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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每一个生命的“桃花源”

刘小波

残雪的长篇新作《水乡 》是一部

富有意境又充满象征意味的作品 。

《水乡》的开篇是极为平和的：一对在

野鸭滩的老年夫妻，生命中余下的时

光似乎已经不多，“退耕还湖”后还是

生活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

论是日常的对话，还是突然与邻居的

和解，都显现出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

活意境。 接下来外来者不断闯入，也

并未扰乱了原本平静的生活。所有人

心之所往皆是水乡。 《水乡》中反复出

现的“水乡”，不单单是一个地名或者

一个地方，而是有着多重所指，是一

个乌托邦，一个世外桃源，一个肉身

的寄寓之地， 一个灵魂的庇护之所

……在水乡野鸭滩，似乎每一个人都

获得了重生。

《水乡 》围绕洞庭湖展开书写 ，

小说回望了多年前的围湖造田运

动，让“八百里洞庭”变成“三百里洞

庭 ”，引发了很多生态问题 ，在生态

问题得到重视的 1990 年代末 ，又开

始了退耕还湖。 围湖造田和退耕还

湖都是时代的产物， 作家对其进行

了艺术的提炼。 常永三这类的人物

形象也是时代造就的产物 ， 他的身

份经历了从集体经济时代的领导

者，到单干的个体户角色的转换，直

到老年时代仍然居住在自己曾经辛

勤劳作的湖边， 这样一个事件和人

物给小说接上了现实的气息。

寻找是小说的主题之一，每一个

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小说

书写的是相对独立的故事和人物，主

要包括移民到野鸭滩并生活到老的

人，工作和生活失意的南、竹、尤等一

群人；寻找自己亲人的黄土；城市底

层的老曹；在城市艰难求生的铁锤和

铁扇； 年轻时离家中年又归来的秀

原； 热衷探寻洞庭湖历史的三角梅；

流浪者老鱼叔叔、归来者老亮，等等。

这一群人相互之间并无关联，但是和

湖却都有关联，或者根在湖，或者向

往湖，或者逃往湖，彼此独立的人和

事被湖关联了起来。 不同的人，在野

鸭滩碰面了， 几段相对独立的故事，

在水乡中汇合了。 这些群体，涉及各

种职业群体 ，除了人，大量的动物似

乎也在寻找着属于它们的“水乡”，由

此，作家表达的就是每一种生命的寻

找之旅了。

《水乡》书写了现代人的困惑，这

种困惑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 。 虽然

他们也是生活在当下 ， 过着看似正

常的生活， 但是与周围环境格格不

入。 《水乡》中的旅馆、棚屋与卡夫卡

笔下的城堡有一定的沿袭。 《水乡 》

的叙述中夹杂着太多额外文本 ，旁

逸斜出，晦涩难懂，比如多次提及人

们对湖底世界的好奇向往 ， 甚至是

以身涉险 ，亲自体验 ；又比如 ，黄土

突然间被告知自己的父母并不是真

正的父母， 甚至爷爷奶奶的坟也是

假的；再比如，秀钟生活在永生的意

境中。 种种描写，都是信手拈来 ，天

马行空， 作家最终没有给出一个确

定的描述或者说答案。

残雪的小说具有一种先锋的影

子和实验的气质，追求自动写作和神

秘书写，探询隐秘的精神世界，从早

期的《黄泥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

开始，到《五香街》《最后的情人》《一

种快要消失的职业》等，都有很多超

现实的书写，她的作品也以晦涩难懂

著称，即便她的作品在国内外有着广

大的读者群和影响力，很多读者并没

有读懂其作品，但是仍被她独特的书

写模式所吸引。

残雪在《水乡》中所写的很多情

