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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具有非同寻常的创造力。这是读

《若只初见》时一直萦绕在我头脑里的话。

另一句则是，真正优秀的回忆性作品需要

作者具有高度的审美鉴赏力。阅读中我被

某种难以言说的光晕紧紧抓住。我以为，

正是这种光晕使《若只初见》卓而不同。

小说故事并不复杂。它关于一个中年

男人的“追忆似水年华”。追忆是这部小说

的基调，“女王”是小说的女主角，她擅弹古

筝，美丽自信、坦然率性而毫不扭捏，在过

往岁月中，“我”和身边的很多人都被她的

光芒吸引。这位女性有咄咄逼人的气势，

她视男主角“我”为精神按摩师，可以与之

彻夜长谈；她直白地表达，渴望与第一次见

面的导演谈场恋爱；她甚至视爱情为战争，

执拗想得到年长导师的爱。这位名叫青青

的“女王”，是天生有光芒的女人，她是那种

要不顾一切冲破牢笼做自己的人，也是在

通常伦理框架下难以归类的人。

在很多人看来，回忆体小说有如显微

镜，可以放大以往的诸多细节，但其实，真

正的回忆小说更接近于天文望远镜，小说

家要从遥远浩茫的岁月中搜寻、发现并认

取那个人、那件事。借助“望远镜”，作家拉

近我们与“她”的距离，和我们一起在岁月

的尘埃中凝视。要将“她”从岁月深处召唤

而出，这需要写作者的审美眼光。那些人

那些事为何如此难忘，“她”的光芒如何映

照于今，这是每一位回忆者要面对的。显

然，程永新有小说家的异禀，他一眼就看到

了被岁月湮没的“她”，打捞、拾捡、拼凑，重

新复原那些时光碎片。也许我们曾经无法

理解“她”，但是，要正视“她”。

回忆的魅力在于将过往的生活重新进

行排列，回忆是按照“我”的心意，使时间重

新返回；回忆是将过去发生的一切复原以

易于理解，它使复杂无序变得有序而暗含

逻辑。也许当年的一切都是懵懂的，但当

叙述人回忆过往，一件件一桩桩事物被召

唤而来，“她”身上巨大的能量将被重新认

识，那是属于生命本身的力量，是用理智无

法言喻的力量。

程永新是当代作家耳熟能详的著名编

辑，是许多重要作家、重要作品的发现者与

发掘者，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文

学的发展作过重要贡献的人。似乎因为全

身心投入编辑工作，他的小说数量并不多。

虽然不多，却篇篇都别出路径、别有光泽。

程永新总能在习焉不察的人事中发掘

出一种陌生的诗意，那种诗意有如钉子般

钉在读者记忆里；他也总能在生活的某个

不经意处点燃起火花，一下子整个作品变

得神采奕奕。我尤其喜欢他的长篇《穿旗

袍的姨妈》，在我看来，那部小说的魅力在

于作家对生活的重新发现能力，他似乎尤

其关注那些难以归类的女性人物，关注她

们身上那些光泽与魅性。正是对这些光泽

与魅性的发现，程永新成为了当代文坛独

有风格和追求的写作者。

《若只初见》也是如此。“女王”是游离

于伦理规则之外的人，对这一人物的关注

是这部作品最迷人之处。但这部作品并非

泛泛关注，而是沉思后的结晶。小说家带

领读者犹如看电影一样看往日岁月，有闪

回，有推进，有停止，也有放大。在回忆

中，“我”坦然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同时，

“我”也冷眼旁观。“我”是当事人，也是观众。

《若只初见》里有一种命运感。它是

沧桑之作，而非虚与委蛇、左顾言他的回

忆录。在这里，沧桑是静水深流，是过尽

千帆，也是水落石出。这是沧桑之人的反

省与感喟，小说直截了当地进入时间与生

命的深处追问，何为人生之美，人生之要

义？叙述人眼见着女主角乐此不疲地进

行探险，眼见着她英年早逝，被疾病带走，

但与此同时，叙述人也遭遇了不同的“青

青”，她们是不同的与他产生关系的女性，

她们的名字总让人想到“女王”。也正是

在其后的岁月里，他常常想到《广陵散》，

想到琴弦中断。

无论怎样，曲子依然会被不同的人弹

奏下去——《若只初见》里，小说家致敬的

是“女王”青青和她的岁月，更是人如何在

她的时光隧道里完成生命探险。

我喜欢《若只初见》中关于“回忆”的使

用，对“回忆”的使用使这部小说有沧桑感

却没有沉沉暮气。回忆使“她”在重现的时

间里闪闪发光，回忆使我们重新理解“她”

