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刊观察

在《失重》中《入戏》 □郭梅

本期经眼期刊：

2018 年第 1 期的《十月》《花城》《收
获》《书城》《芳草潮》《北京文学》《散文选
刊》《长江文艺》《小说选刊》《中国作家》

《人民文学》《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
好小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一位年过不惑自幼便想要当“做戏
人”的散文家去她家乡浙江玉环的一个民
间草根越剧团深入体验生活之后，会凝成
什么样的文字？虽然在苏沧桑与吉祥戏
班“缠绵悱恻”的那段时间，我早就通过她
的微信了解了她与戏班台柱子潘香、赛菊
等姐妹“跨界”交流的细节，而且还以戏曲
学者的“自己人”身份发出过会心的微笑，
但，读到三万字的《跟着戏班去流浪》（《十
月》）时，我还是被深深地撼动了——从冲
州撞府讨生活的元代路岐人到清人李渔
游走四方打秋风的家班女乐，再到谢晋导
演镜头下“年年难唱年年唱”的舞台姐妹，
戏曲始终是娱乐大众的重要艺术形式，也
是演员们赖以谋生的职业。即使在影视
和互联网艺术成为主流的当下，戏曲在
民间依然生机蓬勃。可是，除了吸粉无
数的国营剧团的著名艺术家们，民间艺
人们的甘苦却鲜为人知——苏沧桑强
调，“我原想说，做戏多自由浪漫多开心，
可短短几天，我便明了戏班生活的本质
绝非原先想像的那么美好，而是极度的
劳心劳力，甚至厌倦，尽管，曾经，她们和
我一样向往”，因为，“远看剧团像天堂，
近看剧团像牢房。春夏秋冬不见面，回
家一包烂衣裳……”

本月另一篇重量级的纪实文字是王
敬东的报告文学《北京遭遇“垃圾围城”》
（《北京文学》）。我们每个人都在天天制
造垃圾，但却很少关注垃圾去了哪里，真
正具有强烈环保意识的中国人也不多。
作家用触目惊心的真相让我们了解巨量
垃圾产生和处理的来龙去脉，洞悉垃圾的
种种危害，感知环卫工人的艰辛，探究破
解垃圾围城的良方，同时，也拷问着每个
人的良心和素质，提醒大家是时候提高环
保意识和关注底层了。

王手是一位一直关注底层的作家，他
的短篇新作《平板玻璃》（《花城》）照例以

“我”为主人公。“我”从1979年起在老家
温州和上海两座城市间往返奔波，专门跑
单帮——当年，只有上海才有平板玻璃出
售，平板玻璃对温州人来说是富贵的象
征，新婚的人都希望能买到一块稀缺的平
板玻璃。玻璃需小心运输和搬运，一旦碎
了，彩头就会变成晦气——故事中的这块
平板玻璃改变了几个人一生的命运！

周如钢短篇新作（《长江文艺·好小
说》）的主人公盖务鹏原是市里最大的财
团春风集团的公子哥儿，由于反腐，曾风
光无限的他变得一无所有，绝望中跳了
河，被庄守城救起。看着狭小的船舱里小
方桌上厚厚的一叠老总名片，盖笑话庄风
光的当年，也自嘲自己也曾朋友遍天下。
小说直面当今社会的浮躁、奢靡以及冷酷
无情，这是一个朋友圈大肆喧嚣却难有一
个真朋友的年代，作家强调，在没有朋友
的情况下，还需要有自我镇定，需要有方
向的引导。

马小淘的短篇新作《失重》（《长江文

艺》）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人和狗一起减
肥，狗减下去了，人却没有——因为，人可
以控制狗，但却控制不了自己。作家在创
作谈里如是说：“我们好像对谜底没什么
兴趣……当我试图去规划一个人和一条
狗的减重之路，我才好像懂了这中间的艰
辛和苦涩。所以我没法简单粗暴去归纳
狗的成功和人的失败，我仿佛感到了他们
共同的抑郁。”

