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春史话》这本书让我想起法国象
征主义代表诗人马拉美的一句话：一切
通往一本书。相似的话那个伟大的希腊
盲人荷马也说过：无所不能的神灵们向
人类播撒那么多苦难，是为了让后人可
以著写传世之作。两句话通的是一个道
理：活着是为了讲述；岔的是，荷马作为
盲人强调苦难和光明（穿透时光的光
明），马拉美是象征主义，强调普遍性。
事实上，确实，不是每一本书都是传世之
作，也不是每一本书都离不开苦难。

这本书没有苦难，但它可能在一个
地方传世。这个地方叫富阳，行政隶属
浙江杭州。这不是个大地方，但在我心
目中这是世上最大的地方，我从这里出
生、出发——这本书的一切通往这个地
方，我的故乡：富阳。

地上的草木都知道，今年的夏天热
得特别长，天天高温。我的脖颈上瘙痒
无比，摸上去蛇皮一样糙，医生说是强烈
的紫外线造的孽，不必用药，只要别顶着
烈日去散步。好吧，我只有在车库里散
步：不是孤独的散步者，是汽车尾气的受
害者。我带着一身汽车尾气回家，缺少
一个作家的体面，像个烈日下暴晒的路
人。

文字有灵，这本书里的字，每一个
字，一定都闻到了依附在我身上的汽车
尾气。我是说每一个字，从第一个字到
最后一个字。这完全是超常的，出格
的。可以不夸张地讲，我是给书作序题
跋的老手啦，老到成精，精到成妖，一本
书读个开头结尾，中间随机翻几个片段，
可以洋洋洒洒，魔法三千。何况是一本
关于故乡的史话，我就是故乡的一部分，

正史野史，道听途说，参阅偶读，日积月
累，终归是了解颇多的。

恕我直言，我准备在手机上看几页
就下笔，而且深信这支笔能呼风唤雨，会
旁征博引，如有神助。事实也是如此：如
有神助，但不是助我，而是助这本书。它
居然诱引我“出神”地看下去、看下去，看
得我老眼昏花又不知不觉。不知不觉，

我看到一个劳碌的手艺人，一篾一篾编
织着一块望不到边际的大席子，天幕一
样的宽大；不知不觉中，我看到一个倔强
的攀爬者，一手一脚向着遥远的时间尽
头和时间的褶皱深处掘进，似无尽头，深
不见底；不知不觉中，我看到一个巧舌如
簧的说书人，萤火虫黑夜里飞，趣闻轶事
满地儿流，那是我童年最美的记忆，用耳
朵阅读；不知不觉中两天过去了，我经历
了两千多年的穿越，故乡变得更加古老，
更加饱满，更加生动，更多的细枝末节，
更多的山外山、天外天、洞里洞。

有些书是创造发明，是无中生有，是
独孤求败，闪烁着作者光芒万丈的才华，
是奇遇；有些书是平地拔楼，是一砖一
瓦，是一斧一刨，是一阶一梯，流淌着作
者千辛万苦的汗水，是修行。这本书不
是奇遇，不摩天，不深蓝，不魔法，不高精
尖。它是邻居家的孩子，总有那么点眼
熟，但孩子凿壁借光悬梁刺股，厚积薄
发，有朝一日一飞冲天，又总是有那么点
儿高不可攀的陌生。其实，相似的书我
并不少见，但有的浅尝辄止，有的掐头去
尾，有的稀松浮夸，有的鸡零狗碎。这本
书站在它们的肩膀上，查漏补缺，缝隙弥
间，深挖潜钻，深耕细作，是一次推陈出
新，是一次集大成，一个群英会。

所以，我想，如果你有心了解我故乡
的前世今生、庙堂街坊、田间稻头、风土
人情、俚野掌故，别无选择，就是它。所
以，它完全可能在我故乡传世下去。有
一天，当我未来的乡亲不知道麦家是一
个人名还是一个地名的时候，麦家的后
代可能还在读这本书，因为这是他们要
了解自己祖先祖地的最佳读本。

《富春史话》
王小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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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悦读

一切通往一个地方
——《富春史话》序言

“鲁镇”还是“湘西”
——读孔建华的《袁浦记》 □昆鸟

浙江向来文章锦绣，作手辈出，且一
出手格局就大，不喜描江山一隅，都是奔
着“中国”“世界”去的。鲁迅造了“鲁镇”，
但意不在家乡，而是将其作为中国的缩影
来写，在其小说中，“鲁镇”是冥顽与悲情
的，只有在一些散文当中，故乡，才偶尔带
出丝缕的温情。

但是，鲁迅说过：“凡在北京用笔写出
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
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这话深堪
玩味。为什么是在北京，而不是在本地，
才能出现“乡土”。如果我们稍加思索，就
会发现“京派”这个名下的作家，作品中的