的探险和她的意义；回忆也使我们穿越岁

月的微茫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与

事、那些曾经激荡我们的记忆。事实上，读

者会从这部小说中会感受到某种力量，那

是历经岁月初心未改，那是大浪淘沙“本

来”犹在，那是来自时间的馈赠。

（《若只初见》程永新/著，上海文艺出
版社）

张 莉

在时光隧道里完成情感探险

陕西，在中国文学界被称作文学大

省。在蔚为壮观的散文写作大军中，陕西

作家朱鸿的历史文化散文在当代文坛独

树一帜，并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文化现象。

作家贾平凹曾这样评价朱鸿散文：“他的

散文许多篇章已相当精美，又没有染上作

家最容易染上的一种定格的毛病，它清新

鲜活，涌动之势正旺。”三十年过去了，朱

鸿的散文创作成就斐然，依然不变的是情

出自然，至真至诚，典雅精约。

如果说朱鸿此前的散文创作是在思

考和书写长安宏大的历史文化，那么最新

出版的《吾情若蓝》，是朱鸿书写生命与精

神成长的心灵史，是心灵倾诉类的散文。

从作品中了解一个作家，是解读作家

最好的方式。朱鸿在这部散文集中，倾注

了深厚的情感，赤诚的情怀，对城市、农村

的二元结构下的生活形态和成长环境进

行了生命体验式的深入心灵的书写。作

品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故土、亲人和田园

的精神依恋与乡愁，青春的美好与爱情的

挫折，生活的磨难与奋斗的艰辛，对关中

地理文化的田野调查和文化书写，以及对

他的精神与人格成长影响较大的文化大

师和偶像们的心慕笔追。

沈从文说：“经验世界原有两种方式，

一是身临其境，一是思想散步。”作为一位

成名较早的散文作家，从小在少陵原上长

大，有祖父祖母的宠爱，在典型的工农家

庭中成长。父慈母爱，在长安城与少陵原

之间奔走，父亲工作的忙碌令他耳濡目

染，母亲一年四季在家里田里劳作不休。

这些在《母亲的意象》《不能想的父亲》《告

别》等文中，阅读时如临其境，“情深而不

诡，风清而不杂”，文笔洗练，情感真挚，感

人肺腑。值得推崇的是《母亲的意象》一

文，开篇，他以凝练的文字高度概括了母

亲，堪称经典，从外在到内在，从性格到性

情，从品格到品性，遣词精准，神形兼备。

“人生有三重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

众生。”在散文里能看到这三重境界，便是

高格。在朱鸿散文中，能够读到作者大胆

披露自己年轻时朦胧的爱，酸涩的爱，或是

电光火石般璀璨的爱。在《窈窕淑女》《一

次没有表白的爱》《恋爱记挫》《别难》中都

有或深或浅的记录。读朱鸿散文，文字精

美，修辞立诚，意蕴深厚。文字绵密而有重

量，抒情言犹未尽，耐人回味；在对细节的

描述和把握上，尤其是对内心波澜的描述，

精微而到位。如李泽厚所说的“细节忠实

和诗意追求”，细节的力量不仅在小说里，

在散文里也是如此显见。

一个作家的成长是有其生命轨迹和

成长脉络可循的，朱鸿散文亦是如此。他

生长在离长安城很近的少陵原上，多少年

来被那片土地上的儒家文化、乡土社会、

长安文化熏陶滋养，即使走出那片土地，

他仍然魂牵梦萦，说不尽，写不完。他的

散文不仅写人之常情，有着宏阔的文化视

野、深广的精神空间，更有着深刻的思想

观点和明显的文化辨识度。

每个人都是从他自身的历史走来，作

家比常人多了一项精神思考。同样是书写

故乡、故土，朱鸿散文具有经典散文的审美

意义。在《出城踏雪》中，自然景物的描写

寻常中有不同。这篇文章有庄子散文的经

典古意。与天地同乐，在少陵原皑皑的雪

野里踏雪，独与天地共往来，在文章里作者

讲到了“程门立雪”的典故，提到了苏轼的