节仍然具有超现实的意味，但是相比

之前的作品，更加表现出了一种祥和

宁静的气质， 呈现出一种晚年风格。

不过越是到晚期写作，对早期写作回

溯就会更加明显，《水乡》又回到了残

雪式的叙述空缺，大量的人物和事件

被作家纳入笔下，但很多的人和事又

没有明确的下文， 叙述不断中断，作

家不停地另起炉灶， 引出新的人和

事。 越到晚年，残雪小说的哲学性越

是凸显， 行文充满着浓郁的哲思，因

与果的辩证法、 善与恶的相对论、传

统与现代的博弈、现实与梦境幻觉的

互相交融，都在文本中一一呈现。

《水乡》出现了“幸福乐园 ”这样

的标题，每个人都在野鸭滩寻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一片领地，也似乎找到了

自己的幸福， 但到了小说的结尾，老

亮不断地揉自己的眼 ， 想让自己确

信，发生的这一切全是真的。 这一切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 作者留下了悬

念，并无答案。 残雪一贯不会给出答

案， 只是温和而善意的提醒人们，问

题早已经摆在那里了，你看着办吧。

（残雪长篇新作《水乡》，刊于《芙
蓉》202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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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一向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位学者和作家———必须强调的
也许还有，是“女”学者。 所以，鱼
丽有一篇文章写道：“从《诗经》里
随手拈来‘采薇’一词，也许是因
为词意的青翠， 给人以一花一世
界的念想。 想起扬之水先生沉浸
于古典文学传统之中，终朝采蓝、

采绿的，这篇名‘采薇’的小文，也
算是一个呼应吧。 ”正得我心也，

何况，鱼丽与我虽从未谋面，但亦
可称得上文字知己素心人。

鱼丽喜欢将平日里的所见所
闻所悟落于纸上。没有宏大叙事，

只是些微观甚至琐屑的小细节 ，

却足以动人。 书画、园林、名人故
居，还有大自然的风霜雨露、花草
树木，以及刺绣等等，林林总总，

一物一景， 在她心底泛起的涟漪
小小的、轻轻的、细细的，不仅使
她自己享受生活的惊喜， 更有一
种温润的力量令读者在阅读中感
到稳妥、安静和愉悦。忍不住将书
稿推荐给我的女学生们先睹为
快，她们也都微微地笑了，是会心的微笑———

一个大三女生觉得“（鱼丽）似乎对绿色情有独钟，

但她不用绿，而是用‘碧’。她写《碧》，又写《碧奴》，可见
其对生活之细致，对事物之思考。 不过一种颜色，不过
一株花草，却能从中衍生出如此密密麻麻的枝桠来，怪
不得为她作序的汪凌说她是 ‘心思细腻婉转却到了极
处’。然而这样的心思却不似林黛玉那般，心细至郁结，

反倒多一分豁达和豪迈。 ”

而另外一个女孩子则如是书写读后感：“春天里的
白梨花把童年里的梦映得斑斓， 江南的夏天多热烈的
荷， 秋天南京异常美丽的街道， 冬天因为梅意而有福
气；书里还有对《闲情偶寄》《浮生六记》《瓶花谱》《武林
旧事》《李清照词集》《杨绛传》等作品的介绍和看法，观
点新颖，带有自己的特色，一股独有的古典韵味。”同时
强调自己和鱼丽一样喜欢戏曲、刺绣、书画，“但因现实
缘故，许多时候不能亲身体验。 因而在书中看得，觉得
很高兴，似乎和这些精致物件儿的距离都近了半分。这
时候，便又是另一种诗意的生活了，不能去到广阔的天
地中， 却透过他人的描述暂时断开现实的影响而享受
这些情致带来的欢悦，何尝不是一种柔情？！ ”

鱼丽对世间所遇之物都带着包容和温情， 感激并
感恩。或许正是因了这种心态，她在品读他人的文字时
往往带有闲聊的感觉， 不带批判的色彩， 只是随意闲
谈，但却并不比大篇的评论性文字的感觉来得差，却反
而更平实，有味儿，耐得细品。

