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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有姿态

纷呈的诸多文学星座组成的。以周
立波、赵树理等 15 位有影响的作
家为代表， 本书作者按照历史的、

艺术的、题材的、流派的、 风格的
等等准绳进行梳理。通过对每位作
家及作品在时代转换中的品读和
评鉴，串起了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
史，其中可见社会、文化、文学的变
迁，也具有相当的学术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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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中短篇小说集， 以九个

故事讲述了九种迷离的生命形
态：敏感却坚定的知更鸟后代；因
为主人的逝去学会孤独的狗 ；身
不由己无法离开雨城的祈雨娘
……每个故事中都塑造了一些鲜
活生动而充满戏剧性的形象 ，作
家跳出类型小说的固有框架 ，用
自己独特的创意和写作手法构筑
具有哲思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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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短篇小说集， 其中每一

篇小说都线索明晰、文字干净、结
构巧妙，从故事本身的机缘出发，

而不预设主题， 从不同的角度观
察并构建了大上海。 从市中心到
市郊， 从金融中心写字楼到电车
咖啡馆，从现实到虚境，在这座各
路人士都追求人生前程的城市
里，迷茫、向往和笃信融汇成一条
生命的长河，五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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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执，1987 年生，沈阳人。 19 岁出

版长篇小说处女作《浮》。 2007 年至今

出版有多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

代表作《生吞》《我只在乎你》等。 凭借

短篇小说《仙症》获得 2018 年“鲤·匿

名作家计划”首奖、首届“《钟山》之星”

年度青年佳作奖等。

幻想自己曾在潜艇服役的精神病
人，沈阳机场里寂寞的驱鸟员，旅行者
的浪迹 ， 男孩与父亲的长久的告别
……世纪之交的北方城市里， 人物始
终处于失落之中。 在短篇小说集 《仙
症》中，青年作家郑执诉说男孩对于自
身命运的出逃与回归。 作品中既糅杂
着魔幻元素，也以浓郁的地域色彩、寻
常的生活形态不断抵达人生颠沛流离
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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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姑去旅顺港接王战团的时候，挺着

六个月的大肚子。王战团当兵的第四年跟我

大姑经媒人介绍结婚，婚后仍旧每半年回家

一次。 当他再次见到大姑的第一句话就问，

秀玲啊，我说梦话吗？大姑不语，挽起王战团

的胳膊，按着脖领子并排给政委鞠躬。 政委

说，真不赖组织。 大姑说，明白，赖只赖他自

个儿心眼儿小。 政委说，回家也不能放弃自

我检讨，信念还是要有。 大姑说，明白。 政委

说，安胎第一。 大姑说，谢谢领导。

两个人的大儿子， 我大哥王海洋三岁

时，王战团在一飞厂险些当选小组长。 他的

病被厂长隐瞒了。 那场运动到最后，政委被

连长扳倒， 失意之际竟第一个念起王战团，

想到他退伍后赋闲了两年多，转业的事还没

落实， 于是找到已经是一飞厂厂长的老战

友，给王战团安排工作，特意嘱咐多关照。政

委说，毕竟不是真的坏同志。 失足了。

王战团与小组长失之交臂的那天， 正在

焊战斗机翼，忘记戴面罩上阵，火星呲进眼睛，

从梯子上翻落，醒过来时就不认人了，嘴里又

开始叨咕，不应该啊，不应该啊。再看人的时候

眼神就不对了，好像有谁牵着线吊他的两个眼

珠子，目光不会拐弯儿了。 我大姑去厂里接他

的时候又是大着肚子，怀的是我二姐。

我问过大姑，当初为什么没早带王战团

去看大夫。大姑说，看了就是真有病，不看就

不一定有病，是个道理。道理都懂，其实大姑

只是嘴上不愿承认，她不是没请过人给王战

团看病 ，一个女的 ，铁岭人 ，跟她岁数差不

多，外人都叫赵老师。 直到多年后赵老师给

我看事儿时， 我才听说过出马仙的名号，家

里开堂口，身上有东西，能走阴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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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出生前的十五年里，王战团的病情

