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夫对于温哥华而言，是一座
“飞来峰”；温哥华对于洛夫而言，
是世外桃源。阳春三月，在一条由
别墅群组成的僻静小街，凭着GPS
导航，小儿子胡小鸥驾车载我向洛
夫寓所，著名的“雪楼”驶去。

从小街望去，雪峰耸峙，在碧
空下闪着银辉，家家户户房前院后
的樱花、茶花、杜鹃开得正热闹。
下午的阳光，既亮且媚，有一股撩
拨人的淡淡香味。“雪楼”便深藏于
花影摇曳，安静得连风都轻放脚步
的一条小街尽头。

一按门铃，洛夫先生前来开
门。

8年前，在成都举办了一个诗
会，洛夫和余光中，游峨眉，访草
堂，与流沙河、舒婷、杨远宏、孙建
军诸诗友欢聚，我有幸结识洛夫先
生。几度茶酒会，火锅餐，聊得笑
声不断，吃得呼儿嗨哟，临别洛夫
赠我一本手书体的《洛夫诗抄》，并
写下《月落无声》：“从楼上窗口倾
盆而下的/ 除了二小姐淡淡的胭
脂味/还有/半盆寂寞的月光”。他
的书法，飘逸洒脱中显厚重沉稳，
自成一格。

门一开，是延续了8年的爽朗
笑声。

洛夫依旧是雪白的头发，红红
的脸膛，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夫人
陈琼芳紧随其后，握手，还未介绍，
我已说：“陈老师，读洛夫老师诗作
的都知道你——‘因为风的缘故’，
那是献给陈老师的诗。”洛夫说：

“52年了，还是她！”大家哈哈大笑。
话还是从8年前说起。那一

次，洛夫从“峨眉山月半轮秋”，“蓝
田日暖玉生烟”，说到李白、李商隐
诗的“超现实元素”，归纳起来便是
那令人叫绝的“无理而妙”。这8
年，我读诗少写诗更是极少，但夜
深人静时，喜欢把案头的手写体
《洛夫诗抄》翻来细读。读时有一
杯尚好葡萄酒，慢摇慢品，更妙。

我对洛夫说，全世界都知道，
你被誉为“诗魔”，我一直想用高度
概括的语言，来深究“魔”的秘密。
最后，找到的还是你语录。说着，
我便翻开2012年最新出版的《洛
夫诗选》，我在书上抄录了一段他
的话。他便读起来：“对于诗来说，
可变的是形式，不可变的是诗特有
的美学。诗歌的美最重要的是诗
歌语言的意象化，就是诗的本质。
我一生的美学经验，以小我暗示大
我，以有限暗示无限……”他问我，
这段话是从哪里来的？我说记不
得它的出处了。觉得妙，便抄下
来。我接着说，经典中的经典，那
就是“无理而妙”，“意象创造”八个
字罗。他含笑点头，未置一词。

由于他的英文极好，译过英
诗。我便坦率地说，不知是翻译使
原著变味，还是原著本身存在一些
瑕疵。比如早年读拜伦的长诗
《唐·璜》，就感到散漫；普希金的
《欧根·奥涅金》更像他本人定位的
“诗体小说”，且偏重叙事。他说：
“ 诗确实难译，读这两本长诗也有
同感。”他接着说：“小诗求其空灵
妙语，重语言不重意义，长诗求其
知性的深度，重意义而不重语言。”
我说：“你说的是普遍的现象，但你
的长诗《漂木》，既重意义也重语
言。”他呵呵一笑说：“无论长短，我
都不想放松对语言的‘品管’”。

其间，琼芳老师先给一杯香雾
氤氲的大红袍，接着是一个果盘，
其极爽口；接着，一盘她亲手烘制
的花生，又香又脆。花生还没来得
及嚼上几粒，变魔术般地变出滋滋
有声的小葱油饼，葱油之香刚刺向
鼻尖，又变出一盘刚烘好的酸菜包
子。她挺自豪地说，酸菜是我亲手
做的。

