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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很值得一看，隐约
是去年的11月。荐书者是一位读书人且总切中
要害，虽片言只语，却如风般入耳，过而不忘。
随后一个月期间，依旧保持随性阅读习惯的我
在文字的情感里起伏，阅读这一条隐形的逻辑
与生活逻辑构成平行线，对应、印证，循序渐进
地穿插进过去和正在行进的生活。

进入 12月，遇见的总要遇见。这一本不算

太厚的精装本小说集一共九个故事就在夜晚
嵌入灯光之下并徐徐展开。窗外北风猎猎，灯
下神游八荒。而小说语言搭就的故事犹如那
庞然大物，潜水艇在夜晚轰然驶入我的认知，
然后脑洞大开。在深深的海底，在没有边界的
梦境，在现实和虚拟，在存在与无意识，在科技
如此发达仍有很多未解之谜的今天……小说
如何展现艺术真实、潜意识和虚幻、物理现象
和化学反应、科技进步和童话寓言以及庞杂而
深厚的多维空间的现代生活？这是一个 90后
年轻人的如椽巨笔，在他不徐不疾的字里行
间，远远大于文字的东西一点一点浮出，远远
大于文学的思考一点一点凸显，潜水艇浮出水
面……如果试图用一句话作为赞赏的第一条
理由，小说最为突出的、打动人的在什么地
方？——惊人的想象力。

读这本小说集像走进了一个迷宫式的花
园，思绪很久都在里面逡巡，嗅到了各种香味又
似乎近似于无。起承转合间轻易攻破了虚实的
界限，犹如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既看到星光又看
到陆地，既看到海沟又看到高耸的群峰，梦和现
实的交汇处，人无穷大，自由穿行并释放神秘的
巨大能量。

连着三天，我都到老父亲面前报到并开始
讲故事。第一天把《夜晚的潜水艇》讲得原封
不动，第二天把《竹峰寺》尽量讲得有些意味，
第三天终于忍不住把《传彩笔》的讲述加上了
自己的画外音，细数给这篇小说凭空增加了几
千字。老父亲听得津津有味，也不言语，只是
抿嘴微笑。我心里暗道：怎么有点《一千零一

夜》的感觉。
9个故事取材各异，跨度大，节奏把握停当，

可以说个个精彩。但是我就像看完了一部好电
影又实在不忍心有丝毫的剧透一样，很自然地
想守住秘密，把那种阅读的快感留白给阅读者
自去体验。

小说集中有一篇《李茵的湖》，掩卷之后唏
嘘不已。我模仿小说里面的“梗”向母亲求证小
时候7、8岁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时，母亲和妹妹
坐在二层铺的下面的床上，我坐在一个四条腿
的高凳子上，妹妹摆弄什么同时一条悬空的腿
来回踢着玩，一下子踢倒了我坐的凳子……对
于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似乎当时的场景还
凝固在那个久远年代的下午。而母亲的回答是
一脸茫然，全然记不起这个我们儿时的“大事
件”。真相正如《李茵的湖》中所表述的那样，很
多时候，许多与你拥有共同经历的人，早已抛弃
了那段经历，或者说完全忘记了还发生过这样
的经历。拥有过共同的一小块光阴，并不等于
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记忆，正如有人离开，有人
前行，有人却还停留在原处。

最近一段读了散文集《雪下了一夜》，又读
到了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都是年轻作家的
作品，都是澎湃的后浪，都如同横空出世。也试
着按照小说的方式留给即将打开阅读的读者
们：如果对你好，就给你如椽巨笔，如果对你好，
就给你指引，虽然不知道你所居住的街道和门
牌，却知道你的大致方位。如果某一天，有一本
书鸟儿一样落在你的手上，不要疑惑，寄件人那
一栏空白，没有姓名。

另一个维度
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读后

□陆少平

《夜晚的潜水艇》
陈春成/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9月

我常常自己发问，身边
的朋友也好，同事也罢，如
果他们都有故乡，心灵的故
乡是否还在乡土？

乡愁——是人骨子里
天生就解不开的情结。岁
月留给每个人的，都有别样
的乡愁，尤其是步入老年，
每每说及乡愁，令许多人潸
然泪下。如果一个人不深
爱故乡，遑论乡愁。