徐小斌中篇新作《入戏》（《中篇小说
选刊》）中的主人公梅清风是个异数，一直
被认为“孩子气”“情商低”“长不大”，而无
法融入“大多数”的人群之中。从世俗意
义来讲，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更
要命的是，她没有反省自己失败的原因，
而是顽强地继续坚守着自己的内心世界，
甚至勇敢地抗拒世俗的规定，顶着一路逆
风，让心起舞飞翔。作家认为，这是勇敢
者的选择，也是保持初心、不变成我们小
时候所讨厌的那个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文清丽的中篇新作《她骑着小桶飞走
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描写一
位大学教授的妻子得重病瞎了十三年聋
了十三年，之后又离奇死亡。那么，在这
十三年里，曾经风华正茂的夫妻俩经历了
什么？面对良心的审判，丈夫会交出怎样
的答卷？而在本期《小说选刊》上，作家则
讲述了自己与刊物之间《幸福的日子》。

和文清丽一样，本月在两种以上著名
期刊亮相的作家尚有数位，如莫言的新作
同时见于《花城》与《十月》，其中，小说《等
待摩西》（《十月》）保持了他惯常的叙述语
调，第一人称、生动、幽默，只是更显平静，
过程的放松与结尾的节制传递了复杂的
人生况味。还有实力散文家汗漫的新作

《杜鹃山记》见于《中国作家》，而《散文选
刊》则刊发了他的特辑。

如果您有时间读长篇，又假如您不是
特别年轻，那么我推荐周大新的长篇新作

《天黑得很慢》（《人民文学》），作家倾心于
老龄难题和老境体察，让读者从中体会人
生终点前的种种——老年陪护工作者一头
连着与自己并无亲情的老人，另一头牵着
与自身相关的生计。时尚诱引和旧事纠
缠、进城落脚的心事与城市落户的心机、
老年临终的模糊心神和陪护报恩的清晰
心志，这种种在小说中汇聚为情和义，社
会治理的问题渗透到了褶皱深处，人文关
怀的广角使得以前并未被足够凝视过的老
年护理人群有了得以表达的机缘。

《收获》新开专栏“沧海文心”，王尧教
授将笔触伸向战时的陪都重庆，因为那里

“云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成为
抗战文化的中心。嘉陵江畔，知识分子生
活、思想，痛苦、欢乐，卑微、高贵，创造、选
择。在此，绵延数千年的文脉得以延续并
出现新的景象。弦歌不辍。文化未亡。
中国再生。”开栏第一篇《“寒夜”里的“清
油灯”》，主人公便是《收获》的创始人巴金
先生。

■禾刀

多年来，在鲁迅的强烈光环下，
朱安这个名字要么被刻意忽略，要么
变得讳莫如深，甚至多了几分敏感。
所以，乔丽华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
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
方面人士的回忆，运用报刊资料、回
忆录、文物、生活等资料，透过本书呈
现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显得弥足珍
贵。

在乔丽华的指引下，走近朱安，
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守旧女性的标准
画像。无论是从书中选用的几张照
片，还是朱安日常言行来看，她在陈
旧妇德考卷中均可取得不错的成
绩。从 1906 年嫁入周家后，她就承
担了孝敬照顾婆婆的任务，37年如一
日。虽然与鲁迅呆在一起的时间并
不长，二人直接交流语言屈指可数，
但在这段时间里，她还是默默承担了
一个妻子对丈夫悉心照顾的责任。

对于鲁迅，性格懦弱的朱安只能
屈从，但长年累月后，心底被压抑的
火山还是爆发了，不过她的反抗同样
没有跳出守旧的枷锁。比如在孙伏
园印象中，朱安至少有两次当着鲁迅
亲朋好友的面，向鲁迅公开发难，数
落鲁迅的不是，一次在绍兴，一次在
北京。显然，朱安所能想到最激烈的
反击方式也是最传统的。不过，即便
这样依然于事无补，祭出最激烈的反
击方式后，朱安反倒没了底牌，她只
能再次退让。