我们的谈话，便被果香与茶点
断成“意识流”短句子。

由于我的小儿子胡小鸥，是音
乐人。洛夫夫妇便说到儿子，莫
凡。琼芳老师说，莫凡要搞音乐，
洛夫曾经不同意，后来，思来想去
就说，只要不干坏事，干什么都
行。结果，莫凡走红歌坛，成为唱
响两岸的二重唱“凡人组合”之一，
两度台湾地区金钟奖得主。洛夫
便上书房去找出莫凡的演出光
碟。让洛夫高兴的是，他献给陈琼
芳的名诗“因为风的缘故”，由莫凡
谱曲演唱，引起轰动。

2004年，洛夫与音乐家谢天吉
合作，在温哥华女皇歌剧院举办

“因为风的缘故”主题音乐会，由歌
唱家胡晓平、马筱华、诗人痖弦等
演出。洛夫的诗，驾着音乐这“世
界语”，从辉煌的大厅飞向北美的
广袤天地。华裔们感到自豪，洛夫
在温哥华，这是一座中国文化的

“飞来峰”；加拿大人深感荣幸，外
交部长哈德尔将一幅洛夫手书的
诗句楹联，作为国礼送给中国外交
部长李肇星。

吃着点心，喝着热茶，我心中
自然涌出一种想法：洛夫能成为当
代大诗人，传奇式的丰富经历固然
重要，其中必不可少的一条是“因
为风的缘故”。

洛夫的雪楼，四壁和楼梯栏
杆，均是雪白的，使主人的多幅书
法更凸显出湿漉漉的墨香。

在门口，洛夫指着那刚冒芽的
花坛说，这是牡丹。又指着扶桑、
杜鹃说，这些都是我手植的。

特别让我眼前一亮的是那一
架紫藤，几根主藤竟有酒杯粗，还
未冒绿米，如草书般狂舞，极有气
势。它让我想起它的主人，85岁仍
开车外出，天天坚持游泳的“老小
伙子”洛夫。等到千山雪尽时，不
知要开出多少惊世骇俗的花朵。

写于2013/4/3（本文有删节）

韩玲的散文最为直接的特
点是充满对纤毫毕露事体的狂
喜性呈现：具有无限丰富而纵深
的风物呈现，它们渐次妖娆，渐
次怒放，渐次凋谢，花朵渐次在逆
风里回望自己刚刚站立的枝头。

——《康家地》

他对辛弃疾、司马懿、诸葛
亮、曹操、张献忠等历史人物的解读，风趣生
动，有识有趣。演员赵文卓，在诠释历史人物
时，常常要揣摩他们的内心。

——《历史的荷尔蒙》

《假面山庄》不同于东野圭吾以往的推理
小说，它更侧重的是情感的宣泄和寄托，相对
于推理小说迷来说，它应该是更适合大众读
者的口味吧。

——《假面山庄》

这是李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阅读时，我
不自觉地拿它和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
吟》作起对比。 ——《身外之海》

在
散
文
的
深
处
守
望
，或
遇
见

□
蒋
蓝

诗人喜欢向天空突围，他们
采用旱地拔葱的身法，或羚羊挂
角，或呼啸而去，我们不容易在诗
人的手段里发现其学养和踪
迹。小说家委身于虚构，希望让
蒙面人代自己说话。在我看来，
他们的学识是神龙见首又见尾，
有些像那些穿墙的大师，上半身
融入了雾气，下半身却卡在了现
实的墙壁间，露出了毛手、毛脚。
我丝毫不敢看矮他们，我的意思
是，散文家的学养无法遁迹，鉴于
散文没有欲盖弥彰的技术，所以在
举手投足之间，散文的每一行字，
就是写作者的一呼一吸。

