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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世界与熟成青年
章玲玲

万物皆敌不过时间， 世界在不停息地

改变， 日升日落中蜉蝣般的人类也在不停

息地前进， 有失有得也有不得已。 夏周敏

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变迁中小人物的两难抉

择，由六个短篇连缀而成的小说集《戴王冠

的白鹦鹉》，浓缩了种种关于爱和生命的难

题。 作为“95 后”青年作家，他纯真且洞明，

事实与故事的交叠，感情与理智的碰撞，让

那只贯穿群文的白鹦鹉直击心灵。

六座城，六个故事，而所有故事中的结

毫无例外都是那只白鹦鹉， 每个故事仿佛

都夹进了一张特有的风俗名片， 其中有上

海老牌的实体书店， 纵然?载着一代读者

的文艺记忆， 也免不了随着电商的发展而

黯然收场。还有悉尼歌剧院前亮起的灯火、

自由女神像前热闹的游人、 东京塔前绚烂

的灯火……年轻人或落寞或欢乐的身影穿

梭其间， 在这个科技跃升、 信息爆炸的时

代，人心可以很近，也可以疏离，一个个关

于生死和爱的故事就此上演。

第一个故事《左手》发生在上海，两代

人的爱恨纠葛让故事富有层次感， 可以为

爱情不顾一切，也可以为名利选择婚姻，最

终白鹦鹉衔着灵魂安息，有愧者终入法网。

第二个故事关于父女，父亲身患绝症，回天

乏术， 但身为女儿的顾红梅不顾父亲和哥

哥的反对，执意坚持化疗。白鹦鹉化为身着

白西装的男子在飘渺的时空里和顾红梅进

行了一场对话，前尘往事一一浮现，和父亲

的罅隙也逐渐清晰， 自己所谓的好在亲人

眼里可能是煎熬， 也可能是以爱为名的绑

架。 第三个故事发生于纽约，“我” 作为资

深记者去采访导演，邂逅了舞者黄锭欣，这

个颇有绘画天赋的女孩在父母的要求下改

学舞蹈和钢琴， 努力练舞希望能登上自己

梦寐以求的舞台， 然而突如其来的酒吧遇

袭让她在混乱中崴了脚，无法和“我”再续

那个演出的约定。 彼此间关于梦想的畅谈

也就搁置不提，“我”最终撤掉了那篇慷慨

激昂的报道，而幸运的是，两年后，那个女

孩成为了漫画家。 而到了最后的第六个故

事《哀矜之时》里，则是群文的收束，失恋的

歌手回忆过往， 深受好友亲人离世打击的

女生甘愿放弃记忆， 但施了咒语的记忆终

究会被激活， 加速涌来的后果无疑是痛苦

的成长，所有的哀矜时刻都可以化作音乐，

将现实中的休止符予以回放。

这些虚实交织的故事每一个都令人感

动，有人追不上亲人的弥留，有人想爱而不

得。 就像书中那曲哀矜之作———《倒计时》

所唱的那样：“为何青春充满遗憾和烦恼 /

?诺在现实面前显得渺小 /?输给时间和

距离的阻挠/失去之后才明白你多重要。 ”