“乡土”味儿都浓。
那么问题也许是，北京适合作为各种

故乡的异乡而存在，它使“故乡”成立，也
使“乡土”成为文人“因寄所托”的支点。
因为，没有世界和异乡，便没有故土。现
实的“故乡”也因进入了北京的世界性视
域而内化为异质世界的心理投射。因而，
我们也会发现，“京派”作品普遍有一种超
脱性，他们往“乡土”里扎得越深，越显得
浪漫、诗化。因为他们写的是“胸臆”。

并不是说所有的“乡土文学”都是浪
漫的，事实上，存在两种“乡土文学”，赵树
理和沈从文是不能放在同一个“乡土文
学”的范畴内讨论的。现在的“乡土文学”
甚至可以把莫言、贾平凹的创作囊括在
内，事实上，“乡土”在他们的创作中，只是
完成其“中国寓言”的手法，他们的“乡土”
都是“鲁镇”。

和“湘西”一样，“鲁镇”也是胸臆镜
像，但价值取向完全不同，前者是肯定的，
后者是否定的。我不想重新卷入“现代”
与“反现代”，或者“自反现代性”的口角之
中，只想指出两种文学倾向在价值选择上
的明确分歧。

孔建华也是在北京写故乡的人，无
疑，他的故乡书写是“湘西”式的，他不想
再塑造一个“鲁镇”，也不想再造一个“高
密”。他在《袁浦记》中曾提及其文学启蒙
来自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从《袁浦记》的
精神取向与修辞来看，他也是自觉地将自
己放入沈、汪的谱系，心慕手追，以至于他

的文字，也有一种“做旧”效果。他的“袁
浦”是寄托性灵之地，是可以静观卧游的

《富春山居图》。
沈从文制造了“湘西”，给了一方水土

以性格。各地风物，何尝不都在等着自己
的作家？作家没有埋怨土地的资格，倒是
土地一直被作家辜负。“湘西”有幸养育了
沈从文，而“袁浦”则走出了孔建华，而更
重要的也许是，他们首先要把自己生长的
故乡当作福地。

《袁浦记》不是小说，“记”字已经标
明。这里的“记”应当当做一个文体概念
来理解，常见于古代散文。而“记”至少分
两种，“游记”与“纪事”，“游记”多是为己
之作，而“纪事”则常涉及公共事务，修庙、

立碑等，以期读者“临文嗟悼”，“慎终追
远”。而《袁浦记》则兼有了“游记”的感发
力量和“纪事”的厚重端方，在《天可怜见》
等篇中又不时透出碑铭的肃穆。

“袁浦”在孔建华笔下不止是一方水
土，更是一套完整而独特的伦理系统。“到
了耕田时节，十里袁浦，能下田的种田人，
时度一到，都给稻田跪下了。”（《十里稻花
香》）这里是天人关系。“一户清平的种田
人家，摆着一具寿材，终也是一件有面儿
的事儿。”（《归兮浮山》）也是天理连着人
伦。

北京画家洪凌，跟我讲过杭州附近小
镇的水，用了个词，“糯糯的”。我去过几
次杭州，怎么也读不出那种“糯”，读了《袁
浦记》，算明白了。那种糯不是说水质，而
是由河流穿引的，充满仪式与温情的文化
织体和生活史。

其描景画物，哪怕一蛇一鼠，也都是
和悦的：“人蛇共处，同猫狗一样，日久生
情，爱屋及蛇，一家子都搬，家蛇也便一同
喜迁新居。”甚至是没米下锅的事，孔建华
写来也都洋溢着人性光芒。钱穆说对待
本国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这也是《袁
浦记》的气质。

这里不排除记忆变形的可能，牧歌式
的袁浦一定不是对每个袁浦人都成立，但
这对孔建华成立。这种成立，是性情所
致，若非温柔敦厚之人，必写不出这么美
的袁浦。袁浦在杭州边上，杭州的余华就
不这么写乡村，他写的也是一种“鲁镇”。
这里没有对错的问题，只有价值选择的区
别，选什么，要看知识结构，更要看性情。

温柔敦厚了几千年，这品性现在竟越
来越不受待见了。孔建华把这样个自我
扔给世人，要放在文学圈里，孔建华就是

“余孽”。他不是专职作家，这点挺好，不
用卯足了劲对文学史负责。“文章千古
事”，古人以“余事”待之，文学若只关文
学，就失了大道。明道若昧，民愚而神，盖
接先民之愚，去道不远。

“鲁镇”还是“湘西”？事关乎“道”，所
以仍是中国文学的大问题。

我之所以说冬天是寂寞的，是因为土地在冬眠。看看地里，坦率地说，
有生气的就是萝卜、菠菜、大葱这些，没有夏天的热闹风采。早晚，地头垄沟
挂着霜柱。这一带的霜柱又粗又高，寒冷的早晨，整个地面如同金刚山的全
景图，伫立着白色的冰柱，萝卜、大葱当然都受冻。一切都在沉睡。大地紧
绷着身子，好像要把睡梦中的蔬菜摇醒。这个季节，我不能不说吃“土”的日
子已经结束。