《海上风情录》共四辑，分别名为“典藏风情”“感旧
往事”“四季书笺”“四时滋味”。 陈思和先生的女弟子、

复旦才女汪凌序曰“珠灰色的鱼丽”———“珠灰”二字下
得绝妙，不仅仅带有海上女作家张爱玲的情韵气派，而
且心境的底色“灰”与微明闪烁的“珠”相映衬，生活就
不再是庸常的琐碎 ， 而是有致有趣有品的情意了 。

———这段感悟，也来自我的一个女学生。

通篇借用 “90后” 小姑娘们的幽微体悟和细致议
论，一方面是最近困于眼疾的我的偷懒之法，另一方面，

也是我歪打正着的发现———其实， 鱼丽的文字女知己，

岂止是鬓间渐生二毛的吾侪，更多的是则是青翠、青葱
的学生辈———因为， 鱼丽的心和文字， 一如女学生，青
翠、青葱，是一江春水，绿如蓝，绿而蓝，可挹，可采。

（《海上风情录》鱼丽/著，中国旅游出版社）

书的诱惑，妙不可言

郑从彦

书是黄仕忠教授的“命根子”，书

的诱惑难以阻挡，将自己的新书取名

为《书的诱惑》，足见其对书的狂热 。

毫不夸张地说，与书为伴，一生无憾。

这种诱惑始于童年，废寝忘食地

阅读连环画，这在一开始或许就预示

着他与书“剪不断 ，理还乱”的情缘。

这种诱惑相伴终生， 访书、 品书、论

学、出版，究竟是“书缠住了我，还是

我离不了书”， 连黄仕忠自己都已搞

不清楚。

在多数现代人眼里，现在是书到

用时方恨多；但在黄仕忠心里，过去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 如此一来，读

书的意义，在吸收、思考、反省、批判、

求索。 汲取阅读的养分，为自己积累

宝贵的知识，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思

索阅读的意义，在不断追求、奋斗中，

寻得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反思

阅读的能力，跨越专业界限，觅得更

多未知的知识，从而实现阅读的再突

破。 反对一味“苦读”，既承认枯坐冷

板凳的必要性， 又深知选择的趣味、

阅读的持久力、批判的眼光，其实更

具现实意义。

黄仕忠不是藏书家，而是一个读

书、用书、研究书的人。在求学与探索

学术的道路上， 他悟得书要紧是用

的；在海内外寻访稀见戏曲类文献的

经历与整理出版过程中，他深谙书要

紧是用的；在为同行撰写序跋的文字

中，他明晰书要紧是用的。 书只有用

起来，才能实现价值，才能启迪众生，

才能永久流传。

书以静心。学问本是冷门事，唯有

静心可成事。黄教授向承王季思、徐朔

方教授之教泽，早期以研究《琵琶记》

出道，后来东渡日本，专注日藏戏曲文

献。偏重文献的作风，自然要求其有一

颗安静的学术之心。 考据所必需的朴

实、稳重、细致、耐心，则让他在工作上

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书以专心。戏曲是黄仕忠一生钻

研的领域，一开始，他研究《琵琶记》，

希望借助这一研究，对于认识和评价

其他古代戏曲作品，对于理解戏曲史

有所帮助。 殊不知，一入戏曲“伴”一

生。 随着《中国戏曲史研究》《戏曲文

献研究丛稿》《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

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等

一系列戏曲著作的完成， 专心的他，

收获颇丰，这也让他在中国戏曲史研

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学问本是冷门事，但从文献筑根

基。 ”学术研究一般都先了解和掌握基

础文献，然后才能慢慢深入。阅读文献

学家黄仕忠的学术随笔 《书的诱惑》，

或许也可一试该法： 先从 “上学记”

“访书记”“论学集”“怀人集” 等章节

了解和掌握黄仕忠的个人经历和学

术生涯，然后阅读“品书集”和“序跋

集”，慢慢深入，期求从该书中习得读

书与学问之道。

（《书的诱惑》黄仕忠/著，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