在乔丽华看来，朱安“宣布一辈
子侍奉娘娘，恐怕这也是她所能退守
的底线了”。朱安显然“记住了长辈
们常在她耳边说的那句话：‘生为周
家人，死为周这鬼’”。尽管鲁迅在与
许广平结合前数度迁居，朱安都坚定
地跟随，包括鲁迅与二弟闹翻她也坚
定地站在鲁迅这边。乔丽华认为，朱
安的坚定态度实际是在捍卫自己在
周家的地位，“尽管是极其可悲的地
位”。

当然，鲁迅对陈旧的世俗也心知
肚明。“按当时绍兴风俗，如果姑娘被
男家退聘，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是
家庭的耻辱”。这也是后来鲁迅与许
广平同居后，不再强求与朱安离婚的
原因所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看成
是朱安数十年中唯一的一次“小
胜”——至少她还生活在周家。也所
以，在得知周海婴出生的消息时，她
反而变得高兴起来，也许在她看来，
作为“正室”的她，理所当然地成为周
海婴的“母亲”。

朱安的守旧意识可谓根深蒂固，
甚至可以说有点顽固不化。当不愿
违逆母亲旨意的鲁迅见退婚无望后，
于是退而求其次，从日本来信劝朱安
放足，进学堂，结果全被拒绝。这次

拒绝，其实是将她与鲁迅间原本模糊
的差距明晰化，并进一步拉大。尽管
朱安后来也意识到这些问题，比如结
婚那天刻意穿了大一号的鞋子，以此
在亲朋好友前隐瞒缠足真相，结果弄
巧成拙，鞋子因为太松反倒掉了下
来，落得个不吉利的兆头。后来在北
京时她偷偷跟着别人学习体操，“曾
经也在老太太的劝说下剪去了发
髻”，然而，传统已经侵入她的骨髓，
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渴望拥抱新思想的鲁迅而
言，朱安的这些举动远远不够，更何
况这并非发自她思想的觉醒。鲁迅
如此要求并非因为朱安是自己名义
上的妻子，而是对一个身处“三千年
未有之变局”时代女性的基本要求，
他对祥林嫂等人那些死守旧式思维
的人物，早就表明了“哀其不幸，怒其
不争”的坚决态度。

乔丽华将朱安的遭遇称之为“精
神的苦刑”，这种“苦刑”原本属于朱
安和鲁迅二人的。鲁迅母亲鲁瑞就
曾对别人感叹，“他们既不吵嘴，也不
打架，平时也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
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不过，后来
鲁迅找到了精神出口，而朱安仍旧陷
在里面，空有周家媳妇的名头。

毫无疑问，鲁迅的光环极为耀
眼。正是因为光环，许多人看不到鲁
迅婚姻生活的不完整，看不到他的光
环下居然还站着在黑夜的“苦刑”中
煎熬了 30 年的朱安。朱安信守传
统，但传统不能给她以任何力量，反
倒总是令她头破血流。如果不是乔
丽华，似乎没有人会想起或者说愿意
想起有这么个女人，哪怕她曾是鲁迅
的夫人。

《穿越电影的美味人生》
作者：姜米粒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8月

□朱心宇

第一悦读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穿越电影的美味人生》以单元体的
形式，藉电影细说美味：先是简单地概述
了电影里出现这道美食的场景，而后将
这道食物背后或是欢乐或是悲伤的故事
娓娓道来，接着是最令人欲罢不能的部
分——对每一道美味精雕细琢的过程所
进行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偶尔作者也会
穿插着说些自己与这些食物的趣事或者
是糗事，总会令人不由得勾起嘴角。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西班牙
海鲜饭》这一则中，作者提起自己在北京
时曾冒着过敏的风险点了一盘“贵得要
死，性价比极端扭曲”的海鲜饭，“看着盘
子里的鱿鱼圈之类的眼馋”“忍着忍着忍
不住吃了两口”，却发现“不过尔尔，白白
浪费了冒死的勇敢”。这与广为流传的
一句民谚“拼死吃河豚”颇为相似，可惜
这海鲜饭远不及河豚来的美味，不然说
不准作者也会如同千年之前吃河豚的苏
东坡发出一样喟叹：“也值得一死！”