我算是韩玲新作《康家地》散
文集的最早一批读者。韩玲的散
文最为直接的特点是充满对纤毫
毕露事体的狂喜性呈现：具有无
限丰富而纵深的风物呈现，它们
渐次妖娆，渐次怒放，渐次凋谢，
花朵渐次在逆风里回望自己刚刚
站立的枝头。呈现之力，逼迫那
些看不见的灵念与情感噤若寒
蝉，迫使它们不能绕开事体而忘
情发声。在纸上得以呈露、崛起、
玉体横陈的金川山河，才逐渐缓
释了、打开了一个人的情感河
口。水镜映天，水体载物，从而托
举起风物背后厚重的历史与那些
永难忘怀的沧桑面容。

与一般女性散文家长于抒情
的特点不同，韩玲的散文还具有
一种沉稳、冷静、思考、细腻、绵长
的文体气质，具有一种与高原的季
候非常融洽的莾野大气，从而完成
了一部关于故土金川的大地之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的思想呈
现，并非需要在写作的推演过程中
兀自凌空蹈虚，作哲人支颐状，作屈
原问天状，作伟人两手卡腰俯视山
河状，韩玲是谦逊而虔恪的，宛如高
地上的绿绒蒿，她只是把自己的思
绪，混于花绒，随风播散。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回不去
的故乡。这既有时间之河的阻隔，
又暗含空间演变造成的疏离与陌
生化，那么，每个人都会拥有对乡
土、乡情的常态回眸，但是，只有极
少数人会由此升发出乡愁的美
学。登高望远，使人心悲；隔河对
望，令人怅惘。而我们几乎可以认
定，乡愁就是爱国主义情怀的终极
美学呈现。在此意义上，《康家地》
达到了对乡愁的臻于圆满的诉说。

《康家地》里的文章，在我的
脑海里经常幻化为一条穿过草甸
的野水，那是一条冰河，在初春的
消融下缓缓流动。那些漂浮的冰
块，相互碰撞，时而清脆时而沉闷
的撞击声，逐渐替代了回忆的愉悦
而成为生机的高音部。究竟是生命
向往的猎猎滑翔之声，还是色彩本身
述说的欢娱，已经很难分辨了。冰河
与飘垂的松萝为邻，看似无心而设，
又似乎充满了一种神谕的落地。

韩玲在《雪后，故乡在眼前》
里写道：

“雪覆盖了整个河山。游走
在山里，扑入眼帘的山川河流，大
景小物都被一场雪装饰得很干
净。在这片白雪中我看见了柿
子，被白雪包裹的柿子，又红又圆
的柿子，红白相偎，美得炫目，美
得从容，美得晶莹。狗尾巴草，干
枯了的狗尾巴草在雪中保持着挺
立，雪落在她身上，也只是一弯笑
眼，青绿与干枯不过只是换了个
颜色而已。倔强的不肯凋谢的玫
瑰与冬雪竞艳……”

读到这样的段落，我马上想
起唐朝蜀地斫琴大师雷威，常常
为选择上佳琴料而深入荒僻山
野。每逢大雪叠压山林的时节，他
置身于峨眉山森林深处，杉木积雪
深重，直到发出咔咔欲裂之音。他
凝神竖耳，在摧折声中聆听、分辨、
寻找音质特异的木头。“细听蛩声
元自乐，人愁却道是他愁”，雷威在
聆听木头的声音，韩玲则在倾听康
家地的雪声，康家地傲雪玫瑰的喃
喃自语……好的散文，恰是在风物
置身特异之时，敏锐捕捉到风物的
特异姿容。

《康家地》
作者：韩玲
出版社：北方文学出版社

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严肃
的，但解读历史的角度，却可
以是别致的。走进历史的
心，是端庄的，但诠释历史的
文笔，却可以是有趣的。一代
名画《清明上河图》，书写出北
宋汴梁城的繁华，多被解读为
描摹城市的辉煌，但有人却认
为，画家张择端的目的是想向
宋徽宗展示的是各种社会顽
疾；“把栏杆拍遍”的辛弃疾的
词冠绝时代，但有人却好奇辛
弃疾可能是个“大宋第一古惑
仔”；《红楼梦》不见后四十回，
引发世人大猜测，有人认为，
其实是曹雪芹自己烧了它。
这种有趣的历史解读方式，正
是来自新锐历史观察作家“历
史的囚徒”。

