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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边新书

“遇见”海桑
□陈夏云

第一阅读

且把红楼，换了暗香轻嗅
——读亚比煞《何处有香丘》

《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
作者：海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最初，在“为你读诗”的栏目读到海桑的
诗。我的习惯是先读诗，诗句不入法眼，自然
不会去关心作者姓甚名谁。已经想不起读海
桑的第一首诗歌是哪一篇，只是当时读毕就特
别留意了一下作者：海桑。简介寥寥几句，没
有出版的书。
后来又偶然读见海桑的诗句，就有些不平
静了。非常朴素的语言，非常平常的事，经海
桑这么一表达一分行，怎么就那么感人呢？
第三次再遇见，是一首写给孩子的诗。惊
觉：这不正是我想给女儿说的心里话吗？终于
忍不住在公众号上留言：如何能买到海桑的诗
集？
我渴望了解这位名叫“海桑”的诗人。了
解的途径就是，完整地读一读他的诗集。这样
的事如今已经几乎不发生了，就像当年初读汪
国真的诗而去购买他的书。
仿佛真的听到了我的呼唤，不久公众号里
出现二维码，扫一扫就买到了海桑的诗集——
一来就是三本：
《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
《我的身体里早已落叶纷飞》和《不如让每天发
生些小事情》。
才知道，海桑遇见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
越，才得以出版诗集。
才知道，海桑现今小日子不错。和大多数
人一样了，有了像模像样的工作，七平八稳的
收入，美好的妻子，可爱的女儿。
然而，海桑是愧对他的双亲的。太行山里
出来的海桑，考上大学已经是很轰动的事，父
亲因此连演三天电影！因为沉湎于诗歌，海桑
任性地放弃体面的工作，毅然孤身北上。最困
难的时候，买半碗面多要点儿汤把桌上的调味
品全吃了·
·
·
·
·
·北漂不成，返乡。父亲出面替
他找回了像样的工作。父亲说“杀人不过头点
地”。不久，父母双双病逝。
海桑对诗歌的热爱，代价未免大了。这是
无法挽回的一辈子的伤与痛！
曾经，海桑以卖血的方式来表达对诗歌的
虔诚。这样的，持续了十年。
年轻的时候，可以不吃饭但不能没有诗
歌。后来，可以没有诗歌但不能没有生活。总
是要撞得头破血流跌得遍体鳞伤，方会领悟父
母的教诲。
三册书中，
《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读
得最慢，经常会读了再回过去读一遍，眼眶湿
润。一个人在难处的时候感触更深更接近人
性，流淌出来的文字也更容易打动读者的心。
一文友曾言道：真的，心情好的时候什么也写
不出来。大抵如此吧。
读海桑，很平静。他带着读者走进他的故
乡他的童年。一切都是那么清澈、纯净。很多
时候他就是一个山里的孩子，踟躇在山间树
林，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能牵动起他所有的感
官。即使病中也带着顽皮，即使感伤也带着小
小的希翼。
三册书是一口气读完。十月初的日子都
交给了它们。我会有一种错觉，以为在读小
说。早晨读，中午吃饭读，晚上读。海桑写的
我都不陌生，仿佛我都看见过或经历过。那些
情感，是普通人常有的，只是多了对诗歌的忠
诚。
问了一圈文友，都说没读过海桑。不仅他
这个人，他的文字也是安静的。在这个忙碌的
时代，他无疑是落在很后面。他缓慢地走着，
一点都不着急。急什么呢？生命只有一次。