与其说这是一本美食评论或者是一
本影视评论，不如说这是一部随笔，是一
个文人借着食物书写着她充满趣味与烟
火生气的日常故事。中国人千年以来对

“吃”的热爱在作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
致，而这，说到底，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
生活的执着；何况美食本身，在任何一种
文化中都有着特殊的地位——下可落入
寻常百姓家融于一日三餐的生活，上可
追溯到掌勺者的身心境界与电影绘画等
并称为“艺术”。

可以说，“食”之一字，是社会生活中
最寻常又最不寻常的东西了。

“食”，不仅仅是人生存于世的必需

品，通过本书的描述，作为读者的我们渐
渐发现食物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甚
至是一个民族文化内核外化的表现形式
之一——就像电影《我是爱》的女主角艾
玛是由凛冽的西伯利亚风孕育出来的粗
犷豪放的战斗民族，嫁到意大利后她极
力想要忘却俄国，甚至连名字都改掉了，
她的胃却还记得和故土一般简单质朴的
清鱼汤，“在江边钓上鱼以后，直接用江
水煮，先煮一些鱼，把鱼捞出，再放进去
一些煮，捞出来再放进去第三拨鱼”，“只
放盐”，“之后的鱼汤就是俄罗斯清鱼
汤”；而电影《幸福便当》里则令人意识到
温暖湿润的季候风所滋养出来的精致又
内敛的大和民族，将母亲对女儿的爱倾
注在和母爱一样看起来并不华丽挖起来
却有层层惊喜的海苔便当里，“蛋松海苔
便当共有五层，最下面一层是红烧萝卜
和鱼肉拌饭，上面一层是炒菠菜，中间是
紫苏饭，然后铺上蛋松，最上面盖一层海
苔”。

生而为人，总有那么些时候会跌入
低谷，在这样的时刻，不如暂时地放下手
边繁杂的事务，拿出这本书来，跟着书里
的步骤做一份新奇的食物，挑选一部感兴
趣的电影，读一读作者与食物之间那些有
趣的小故事；它或许不是一只强有力的
手，不能把你拉出泥淖，但好比冬日午后
暖融融的阳光，似乎无用，却可以让人感
受到简单的小幸福，这便是本书的魅力所
在——不辜负美食，不放弃生活。

最近在读

在光环遮蔽的漫长黑夜
——读乔丽华的《我也是鲁讯的遗物：朱安传》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作者：乔丽华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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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拾贝

写作如同抱负被赋予我。或者说，我遵循着父亲的榜样；他虽然是一名记
者，却是一名作家，因为他还会写故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的父亲在他的
故事中探究了我们的印度背景。他发现这是个非常残酷的背景，而我通过他的
故事也发现了这是个非常残酷的世界。所以我在成长过程中明白了这样一个道
理，内省非常重要，且不应该总是去确立外在的敌人。我们必须探究自身，探究
我们自身的弱点。我到现在仍然如此相信着。

——奈保尔《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

通常人把自己最隐秘的事情告诉别人有两种结果，一是拉近了两人的关系，
一是反而疏远，进而心生反感。

——宁肯《沉默之门》

谁无法生活在细节中，谁轻视和禁止细节，他就会变成瞎子。成千的细节形
成的结果并非贯穿生活的一根拉紧的线，也不是普通的一致，不是乌托邦。细节
无法被置入链条和环节，也是世上的直线逻辑所无法解释的。我从来与整体格
格不入。我完全绝望地试图领会自己人生路上所遇到的琐事。

——赫塔·米勒《镜中魔鬼》

一个人在追求他的爱好，同时也在体验他的痛苦——这就是爱好的砝码、订
正本、平衡物和代价。一个人如果学会——而不是纸上谈兵而已——孤独地去
面对自己最深的痛苦，克服那想要逃避的欲望以及有人能与他“共苦”的幻觉，那
他还需要学习的就所剩无几了。

——《加缪手记：第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