《历史的荷尔蒙》中，他
对辛弃疾、司马懿、诸葛亮、
曹操、张献忠等历史人物的解
读，风趣生动，有识有趣。演
员赵文卓，在诠释历史人物
时，常常要揣摩他们的内心。

“历史的囚徒”剥洋葱，一步步
接近古人的做法，引发他的共
鸣，“我很喜欢。”舞蹈演员黄
豆豆也是读者，他“难忘第一
次读‘囚徒’的‘项羽三部曲’，
便瞬间落入囚徒的十面埋
伏。于是破釜沉舟，夜夜潜水
于囚徒笔墨间的楚河汉界，时
至今夜仍被困于垓下之境。”

“她礼貌地一笑，能让人
原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苦
难，甚至，让人完全忘记这个
世界的存在。”读到这里，我
嘴角上扬，“眉色远望如山，
脸际常若芙蓉，皮肤柔滑如
脂”的卓文君，如所有的女孩
子一样，沉浸在爱情里时，最
美。司马相如，当他遇到这
个早就在内心摹拟好的灵魂
伴侣时，一曲《凤求凰》，便拉
开了恋爱之旅的帷幕。在
《“日为朝，月为暮，卿为朝朝
暮暮”——司马相如访谈录》
中，“历史的囚徒”以“古人访谈
录”的首创方式，讲述这则千古
爱情故事。“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如果你
不了解李清照与赵明诚昔日
赌书泼茶的幸福生活，你又如
何读得懂今日词中对丈夫的
思念。绝唱《声声慢》写尽她
感情生活的痛苦和对国家民
族的忧心，你又可懂？

让“历史的囚徒”在《有
人将一辈子过成破败的旅
店，她将人生过成辉煌的宫
殿》帮你细细解读。“大江东
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
赤壁。”周瑜，大家都认为他
优秀，但是没有心胸，最后才
会被诸葛亮气死，是吗？事
实上呢？周公子异常帅气、
文武全才，而且谋略过人，是
一名儒雅善战又有文艺气息
的英雄。《周瑜：扬我名者赤
壁，安我心者小乔》为我们展
示历史上真实的周瑜，你可
感兴趣？《唐伯虎点秋香》的
经典在中国近乎是人尽皆知
的，那句“别人笑我太疯颠，
我看他人看不穿”在二十多
年后的今天仍能脍炙人口。
其实唐伯虎一生贫困潦倒，仕
途不顺，只是太过有才情，又
悲天悯人，受到百姓的爱戴，
所以民间才有了这么多美好
的传说。读读《弘治七年，唐
伯虎的风中零乱》，才更容易
欣赏他的诗书画，体会他的淡
然和超脱。“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当你漫步
西湖边，你是否有感受到西湖
别样的美。杭州是苏轼的第二
故乡，他在此担任过通判，时隔
18年，又驻杭州，为太守，他历
经生活劫难，仍能保持热情天
真，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
境界，最终成为著名画家、文学
家、书法家、美食家、生活家、建
筑家……《（苏东坡之一）和这
个世界做游戏》共十个系列，为
了重现历史人物，不得不说作
者操碎了心……

在风趣幽默的同时，同
时保证历史的严肃和专业性
不受伤害，也是一门高级艺
术。正如央视《百家讲坛》历
史学者蒙曼在为《历史的荷尔
蒙》所做的序文《严肃历史的
揣摩与幽默》中就提到：“历史
是需要专注和揣摩的。”毕业
于武汉大学的“历史的囚徒”，
本科学的是新闻专业，到博士
生阶段改学历史。但他对历史
的热情和勤奋，还是打动了蒙
曼，“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诙谐与
幽默感，可以看作是他对文字
和历史的一种驾轻就熟。历史
与新闻一样，是需要钻研揣
摩，更需要捕捉的。”