——水上勉《今天吃什么呢？去地里看看》

因为是阅读曾经阅读过的书籍，偶尔在书中会发现年少时的眉批注记，
一股强烈的陌生与难抵的怀旧猛然袭来。猝不及防地看到已呈苍老的青
春，内心竟涌起一支挽歌，完全无法自处。书中容纳的不仅是作者的生命，
其实也置放了读者的死亡。再阅读，使得逝去的岁月又获得重生的机会。
泛黄的、陈旧的文字，放射着时间的光泽，当读者带着全新的思维与心情卷
土重来。

——陈芳明《掌中地图》

他喜欢认为，他不怕死。他害怕的是活着，不是死亡。他相信，人们应
该更多地思索死亡，让自己习惯死的概念。让它不知不觉地降临，不是最好
的生活方式。应该让自己熟悉它。你应该书写它：无论用语言，还是像他那
样用音乐。如果我们能在活着的时候早一点思考死亡，我们就会少犯一些
错误，这是他的信念。

——朱利安·巴恩斯《时间的噪音》

眼中所见，有些天资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后来怎么样也
不行了，因为整个的人生态度的关系，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
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

——张爱玲《我看苏青》

古代有几个品性恶劣的文人，曾经用文字十分巧妙地掩饰了一己之本
来面目；现代文人没有这样大的本领了。现代文人十分开心地用文字把自
心的种种恶劣如数抖出来，而且相互喝彩，而且相互“而且”。

——木心《即兴判断》

朱光潜先生说：“人生来就有好
奇心，一切知识的寻求，学问的讨探
以及生活经验的尝试都由这一点好
奇心出发。故事的起源也在人类的
好奇心。”侦探小说也不外乎是如
此，把完整的故事剪碎重新拼接，隐
去故事的关键——起因与经过，单
靠留在案发现场的线索顺藤摸瓜进
行推理演绎。在这一过程中，驱使
主人公前行的是永不熄灭的好奇心
和对真相的探求。

这一特质在海小枪枪的《大侦
探海啦啦》系列中体现得淋漓尽
致。该书讲述梅龙镇中心小学五年
级的学生海啦啦与可爱的小伙伴们
一起探案，从最初简单的奖杯失窃
案到作家孙不二失踪案，从都灵镇
的幽灵到庄园宝藏谜团，从鸽子迷
案到炸弹风云……随着情节的推进
与深入，原本童话般小打小闹的案
件逐渐触及到血腥与黑暗，人物的
探索不仅仅局限在民事纠纷，更触
及到如莎翁笔下凯普莱特和蒙太古
两大家族那样不死不休的爱恨纠
葛。海啦啦的叔叔，梅龙镇上的名
侦探海柯南，自炸弹一案后，背上行
囊去西部支教，用实际行动来弥补
曾经的过失。世界不尽是美好，一
如阳光之下亦有阴影，光鲜的背后
常负伤，探案不过借着案件的契机
将“不为人知”的秘密公之于众。难
怪海啦啦总说“有时候我真担心我
的推理会把我爱的人送进深渊”。

很多时候，案子破了，问题解决了，
心上的伤口只能等待时间治愈。即
便如此，每当案件发生，海啦啦依旧
动用他的头脑解开难题，一而再地
以身犯险。在他看来，被真相伤害，
总比被谎言安慰要好。

阅读《大侦探海啦啦》，时光仿
佛回溯，我又是那个独自一人坐在
书店，翻开一本又一本童话书的怪
小孩。那时，年纪尚小，对晦涩难懂
的名著打心底里厌烦，只愿抱着《安
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一遍遍地
翻。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很久，久到
所有的童话皆烂熟于心，直到有一
天，我在书架上翻到《福尔摩斯探案
集》。在那之后，福尔摩斯一度成为
我最崇拜的人。在文学史上，侦探
文学被视为所谓的三流作品。大多
数人觉得它是一次性消费，即读过、
享受过解密的快感后，不会有回
味。因为它的叙事内核是一桩案
子，以解开故事谜底为角色驱动力，
一旦谜底揭开得知答案，故事也就
戛然而止。而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
文学作品，它在充满悬念与冲突的
剧情之外，仍有一种感动，滋养着心
灵的成长。如今长大，领略了各种
文学的滋味，倘若有人把一本侦探
小说摆在我面前，我依旧读得津津
有味。我们读的未必是侦探小说探
案的情节，而是那个曾经渴望探案
却终究长大的自己，那个曾经勇敢
无畏说出真实想法的自己。

《袁浦记》
孔建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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