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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短篇小说集，底色为苦

难，浮现的却是河与黄昏。 李渝
笔下的暮色降落，是骚动将至的
预告 ；江水流转 ，是历史与记忆
的即将重现。 种种血泪伤痛，她
用艺术史学者的目光，化喧哗为
萧索， 呈现出清淡悠远的画面。

她以小说家身份提出的“多重渡
引 ”技巧 ，串联起故事中的无数
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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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生这个人， 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是很有

名气的。 他已经三十六岁了，还一事无成。 本来

他会这样默默无闻地终老一生， 但老天爷偏生

在一个很平常的春天里给了他扬名全城的机

会。 天气暖洋洋的，很容易让人精神懈怠。 也就

是在这种前提下， 古泊生局长惊异地注意到了

这样一种事实： 十三年间本局竟然有人没参加

过一次植树活动！

古局长拍案而起，大叫：

“他妈妈的怎么得了！ ”

花局办公室主任柴会卡也附和道：“这人就

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榆木疙瘩老牛筋，你叫不动

他，让他种树那是开枪杀他。 ”柴会卡刚才拿来

了一份参加植树节植树活动的人员名单， 名单

上的人都有资格领到一份不薄的礼品： 一包毛

尖茶叶、十五斤鸡蛋、一桶“天香”牌精制花生油

和两瓶“枪手”牌杀虫剂，另有五张净化水公司

分发的净化水票。 柴会卡暗示那些没参加植树

的人会因这份贵重的礼品动心， 陈志生这人就

极有可能。

古泊生局长的声音在春天的空气中轻飘

飘的：

“陈志生是不是去年也没参加植树呀？ ”

陈志生不光去年没参加植树， 前年也没参

加， 大前年也没参加……整整十三年就没参加

过一次植树活动， 而十三年前栽下的悬铃木早

已是根深叶茂了！ 植树造林，美化环境，惠及子

孙，国家设立植树节都有二十年了，他陈志生还

是不是中国人哪？古局长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古局长又一巴掌把那张名单从桌子上打下

去，叫道：

“叫陈志生来！ 我当面问他，是不是不想在

花局干啦！ 我看精简机构就得从这种目无法纪

的人开刀！ ”

柴会卡人称古泊生局长肚子里的虫子，柴

会卡很能理解古局长的愤怒。 柴会卡虽然还有

话要说，但他还是弯腰捡起名单往门外走去。可

是，古局长却又叫住了他。

古局长面无表情，也不看他，举着胳膊，大

拇指跟食指斗在一块儿， 无意中形成了一只杨

丽萍式孔雀嘴。 这只惟妙惟肖的孔雀嘴不停点

动着，像在啄米。

“回来回来，”古局长说，“我有重要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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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全花局轰动起来。全花局的人纷纷

走出各自的办公室， 登上从公交公司租来的两

辆大巴， 还有一些退休在家的老职工闻讯后也

陆续来到局里，被请上了局长专车，两辆双排座

的微型车分别装满了悬铃木树苗和植树工具。

办公室主任柴会卡忙前忙后地招呼着。 一切妥

当后，大队人马便浩浩荡荡地开上大街，驶向城

郊的小马河畔。

于是，全城的人都瞪大了眼睛。 花局是怎么

回事呀？ 花局看来是过糊涂了。 植树节不是早就

过去了吗？ 该不是人们大梦方觉，到了第二年的

植树节吧。 但这分明是植树节过后的第九天，有

人参加植树时沾在鞋子上的泥点还清晰可见。

这是信息时代， 市电视台马上获知了花局

在植树节之后组织职工植树活动的消息。 也就

是在古泊生的人马刚刚驶出城市中心大街的那

一刻， 一辆载着本城大美女施小婕的面包车像

鸟一样飞出了电视台电动大门。 面包车外形亮

丽，又有醒目的电视台标志，使得街上的很多行

人都不由得驻足观看， 就连交通警察也分散了

注意力，一看这辆采访车驶来，忙下意识地做出

了放行的手势。 人们猜不出采访车里坐着的会

是施小婕， 但能肯定坐在里面的是某个被全城

观众心仪已久的人物。

施小婕在出城的路上几次放下紧握的话

筒，整理衣领，端正形象。 没谁比她更知道自己

被全城观众欢迎的程度了， 良好的职业道德感

使她从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采访车畅通无阻地来到小马河畔，施小婕下

了车直奔植树现场。 大美女一到，人人都像吃了

兴奋剂，干得更欢了。施小婕找到古泊生，说明了

自己的采访意图，然后对着摄像机，情绪激动地

说：“欢腾的小马河，在植树节过后的第九天又迎

来了一群给它梳妆打扮的人。 草还没有绿，树还

没有发芽，但我们仍能听到大地正用它充满生命

力的绿色向我们诉说着它的欣喜。 ”

施小婕让自己镇静下来， 大大方方地转向

古泊生：

“古局长，我想提一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在

植树节之后组织这次活动呢？ ”

