一个

环境复杂而严峻的时代，面对接踵而至

的种种世相，不要说读者 ，散文作家真

的可以毫不关注和关切吗，真的可以只

行小情小调的吟咏，而不期冀自己的作

品进行富有深度和厚度的思想耕耘与

文化拓疆吗？ 梦萌散文集中的一些篇章

正合于这样的期冀。 比如 《北大之北》

《访鲁迅故居》《忽想萨哈夫》《呼兰河的

呼唤》等篇什，有对百年建筑在都市化

进程中无法生存的惆怅，有对叛逆世俗

的勇气的钦敬，有对谎言的讥刺 ，有对

历史的诘问，而这些都出自梦萌在日常

生活中随意般的所遇所思 。 我一直相

信，文字的力量在于思想的力量 ，而思

想的壮阔才是文学真正的风景；对于梦

萌来说，他的即行即思，也便呈现为随

处皆是风景。

（《随意即风景 》梦萌/著 ，文汇出
版社出版）

“大地魔法师”的幻真世界
牛寒婷

“我经历过奇特的事”，“这只是我

经历的奇特事情之一”，“下面是我最近

经历了的事，比以前的都奇特 ”……小

说开篇伊始， 鲍尔吉·原野就这样一唱

三叹地，为《花火绣》定下了奇幻的叙事

调子。 小说的主人公鲍，无缘无故地被

几个黑衣人“劫持”，成为中国第三个被

雅罗斯拉夫公爵夫人基金会选中的人

类代表。 他的任务，是到内蒙古东部一

个叫“花火绣”的地方随心所欲地生活

一个月，既不用承担任何义务，也无需

担心花销问题。 于是， 一系列奇特、奇

妙、奇谲的故事，就在一片古老、荒凉、

贫瘠的草原上拉开了序幕，而这片奇幻

的乌有之地， 不禁让人联想到马孔多，

另一个由马尔克斯创造的闻名世界的

子虚小镇。

读《花火绣》是件愉快的事，因为你

很难拒绝笑。滑稽、搞怪、幽默、讽刺、荒

诞， 是原野为小说精心缝制的喜剧外

衣，这让小说的阅读轻松又欢快。 中亚

诗人扎伊诺是鲍在花火绣的旅伴，他是

个极有趣的人物，像个天外来客：他有

只会“嘿嘿”和“哈哈”大笑的猫，它的胡

子是红色的； 他低血糖昏厥了过去，好

心的女房主给他灌粪汤救治；他喝醉酒

爬进桑杰家的烟囱里， 砸坏了烟道，结

果桑杰父亲砌在墙里的金手镯被意外

发现。鲍和扎伊诺结识了本地非蒙古族

人王瑙浩，而他，是一个本领像血统一

样神秘莫测的人： 他的鸟会随音乐跳

舞，他的蛤蟆听指令鼓肚子，他的老鼠

会拉秤砣车，他口中格萨尔王戏弄驴魔

王的绝妙故事令人拍案。鲍和扎伊诺随

王瑙浩爬上格萨尔王的皮靴山，不想却

惊动了被压在山下的金桃公主，公主作

法使他们滞留山上，可他们却因此意外

地发现了古墓……

原野以其诡异却又拙朴的语言、克

制却又奔放的叙述、狂野不羁却又优雅

浪漫的想象，既创造了小说中荒诞和无

厘头的现实，也创生了无与伦比的阅读

快感。克制的叙述似乎特别适宜于幽默

的表达，拙朴的语言不仅能使幽默的效

果缓缓释放， 更能让它呈几何级数增

长。 “只有人才理解语言中的幽默”，小

说家对幽默的倾心借主人公之口表达

了出来，如同向幽默致敬。 而作为幻想

小说的重要书写手段， 幽默更是被米

兰·昆德拉大书特书， 以至于他的心总

是“揪得紧紧的”，担心“巴奴日不再引

人发笑”。 那么，幽默何以如此重要呢？

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回答深

得我心：幽默使得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变

得模棱两可。

在讲述陌生离奇的故事时，对草原

生态和严酷现实的批判与反思，对复杂

人性和世界真相的披露与鞭挞，始终是

《花火绣》的一抹底色，也是它从根底里

生发出来的源源不断的力量所在。而小

说文本中被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的这

一切，皆源自原野对大自然———不仅仅

是草原———所保有的赤子之心和信仰

般的爱恋。

在内蒙古大草原上 ， 无论是花草

树木还是飞禽走兽，都被鲍尔吉·原野

书写得格外动人。那么，他写作它们的

秘诀， 仅仅是那些极为灵动和形象的

拟人化比喻吗？ 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细

腻丰沛的感受， 的确令小说家的比喻

极其熨帖， 可是， 这又并非答案的全

部。无论在散文中还是小说里，读者都

不难感受到， 化身为一草一木一沙一

石的作家始终能 “怀着巨大惊异注视

一切 ”，视 “草原的万物如同神迹 ”（鲁

奖授奖词），然后，在此基础上，他不断

地降低自己，让自己低到草木中 ，低到

泥土里， 他深信人类只是自然的一个

部分， 而非主宰者可以高高在上———

正是这样的谦卑姿态和敬畏心理 ，而

不仅仅是飘着泥土味草木香的比喻 ，

才是原野写作的密码。

散文家的称号和获得鲁迅文学奖

散文类奖项的光环， 使原野的散文创

作更受关注 ， 人们总会不自觉地 ，将

《花火绣》仅仅看做他散文写作的衍生

品或附属物，但事实上，正是这部长篇

小说， 为他多年里散文创作的新意叠

现提供了脚注。原野是他笔下负责“孕

育”的“大地魔法师”，是草原故事和现

实世界的创造者 ；他创作的如 “花 ”般

绚烂至极 、如 “火 ”般摇曳幻灭的现实

生生不息，他倾尽心力、一针一线“绣”

制出来的文学天地， 远比内蒙古大草

原的现实世界更真实动人， 因此他的

“素材”是用不尽的。

（《花火绣》鲍尔吉·原野/著，湖南文
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