读了郑德彬先生的《乡
愁》，对我曾经的发问，竟得
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回答，
且唤起我的思乡之情，我对
这本书的作者不能不刮目
相看。

松嫩大平原是作者的
家乡，亦是生我养我的土
地。早年刚参加工作时，郑
德彬曾有过当作家的梦想
和冲动。他说后来冲动了
几回，稿件都没有变成文
字，更别说实现梦想，一直
心有不甘。等到了开始回
忆过去的年龄，才拿起笔
来，用心用情写了这部老屯
儿的故事《乡愁》。用他的
话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凡人，我的乡愁就是想老
屯儿，想那里曾经的人儿，
曾经的事儿，曾经的味儿。”

老屯儿故事《乡愁》，写
的是东北黑土地上的一个
小小村落——老屯儿。选
取的是屯儿里大苇塘、九间
房、老榆树、菜园子、大场
院、西大泡子几个特定的场
景，把老屯儿在时代变迁中
这些地方发生的故事，用通
俗朴素的语言，一个个交代
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每
一个场景中的那事、那人、
那话儿，像一部电影，像一
幅画卷，一览无余地呈在你
的眼前，留下了不同时代的
农村老屯儿的印记。每个
故事之间有开有合，联系紧
密。这些故事藏在三太爷
的花白胡子里，映在九间房
的火热“建社”中；有听自老
榆树下的家长里短，有来自
菜园子姥爷的温馨瓜棚；还
有大场院里的喜悦和失落，
西大泡子的欢快与震撼。

尤其是大苇塘的故事
风云激荡，映射着中国东北

农村的变迁历程。全书以
大苇塘开篇，又以大苇塘结
尾，把大苇塘发生的事浓墨
重彩，凸显作为老屯儿的肇
基之地，老屯儿的先辈们拓
荒开垦，繁衍生息的勤劳与
奋斗，后人们热爱土地、保
护自然的坚持和抗争。我
们能在这里看到中国农民
的勤劳，特别是对于土地的
热爱。他们是勤劳善良的，
但也有自己的血性和坚持，
就像书中王麻子队长一样，
为了集体利益、为了保护自
然，保护环境去努力；像陈
二皮一样为一个“理”字，像
倔驴一样去碰硬较真儿。
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为人的
原则，读出奋斗的价值，也
更多了一份对先人的敬重。

本书笔下的老屯儿人
物众多，有的有名有姓，有
的是昵称，有的只是外号。
王麻子、张大少、三太爷、我
姥爷、我父亲、陈二皮、田夲
儿、二狗子、郝怀义、狗剩
儿……但每个人物都很鲜
活，可亲可爱。他们鲜活
中又有厚重，他们勤恳淳
朴却不失幽默狡黠。不经
意的一句话中，皆隐藏着
中国农民朴素的处世哲
学，这些道理总在不经意
之间让你折服。老话儿里
有真金，我想这也是我们
读这本书当有的收获。

时代在发展，黑白照片
里的故乡老屯儿伴着岁月
在渐渐泛黄，乡愁之所以珍
贵，必是有情的牵绊。对于
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来说，
都是不能复制的回忆。我
们每个人的故乡，大都是这
样一段美好的回忆。希望
这本书，能叩开大家记忆的
闸门，回到曾经的老屯儿，
品一品乡愁。读毕全书，我
萌发这样一个念头，想到作
者笔下的老屯儿去看看。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
波江上使人愁。”不论故乡
的茅屋草舍，还是寻常巷
陌，在少小离家的游子看
来，那是无与伦比的人间天
堂。作者远行千里，怀揣乡
愁，心灵的故乡无时不在乡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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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李白，可以说他是大家知道的
最早的诗人之一。他的“床前
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几乎家喻
户晓。此诗表达了他客居思
乡之情，语言清新朴素而韵味
含蓄无穷，历来广为传诵。李
白诗中类似明白如话的句子，
读起来就像我们自己嘴里哼
出来似的。“清水出芙蓉，天然
去雕饰”，难怪古人用李白自
己的诗句来称道李白。我们
不妨翻开《李白传》，全面了解
这个伟大的诗人。