古局长说 ：“植树造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 植树造林绝不能因为植树节过去了就该停

止。我们栽下一棵树，就是献出我们对地球的一

份爱，一份责任心，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对人类

的关怀和尊重。 ”

“说得太好了！太好了！”施小婕不由得发出

喝彩。

古局长脸上放出团团红光。 他轻轻地清理

了一下嗓子，接着说：

“同时，我们也想以实际行动来说服教育某些

人，那些懒得植树、懒得下力气、无组织无纪律的同

志，尽快转变思想，加入全民植树的行列里来！ ”

施小婕赞同他的观点。 “这种人是有的，”她说，

“我很希望他们通过收看我们的节目而受到教育。 ”

古局长显然已经大大地激动起来。“社会上

有，”他说，“我们花局也有！就是现在，大伙儿正

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在一些退休的老同志也

纷纷赶来参加劳动的时候， 还有个别人坐在家

里，喝着茶水，跷着二郎腿，在享受别人创造的

良好的大气环境呢。 ”

“这个人是谁呢？ ”

古局长示意关掉摄像机。 “这个人是谁，我

就不要说了吧。 ”他对施小婕说。

但是敏感的施小婕已经产生了一个新奇的创

意。 她坚持让古泊生局长说出了陈志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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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泊生局长说得一点不错， 陈志生正坐在

家里无所事事， 茶杯里的水已经喝没了他也不

知道， 照旧不时地把茶杯端到嘴上喝一口。 忽

然，门铃响了。 陈志生反射性地一挺身子，放下

了二郎腿。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将腿坐麻

了，他的下半截就像空空的，只好无可奈何地听

着门铃声响了又响。

打开门后， 陈志生首先看到的就是市电视

台的大美女。 但他凭直觉断定他们是来干什么

的，便一下子发怒了。

“你是陈志生同志吧。 ”施小婕把话筒伸到

了他的面前。但她话音未落，就听他气汹汹地嚷

了一句：

“出去！ ”

施小婕当然感到有些难堪， 但她并没有失去

一个经验丰富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从容气度。只见

她迎着陈志生跨进门内， 继续沉着地追问道：“陈

志生同志，请谈谈你对植树造林的看法好吗？ ”

应当说陈志生这人性情还是相当平和的，当

他清楚地认出站在自己跟前的香馥馥的女人就

是施小婕时，他马上为自己的粗暴无礼产生悔意

了。 施小婕是那么好的女人，过去只是在电视屏

幕上见到过，而现在，她就站在自己面前，虽然在

从户外赶来的路上衣着面貌染上了丝丝风尘，但

那股清新动人的神气并没有减少半分。谁面对这

样的女人都会错以为自己是在接近仙境。

陈志生往后退了一步， 随同施小婕而来的

人也便涌入门内。陈志生只一瞥，就发现局里的

一个同事手里拿着一柄铁锨， 还有一块崭新的

白羊肚手巾。

（《花局》王方晨/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

作家王方晨长篇小说新作，

描写发生在所谓“花局”的令人啼
笑皆非、匪夷所思的故事，故事背
后却蕴含深意。 在古局长的领导
下，花局表面四平八稳、井井有条
的工作中， 却总是冒出看似寻常
却难以解决的尴尬事， 跳出处理
不好日常事务的尴尬人。 小说看
似书写庸常生活， 却在对素材的
提炼、 加工和变形的基础上做了
超现实的处理， 赋予其象征意义
和寓言性质，具有荒诞色彩。

《没有重量的人》

[?西哥]?莱里娅·路易塞利/著
轩乐/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4 月版
小说三个时空中展开， 三重

故事相互交织，最后融为一体。在
墨西哥城， 一个年轻的母亲正在
书写她曾在纽约度过的青春时
代。在纽约，一位翻译者拼命想要
出版一位无名的墨西哥诗人希尔
韦托·欧文的作品。 在费城，患白
内障而渐渐失明的希尔韦托·欧
文， 讲述着他和诗人洛尔迦的友
谊……众多平凡的生命， 在写作
和文字中不朽、重生。

《中国叙事》

浦安迪/著，吴文权/译
行思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1 年 4 月版
该作由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和比较文学系教授浦安迪主编，

召集了包括他在内十二位欧美具
代表性的汉学家， 系统考察了中
国古代多部叙事作品。 作品用叙
事学中的各种概念、理论、视角来
考察与剖析中国叙事文学的结构
特点、 视角特点与深层的中国审
美精神与宇宙观的内在联系。

王方晨，山东金乡人。作品多
次入选多种文学选本、 文学选刊
以及全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

中国小说学会全国短篇小说排行
榜、“中国有声”70 年 70 部·优秀
有声阅读文学作品， 并译介为多
国文字。 曾获《中国作家》优秀短
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

百花文学奖 、年度军旅优秀文学
作品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