《历史的荷尔蒙》
作者：历史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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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圭吾，现在已
然成了推理佳作的代
名词，自从看了他的
《解忧杂货店》、《白夜
行》、《嫌疑人 X 的献
身》，《放学后》，我就成
为了他的忠实粉丝，沉
迷于他的小说无法自
拔。他的小说构思心
思缜密，文笔细腻不渲
染，他写的一气呵成，
我 们 看 的 也 一 气 呵
成。那些看似推理的
背后，那些不经意间流
露出的些许温情，或关
友情，或关爱情，或关
亲情，都让我们回味无
穷，甚至还想看第二
遍，第三遍。这就是东
野圭吾的魅力。

很多人都说看这
本《假面山庄》看了一
半就知道了结局，或者
说看了开头，就猜测到
了结尾，我不以为然。
一部好的作品，有的因
为剧情取胜，有的因为
人物讨喜，也有的因为
接地气贴近生活而走
进了读者的心灵。一
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
哈姆雷特，我眼中的
《假面山庄》，是一幅
画，一场戏，一声叹息。

假面山庄就像一
幅画。一栋度假别墅，
豪华典雅；十个核心人
物，各怀心思；前期女主
角朋美遭遇离奇车祸；
表妹雪绘被“意外死
亡”；男主角高之究竟是
温暖善良的绅士还是
暗怀鬼胎的魔鬼？我
们静静的欣赏着这幅
画，好像有点明白，又好
像什么都不知道，我们
暗自揣测，这幅画的背
后有着怎样的深意呢？

假面山庄就是一
场戏。都说人生如戏，
谁说不是呢？我们在
人生的道路上，会碰到
各种形形色色，真假难
辨的人，也会遇到各种
磕磕碰碰，起起伏伏的
困难。《假面山庄》里有
人在精心策划着谋害
他人，也有人在精心策
划着如何找出真凶。
都是戏啊，戏码足足
的。每个人都是很好
的演员，把我们一个个
都骗过去了，但是有人
甘愿受骗直到死，例如
朋美，也有人不想被骗
寻求真相，例如朋美的
父母。如果假面能拍
成一部电影的话，我相
信会和《嫌疑人X的献
身》一样精彩。

假面山庄是一声
叹息。爱到极致是什
么？就是明知对方不
爱你，明知对方要你
死，你也心甘情愿去
死。为朋美感到惋惜，
这么好的女孩，却碰到
了一个人渣；为朋美的
父母感到难过，他们在
找出真相的路上，一点
一点揭开伤疤，最后还
在伤疤上撒了盐，他们
最爱的女儿最爱的那
个他竟然是伤她最深
的那个人，那个衣冠楚
楚的恶魔一步步把她
逼到无路可退，死路一
条。一声叹息，包含的
是多么沉重的哀悼，也
是多么沉痛的觉悟。
这个社会，会有高之那
样的魔鬼，也会有朋美
那样的天使，有着带着
假面的那个他她它，也
有真实活在当下的我
们你们他们。善恶终
有报，我们要怀揣着真
善美的心看待世界，看
待家人，看待自己。

《假面山庄》不同
于东野圭吾以往的推
理小说，它更侧重的是
情感的宣泄和寄托，相
对于推理小说迷来说，
它应该是更适合大众
读者的口味吧。《盗墓
笔记》里面最核心的一
句话就是：比鬼神更可
怕的是人心，我很认
同。有时候真相很伤
人，但其实真相被一层
层揭开的那一刻最伤
人，你心底最柔软的防
线瞬间会被击垮，于
是，心，碎了一地。