此书是著名文学史家李
长之先生的《道教徒的诗人李
白及其痛苦》和《李白》两书的
合集，其中《道教徒的诗人李白
及其痛苦》着重李白精神人格
的分析。而《李白》是从一个更
为开阔的视野去勾画李白的画
像，谈李白的从政经历与爱国
思想等。从某种意义上，两本
书互为补充、相为表里，让我们
对于诗人李白有更加丰富更加
深刻而准确的认识。

李白热衷于漫游：“朝辞
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
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
过万重山。”全诗无不夸张和
奇想，写得流丽飘逸，惊世骇
俗，但又不加雕琢，随心所欲，
自然天成；锋棱挺拔，一泻直
下，快船快意，令人神远。李
白的性格就不喜欢安稳舒适，
波澜不惊。在跟宰相女儿许
圉师结婚后，李白不喜欢那种
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酒稳
安陆，蹉跎十年”，一个稳，一
个蹉跎，道出了他心中热爱豪
侠和漫游的心情。

那种心情，在我们吟诵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时更为明显。他是诗
仙太白，是那么豪放浪漫。但
书中说：李白和当下的我们一
样，一生也是在矛盾中前行。
他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而且
是那种固执且撕心裂肺，达不
到又忘不了，魂牵终生的理
想。这是他豪气的来源，也是
他痛苦的来源。作为一介书
生，李白的浪漫理想主义赋予
了他不同流合污的执着天真
和可爱，与现实冲突，带给他
相伴一生的寂寞和痛苦。

于是，李白成为“酒仙”。
他乐——“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他愁——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
愁更愁”；他狂——“十步杀一
人，千里不留行”；他悲——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李白不折不扣，无论是悲伤还
是快乐都有酒作陪，酒对于他
而言是情感发泄的工具，借酒
消愁达到忘记烦恼及时行乐
的状态。然而，他的感情是真
实的，他的作品是神来之笔，
无法被模仿和超越。

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李
白、一壶酒和一轮月亮。余光
中先生说：“绣口一吐，便是半
个盛唐”。对一个人的夸赞竟
可达到如此的高度，实属罕
见。本来，关于我们熟知的人，
进行解说就有难度，难免流于
学术性的长篇大论，让人难以
卒读，但长之先生笔调平易，不
会让描述显得平淡枯燥，像一
个人坐在那里跟你聊家常讲给
你听，但却又蕴含着丰富的知
识背景，精辟透彻的分析，闪烁
着智慧的灵光，实属“豪华落尽
见真淳”的大智慧。

书中十余幅明、清罕见刻
本插图，二十余幅关于李白的
经典字画，包括颜真卿的字，
梁楷、杜大绶、杜堇、苏六朋、
王蒙等历代名家画作，其中不
少画作因被藏于海外十分少
见。让我们慢慢品味吧，了解
李白，了解我们这个国家，这
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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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苍翠，水潺湲，恰是
人间好时节。捧读作家王
如新近出版的儿童小说《赶
月亮》，一颗心不由自主地
随着小主人公木槿的忙碌
身影辗转来，奔波去，飞旋
的陀螺般，从林家窑到青山
屯，从灶台前到病床边，从
猪圈旁到田地间，从屯子里
到集镇上，从秋菊遍野到春
暖花开……追星星，赶月
亮，脚后跟打着了后脑勺。
要知道，木槿可是一个 10岁
都不到，虽命运多舛，却勤
劳如斯、努力如斯、坚韧如
斯的小姑娘啊！