时好时坏，差不多三四年反复一回。 大部分

时间里，他每天在家附近闲逛，用我大姑上

班前按日配给的零花钱买两瓶啤喝，最多再

够买一包鱼皮豆。 中午回家热剩饭吃，晚饭

再等我大姑下班。 王海洋没上幼儿园以前，

白天都扔给我奶。 王战团的父母过世早，没

得指望了。我奶的言传身教导致王海洋自幼

懂看牌九，长大后玩麻将也是十赌九赢。 后

来他早早被送去幼儿园， 王海鸥又出生，白

天还得我奶带着，偶尔有二姑三姑替手。 我

奶最不亲孩子，所以总是骂王战团，骂他的

病。夏天，王战团花样能多一些，有时会窝进

哪片阴凉下看书，状态好的时候，甚至能跟

邻居下几盘棋。 王战团也算有个绝活儿，就

是一边看书一边跟人下棋。那场面我见过一

次，在我奶家回迁的新楼楼下，他双手捧一

本《资治通鉴》，天热把拖鞋甩了，右脚丫子

搁棋盘上，用大母脚趾头推棋子儿，隔两分

钟乜斜一眼棋 ，继续看书 ，书翻完 ，连赢七

盘，气得邻居老头儿给棋盘掀了，破口大骂，

全你妈臭脚丫子味儿。 王战团不生气，穿好

拖鞋，自言自语说，应该吗？ 不应该。

赵老师第一次来给王战团看事儿，是运

动快结束那年，我二姐满月后。 日子没出正

月， 大姑在我奶家平房里简单张罗了一桌，

都是家里人，菜是三个姑姑合伙炒的，我爸

那年十六，打打下手。王战团当天特别兴奋，

女儿被他捧在怀里摇了一下午，到了晚上第

二顿，二姑三姑都走了，王战团说想吃饺子。

我奶说，不伺候。 大姑说，想吃啥馅儿。 王战

团说，猪肉大葱。 大姑说，猪肉有，咱妈从来

不囤葱。我爸说，我去跟邻居要两根儿。王战

团抢先起身，说，我去，我去。

大姑站着和面时， 小腿肚子一直攥筋。

王海洋说，妈，房顶有响儿，是野猫不？ 大姑

放下擀面杖说，我得看看，两根葱要了半个

点儿，现种都长成了。刚拉开门，我奶的一个

牌搭子老太太正站在门外嚷， 赶紧出来看

吧，你家王战团上房揭瓦了。 一家老小跑出

门口，回首一瞧，自家屋顶在寒冬的月光下

映出一晕翡翠色， 那是整片排列有序的葱

瓦，一层覆一层。王战团站在棱顶中央，两臂

平展开来，左右各套着腰粗的葱捆。 葱尾由

绿渐黄的叶尖纷纷向地面耷拉着，似极了丰

盛错落的羽毛。 那是一双葱翅。 王战团双腿

一高一低地站姿仿若要起飞， 两眼放光，冲

屋檐下喊，妈，葱够不？ 我奶回喊，你给我下

来！ 王战团又喊，秀玲，女儿的名字我想好

了，叫海鸥，王海鸥。大姑回喊，行，海鸥就海

鸥了，你给我下来！王战团造型稳如泰山。十

几户门口大葱被掠光的邻居们，都已聚集到

我奶家门口，有人附声道，海洋他爹，海鸥他

爹啊，你快下来，瓦脆，别跌了。 我爸这边已

经开始架梯子，要上去迎他。王战团突然说，

都别眨眼，我飞一个。 只见他踏在前那条腿

先发力，后腿跟上，脚下腾起瓦片间的积灰

与碧绿的葱屑，瞬间移身至房檐边缘，胸腹

一收力，人拔根跃起，在距离地面三米来高

的空中，猛力扑扇几下葱翅，卷起一阵泥草

味的青风，迷了平地上所有人的眼。 当众人

再度睁开眼时，发现王战团并非一条直线落

在他们面前， 而是一条弧线降在了他们身

后。 我爸挂在梯子上，抬头来回地找寻刚刚

那道不可能存在的弧线，嘟囔说，不应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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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复发太突然，没人刺激他，王战团

是被章丘大葱刺激的。 我奶再次跟大姑提

出，将王战团送去精神病院，大姑不用想就

拒绝。我三姑说，大姐，我给你找个人，我插队

时候认识的，绝对好使。 大姑问，多钱？ 三姑

说，当人面千万别提钱，犯忌。 大姑说，知道

了，先备两百，不够再跟妈借，你说这人哪个

单位的？ 三姑说，没单位，周围看事儿。

赵老师被我三姑从铁岭接来那天， 直接

到的我奶家。我奶怀里抱着海鸥。我爸身为独

子，掌事儿，得在。 再就是我三个姑姑，以及王

战团本人，他不知道当天要迎接谁。 赵老师一

走进屋，一句招呼都没打，直奔王战团跟前，

自己拉了把凳子脸贴脸地坐下， 盯着他看了

半天， 还是不说话。 三姑在背后对大姑悄声

说，神不，不用问就知道看谁的。 那边王战团

也不惊慌，脸又贴近一步，反而先开口说，你

两只眼睛不一般大。 赵老师说，没病。 大姑

说，太好了。赵老师又说，但有东西。我奶问，

谁有东西？赵老师说，他身上跟着东西。三姑

问，啥东西？赵老师说，冤亲债主。二姑问，谁

啊？ 赵老师不再答了，继续盯着王战团，你杀

过人吧？ 我爸坐不住了，扯啥犊子呢，我大姐

夫当兵的，又不是土匪。 赵老师说，别人闭嘴，

我问他呢，杀没没过人？ 王战团说，杀过猪，鸡

也杀过，出海时候天天杀鱼。 赵老师说，老实

点儿。王战团说，你左眼比右眼大。赵老师，你

别说了，让你身上那个出来说。 王战团突然不

说话了，一个字再没有。 我爸不耐烦了，到底

有病没病？ 赵老师突然收紧双拳，指骨节顶住

太阳穴紧揉，不对，磁场不对，脑瓜子疼。 三姑

说，影响赵老师发挥了。大姑问，那咋整？赵老

师说，那东西今天没跟来，在你家呢。 大姑说，

那去我家啊？ 赵老师忍痛点头， 又指着我爸

说，男的不能在，你别跟着。 王战团这时突然

又开口了，说，海洋在家呢，也是男的。 赵老师

起身，说，小孩儿不算。

（《仙症》郑执/著，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