故事之所以真实且虚幻， 原因便在于作者

兼具时代观察者与记录者的身份， 这一点

夏周自己也在后记中提到，2017 年拉斯维

加斯枪击案、2018 年伦敦马拉松选手死亡

案、2019 年日本京都动画纵火案……这些

时事都被融合进他的故事中， 而文字间流

露出的种种情感，同样普遍而真切，或放手

或坚持的抉择当然也没有对错之分。 答案

尽在读者心中， 但它却让人相信， 哀矜时

分， 抬起头或许真的会发现一只戴王冠的

鹦鹉，冲向天空，没有犹豫，也带不走遗憾。

（《戴王冠的白鹦鹉 》夏周/著 ，浙江文
艺出版社）

惟有草木最深情
海飞

收到那海散文新作《故宫草木志》，心

中讶异于作者为什么选择写草木，而不是

选择写其他， 哪怕是选择故宫的龙椅、天

气、光阴、大红宫墙或者一只猫。 此刻，杭

州城春天的草木， 正在郁郁葱葱地升腾、

生长，在风中忘乎所以地飘摇。 我简陋粗

鄙的日常生活中，偶尔会行走在杭州城一

条穿城而过的河边 ， 看到那些亲切的草

木 ，陡然惊醒 ，让我感知人间正是植物欢

呼尖叫的季节，我们本身就成为了春天的

一部分。

这些春天普通的草木提醒我们， 人生

在持续地行进，人间孤单而美好。那么也是

此刻，紫禁城的春天，正在那海的新作《故

宫草木志》中矜持地呈现。文华殿前绚烂的

海棠花瓣飘落如雨， 武英殿的丁香幽深长

远，御花园的牡丹含苞待放……在我眼里，

这是一部禅意之书， 也是一部将故宫草木

及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与草木相关的文物结

合得天衣无缝的美文集。全书分为三辑，大

致以春花、夏果、秋树为序。 其中梅花、玉

兰、海棠 、山茶 、牡丹 、石榴花 、木芙蓉 、桂

花、乌桕等花木，杨梅、桃子、葡萄、柿子等

佳果单独成篇， 根据文字精心选配故宫博

物院藏的古代文物，在那些陈旧的图案里，

淡淡地泛着艺术生命力与不朽的光华。 在

书中， 故宫现实中的春花美景与画中的海

棠、青白玉雕的玉兰、雕漆盘上的牡丹相互

映衬，古老的书画、器具、书籍上的花木形

象顿时鲜活起来，旁及玩月赏雪的风雅。

我想，扑面而来的纸的气息，以及纸上

所有的烟岚， 就是植物的气息和升腾的灵

魂。那海穿针引线，让植物和纸在这一本书

中美好地相遇。故宫这样的地方，是有人一

生中最繁华和最萧条都依次呈现的地方，

有华贵也有杀机，有紫气也有阴柔。而故宫

的植物， 是所有宫中这一切像电影一样上

演着的爱情、斗争、荣光、血泪、虐心、悲鸣

等事件的见证者。她不语，不代表她没有目

光，不代表她没有心脏，不代表她不敏感不

热烈，她只是将所有的见解，收进自己深深

的孤独中，一言不发。

我当然相信草木是孤独的。 在我漫长

的少年时代，经常站在村外河边的滩涂上，

站在齐腰深的枯黄的野草中， 望着在鸟影

中徐徐远去的夕阳。直到成年后，我仍然把

自己封闭在狭小的书房， 我能听见时间像

流水一样从身边远逝时的声音。草木静美，

时光深远， 那种寂静之美会让人心无半点

染尘，那是一种震撼的绵延的静美。

所以我这样想，那海是有幸的，不是每

一个人都能体验此中弥足珍贵的静美。

此外我坚定地认为， 那海是一个被忽

视的散文家。 之前她出版了《溪山可行旅》

《华美的冒险》《明清后妃的爱恨往事》《写

作的女人危险》《有限的完美》等散文著作，

几乎都是故宫出版社出版的。 每次出版新

作，她都有寄我新书。 打开第一页，我就能

知道她静秀却又跳跃的文字， 能在散文界

的哪个刻度线上。但是，有时候连她自己也

忽视着自己的写作，从无圈层，但矛盾的是

她对文字又无限热爱。她就像草木，有时候

沉浸在露水白霜的冷寒中， 有时候泡染在

晚霞黄昏的暖意里。恣意地，无所谓地在风

中飘摇，像被风吹起的芦苇花。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忽视自己的人生，

腼腆、与世无争是她的常态，在不多的交往

或者凭直觉臆断的粗浅认知里， 我觉得她

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不谙世事。她在自

序中写到：“那日在故宫见一角宫檐边探出

几枝粉红的桃花，含烟带雾，像极恽南田的

一幅桃花图。宫中之草木，与世间平常草木

一般，哪有什么富丽与华贵，不过就是真诚

地开着花，过着滚烫或清冷的一生……”

所以我也私下里猜测， 那海其实是把

一切看得十分明白的人。 尽管我们如草木

一般生长， 但却经常会在人生中迷失了方

向。 人生如同草木一般，有时候葱茏，有时

候颓败，最后归于尘土，像未曾来过这世界

一般。 故旧的大宫殿， 让人想到辽阔和苍

凉，草木让人想到人生和温暖。 那么，那海

笔下的故宫草木，让人想到，辽阔的人生，

既温暖，又苍凉。

惟有草木最深情。 这本书中的每一个

文字，都是那海写给草木的情书。

（《故宫草木志》那海/著，故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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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深是一位事
业有成的企业家 。

2018 ? ， 他用四
个月时间写出一部
70 ?字的长篇小
说 《根 》，描写主人
公庄坤林投身抗
日、 为国殉难的故
事，主题鲜明，情节
生动， 洋溢着爱国
主义和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 。 2019 ?
《根》由上海文艺出
版社出版， 在社会
上引起一定反响 ，

文学界评论界也给
予积极评价。 时隔
两三?， 庄深又在
几个月中一气写出
200 多首诗歌 ，并
将其中的 100 多
首结集出版。 这就
是呈现在我们面前
的这本《亲爱的，我
们去踏秋》。

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企业家辛勤
笔耕并收获如此成果？浏览诗集后，我
与庄深有过一次深入的交流， 感到大
概可以归结为这样三点。

一是厚积薄发。 一个业余作者要
在一念之下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或上百
首诗歌，通常是不大可能的。创作需要
扎实的文字功底和相应的写作能力，

更需要丰富的社会经历、 厚实的生活
基础和深刻的审美认知， 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厚积薄发。 庄深是具备这些条
件的。他坦承自己是基层诗人，经历丰
富，生活扎实，感悟更接地气。 他的诗
歌，题材大多源于现实生活，尤其是当
代基层社会生活， 凸显作者对普通百
姓生活、理想、命运的深刻关切，不是
无病呻吟。 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是充满激情。 庄深读过不少中
外名著， 从小就有走进文学圣殿的梦
想。 梦想是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
憧憬和渴望。但光有梦想没有激情，不
肯付出，梦想常常会流于幻想或妄想。

有激情，就会有追求，就会去创造；有
激情，才肯辛勤付出，无怨无悔，使人
生为之璀璨。让梦想开花结果的人生，

一定是富有激情、不惧挑战的人生。因
为有生而为人、奋力向上的生命激情，

庄深的诗歌充满梦想的追求和情感的
澎湃，孜孜不倦、厚积薄发的文学追求
最终化为创作成果。

三是审美理念。 庄深的诗歌将观
察视角瞄准现实世界和世相百态，致
力于对生活经历进行真实写照和诗意
解构， 字里行间蕴含对真善美的热切
追求， 其审美理念是与我们这个伟大
时代合拍的。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
生”，和长篇小说《根》一样，庄深诗集
中不少作品也洋溢着 “位卑未敢忘忧
国”的家国情怀，反映作者正确的价值
判断和价值取向。 这种建立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审美理念，在
当下尤其值得倡导。

当然，这本诗集中一些作品的内容
与形式有待进一步完善， 但总体而言，

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2014?习
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 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
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
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衷心希
望庄深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 扎根人
民，扎根生活，与时代共命运，与百姓共
悲欢，有更多更好的诗歌作品问世。

（《亲爱的，我们去踏秋》庄深/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