《夜游天承寺》和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在

看似寻常的行走文字中，人的思维和精神

的层次不同，笔下的内容与文章的意境和

张力，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繁盛景象。

“蓝”色在通常诸多的解释和注释之

外，还有一层最关键的含义，那就是“蓝色

意味着纯洁和责任”。在浮躁的现代社

会，光怪陆离的物质诱惑，有时会使人丧

失目标和坚守，在迷茫的时候读一读《吾

情若蓝》，会让人的心安静下来。

（《吾情若蓝》朱鸿/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丽梅

意蕴深厚的长安“蓝”

恐怖究竟是什
么？一切能够唤起
人类恐惧情绪的存
在或许都应该归纳
于此。根据希区柯
克的炸弹理论，恐怖
小说带给读者的恐
惧感，并不来源于直
接的感官刺激，而
来自于等待恐惧降
临的过程。精彩的
恐怖小说往往与悬
念相伴相生，好的
悬念能为恐怖故事
增色不少。精彩的
恐怖小说往往还需
具备细节性和不完
整性。细节性是指
作品中一定要尽可
能多的提供细节描
述，而不完整性是
指通过阅读小说，
读者并不能了解作
品所呈现故事的全貌。细节提供的意
义不仅在于描述事物，更在于营造不可
知全貌的迷雾，正如盲人摸象一般。二
者相结合下，读者不可避免地陷入细节
详实但全貌未知的迷雾之中。

故事戛然而止之后，结局之外的
画面，一切未尽的解读都交给了读
者。好的悬念、充分的细节共同营造
被迷雾包裹的故事，“疑心生暗鬼”，
最终由作者和读者一起创造出了独
一无二的绝佳恐怖作品。雪莉 ·杰克
逊收录于《她只说“是的”》中的短篇
小说，恰好是这其中翘楚，以等待恐
惧降临提升悬疑之感，以短篇体积充
分留白，又在作品中藏住丰富的细
节，最终完成了以“知道细节越多，越
无法窥探全貌，最终深陷恐慌”为特
征的系列作品。

收录在本书中的作品，最能体现
上述特征的作品，笔者认为是名为
《客居异事》的一篇。故事本身十分
简单，读者跟随客人玛格丽特的脚
步，来到卡拉 ·罗兹的家中，度过了宛
如梦境般的假期。就是这样简单的
一句话就能概括，从实际篇幅来看也
不过30页的体量的故事，却能戳中读
者的心，感到恐怖。

循着故事的结尾提到的老旧、绣
图等，我们再次阅读这个故事，再度
品味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中提及了
大量细节，每个细节对拼凑全貌都很
重要。在大量隐藏的细节外，诸如
“塔楼探访玛格丽特”、“塔楼玛格丽
特与哥哥交谈”乃至最终送别哥哥一
段等情节无疑进一步细化了整个故
事，让故事中迷雾渐浓，而悬念也渐
盛。悬念的气球已经在心中足够膨
胀，迷雾浓厚之下每个读者都想拼命
摸到象的本体，每个人都拿起了属于
自己的“真相之针”戳向气球。

读者在恐怖故事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作者织下的迷雾为不同读者拨
开，其真相可能有所不同。不同的读
者想必会有不同的创作，由此衍生不
同的恐怖体验。这正是恐怖作品的
魅力之一。

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迷雾之
后真相的解读，那么恐怖小说如何在
不同读者中引起共鸣呢？无论如何
解读，真正引起共鸣的恐怖体验，往
往来自于人性无意识的恶。每每思
及此，方能体会恐怖作品的力量：从
看似滑稽的角度思考光怪世界背后
的严肃命题。我们每个人是否也正
在真实世界中扮演一个个细节，最终
逃离不了自己创作的迷雾？
（《她只说“是的”》雪莉 ·杰克逊/著，

李文婕/译，企鹅兰登中国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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