诚然，爱，是小说永恒的
主题。世人在爱里成长，在
爱里酣醉，在爱里……别
离，或失去——似乎有点儿
伤感，请原谅呵！我想表达
的仅仅是，爱，也有无能为
力的时候，但，也唯有爱，是
希望的源泉，汩汩涌流着足
以使我们好好活下去的不
竭动力——之于木槿，之于
石竹乃至石飗飗全家，皆
然。尤其是木槿，涉世未
深，却又饱尝酸辛。因是女
孩，让她小小年纪即无奈地
把自己“炼”成了一只多干
活少说话的“乖乖的小陀

螺”。未料世事无常，忽一
日父亲命殒车祸。因生活所
迫，妈妈只好带着木槿和小弟
木瓜远嫁青山屯的石家。继
父石飗飗心地善良，头脑活
络，靠种万寿菊而引领乡亲们
走上了日渐富裕的路。

新家再次发生变故。因
为屯里万寿菊种植过多，一时
严重滞销，继父便四处打探销
路，岂料拖拉机无端失控，搭
乘人意外身亡。继父自己受
了重伤瘫卧在床，还被那个搭
乘人的亲属“讹”走了房子，一
家人不得不搬进村部的旧屋
中。爷爷、奶奶相继病倒。小

木槿烧饭，做菜，喂猪，种地，
侍候爷爷、奶奶，帮爸爸按
摩，到集镇上卖馍，进城寻找
石竹……看似为了回报一份
爱，实则自己在不知不觉间，
早已化成了一个内心晶莹的
爱的发光体，灼灼耀目，融融
暖心……

给自己的生活加点儿
糖。这“糖”，恰是由内心里生
生不息、绵绵不绝的良善、大
爱与希望等“熬制”而成。在
崎岖坎坷的成长路上心定志
坚、踏实前行的小木槿，让人
相信，磨难历尽是收获，柳暗
花明终有时。

柳暗花明终有时
——读王如儿童小说《赶月亮》

□刘敬

《乡愁》
郑德彬/黑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2020年9月

李长之/《李白传》/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7月

《赶月亮》/王如/未来出版社/
2021年6月

《太阳转身》
范稳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11月

小说以一桩儿童失踪案为发
端，讲述了一位退休老警察在责任
感和正义心的驱使下，坚持追踪案
件直至水落石出的曲折故事。热
心、善良、正直的人们在找回失踪儿
童。太阳在这片土地上转身，人们
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
化。

《青城》
徐则臣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年10月

《青城》收入了作家徐则臣创作
的两篇中篇小说《西夏》《居延》及同
名短篇小说《青城》。三部作品彼此
独立，又内在相连，主人公都是现代
女性——西夏，居延，青城；“三姐
妹”的命名又都与某一地名有关，这
种取名寄予着作者的一种文化与历
史情愫，但更多的则是一种难以言
喻的神来之思。三篇哀伤又清澈的
爱情故事，讲述了三位女性的情感
遭际，道尽了她们的艰难、辛酸、迷
茫与坚执，也写出了她们的正直、坚
韧、善良与仁爱。

《宣纸之美》
赵焰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1年12月

《宣纸之美》以散文笔法钩沉
宣纸创生的历程，探寻附丽于古
宣纸上的历史之谜，爬梳宣纸上
的书法、绘画，以及古往今来大家
名流寄情宣纸的因缘，以揭示宣
纸的前世今生与营造技艺，进而
透析宣纸所蕴藉的“天人合一”的
哲学精神与文化气象。本书还通
过对宣纸诞生于皖南进行细致描
摹和深入分析，抒发了对江南文
化的一往情深和对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的深情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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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前的格陵兰深海行动，牺
牲了卡塞尔学院最精锐的一批学
员。当海沟深处的古龙胚胎心跳再
次响起时，末日的死亡之歌又一次
奏响。卡塞尔学院的王牌组合被派
往东京完成爆破任务，意外发现神
代遗迹“高天原”，在人迹未至的领
域里，龙骨正孕育着龙巢。没有希
望就什么也做不到。古城的黑暗之
门开启，这一次，他们成功了，纯血
龙王尸首却不知逃往何方。这是存
亡的时刻：洞口重开之日，末日随之
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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