《假面山庄》
作者：东野圭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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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李唐的《身外之
海》，每天晚上看上几十页，
花了一周的时间安静地看
完 。 合 上 书 ，心 绪 也 是
inner peace。这不是一本
适合“一口气读完”的小说，
读它的时候应该适当地停下
来，感受作者穿插在故事中
的意识流、想象和诗意。李
唐写得太冷静了，他没有致力
于快速推进故事的发展，也不
有意去制造悬崖陡峭，只是安
静地诉说。国外有朗诵小说
文本的传统，我认为《身外之
海》里面就有许多片段适合朗
诵，配乐应该是书中守林人送
给主人公的那张收录了自然
之声的木头唱片。

说到木头唱片，不得不
提这本书里许多超现实的事
物：书籍需要用书的种子种
出来的，以及能够将书稿印
刷成植物的逆向印刷机；时
光机其实是借助电流刺激大
脑，让过去的回忆变得真实
起来，使人身临其境；死掉的
时间变成青色的荧光，沉淀
在森林里，气温过低时，一些
死去的时间会被冻结；心跳
测试仪，记忆博物馆，会说话
的狼，食花蛇等等，可以说这
是一部奇思妙想连接起来的
小说，有好多处使人赞叹。

李唐自称超现实主义
者，可见他对自己的定位明
确。他惯写这类题材可能和
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生于北
京，没有在别的城市生活过，
大学毕业后在互联网、出版
公司工作，不像我的一些朋
友，离家后辗转多个城市，为
了生存干过各种各样的工
作，他们的经历就够写好几
本书。相比，李唐的经历较
为单纯，这让我想起纳兰性
德（李唐也写诗），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这样评价他，
“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
此。”李唐未染生活之艰辛，
凭借想象虚构自己的世界，
善多恶少甚至没有，文章透
露着一种清澈冷静的气质。

这是李唐的第一部长篇
小说，阅读时，我不自觉地拿
它和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
风吟》作起对比。故事都发生
在一个海边小镇，都有一个酒
吧，几个人物经常在里面聊
天，时而无聊时而严肃地探讨
人生，主人公都爱好音乐——
李唐和村上一样爱好爵士
乐。李唐还爱好看日剧，也阅
读了很多日本作家的书，他的
行文中有一些日式小说的痕
迹，同样营造一种疏离感、虚
无和孤独，“用一个平凡的头
脑观照世界的神秘”，这是两
本书的一些相似之处。

《身外之海》的故事背景
很难想象是发生在中国，一
个警局两个警察的小镇，海
边，森林，酒吧，爵士乐队等
等，一开始我以为是在日
本。当然，因为是超现实，也
可以说这完全是一个架空的
小镇，镇上的人与外部世界
联系很少，一些人是从外面
来的或者去外面看看，最终
都要回到这里、留在这里，除
了那只不被狼群容纳又不被
小镇接受的会说话的狼。小
镇就像是一个水晶球里漂浮
的世界，安逸而美好。

书中将几个人物的故事
融合在一起：“我”与父亲的
往事，“我”与阿栗还没发生
就被宣告结束的爱情，赵柚
的经历，森林的秘密，拉松的
故事，酒吧老板“长官”的传
奇人生，李尔和女朋友以及
书贩陈眠的三角恋情，狼的
出现……作者很好地把它们
安排起来，如同钢琴、小号和
萨克斯，演奏出一曲完整优
美的爵士乐章。李唐并没有
打算写一部跌宕起伏或者反
映时代的小说，他更多的是
想把自己的创意和诗意串联
起来，表达对时间、自然、爱
情和生命的认知。我认为他
做到了，而且做得足够好了。

有一个问题，小镇最后
有没有挖出钻石？开始，我
内心是期待挖出的，毕竟来了
一拨又一拨的挖掘队，最后只
剩下一支还在坚持着，这似乎
是在引导读者往美好的方向
想。再一想，这样不就是套路
了吗？或许没挖出来，更适合
一种平静的结局。不写的话，
倒是让小镇有一种暗中涌动
的活力。另一个疑问，作为一
个架空的理想中的小镇，为什
么不能接受一只会说话的狼，
而让它离开，四处流浪呢？这
种矛盾大概体现了作者更远
的追寻吧。

《身外之海》
作者：李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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