提起《红楼梦》，我们醉心于书中曲折婉转的爱情
故事，迷恋它细腻生动的人物刻画，抑或惊叹于它厚重
深邃的文化内涵……的确，这是一本所涉甚广且意蕴
丰富的鸿篇巨制。从它问世至今，各类研究文献汗牛
充栋，在原典基础上进行的影视剧改编也数不胜数。
本书作者亚比煞却另辟蹊径，用香味这一独特视角参
悟书中人物，
诠释书中情怀。
“何处有香丘”——这一取自《葬花词》的灵魂拷问
被作者拿来作书名，既使读者有似曾相识的熟稔感，又
给人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书的封面采用浅淡的黛色
水墨勾勒出一幅雅致的风景，与书名互为照应：有一缕
幽香自香炉逸出，迤逦萦回于远处青山之间，又袅袅缭
绕至天际，氤氲弥漫，无远弗届。此书似乎也因此晕染
上了一抹幽香，
沁人心脾。
“这场关乎嗅觉的旅程，承载了如诗一般的香氛雅
致，是独属于灵魂的产物。人以香分，闻香识人。看一
个人，如何呈现一种味道。”全书分为“钗香”
“合香”
“品
香”
“恋香”与“后记”五个部分，前四部分把不同人物与
各种香味联系在一起，将每一个独特的灵魂通过嗅觉
变成外化的、可以感知的存在。比如在“钗香”篇中，作
者写秦可卿“眼饧软骨是甜香”，将这个兼具端庄妩媚
与风流袅娜的女子和性感的甜香相联系，给人一种绵
密婉转的温柔感。再如“品香”篇中，亚比煞用“柑橘
调”写巧姐的柚子和板儿的佛手。直白简单、清新通透
的柑橘气味就仿佛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巧姐和板儿，
虽然留香短暂，玩不出层次与内涵，但却恰恰符合素年
锦时的单纯与美好。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为书中人
对应上香气时会具体列举出各类品牌的香水，
可谓匠心
独运。例如写秦可卿的甜香时，
亚比煞一一分析了爱马
仕的
“琥珀云烟”
、
Dior 的
“蓝毒”
、
罗意威的
“事后清晨”
、
YSL 的
“黑鸦片”
等许多和
“性感”
一词沾边的香水，
将秦
可卿妩媚温柔的形象通过香水描摹到极致。再如“品
香”篇在《虚花悟：青枫林下鬼吟哦》一文中写到与“死
亡”主题有关的香水时，分别拿阿蒂仙的“冥府之路”、
AnnickGoutal 的
“没药微焰”
以及娇兰的
“没药狂想曲”
举
例，并对每一种香水用到的香料，香水的前调、中调、后
调，甚至不同香水间细微的差别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在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和主题具象化解读的同时也彰
显了作者在香水领域的苦心钻研与高深造诣。
当然，
“香”之所以能唤起心中情感，就意味着它绝
不仅是嗅觉上的存在。早在古代，司马迁曾评价屈原

□陈羽茜

编辑推荐

《酗酒、猫与赞美诗》
作者：
托马斯·林奇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何处有香丘·红楼谈香录》
作者：
亚比煞
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 年 5 月

道：
“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屈原对“香草”的喜爱最终
指向了他精神上的“香丘”：
“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
其犹未悔。”同样地，
《红楼梦》中的“香”在亚比煞笔尖
亦被书写为对善和美的追求，指向一种超逸而纯净的
品格。比如在《黛玉的书房：书香与药香》一文中，作者
写 Tom Ford“乌木沉香”的知性、中正、禁欲、自律也好，
写 FM“雨后当归”的富有禅意、温柔古雅也罢，最终均
是为了透过书香和药香传达黛玉内心的幽暗和孤独，
体现她孤洁的性格。
香水是一种造境的艺术，无形无影，刹那聚散。它
本身虽只是一种载体，一种介质，但香味背后呈现的气
质与情绪才是红楼谈香的意义所在。在作者笔下，人
与香浑然一体，全书的字里行间也因此浸染上一缕暗
香，
盈盈拂心，萦绕心田，
久久挥之不去。

这是一本不仅关于死更关于生的精妙
散文集。
有比“诗人&殡葬师”更怪异的身份组
合吗？写诗和办葬礼一样？
“ 尸”与“诗”可
以画等号吗？作者从一位殡葬师的角度来
观察人事，双重身份和幽默的冷嘲与饱含
深情的叙述笔调常令人欲罢不能。在这个
特别视角下，是一个个或温情、或挣扎，再
平常不过的故事。
带着魔咒般的诗性，林奇的文字血脉
中常见殡葬元素的星光，正襟危坐与放浪
形骸这两种姿态有时甚至同时出现在同一
篇文章的同一段之中，如此天马行空，如此
优雅，又如此迷人。这接续爱尔兰诗学传
统的文字告诉你，何为生与死的智慧，艺术
与死亡的结合又是何种形态。

《画中有猫》
作者：
德斯蒙德·莫里斯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最近在读

归去来，日子流水过
——读《是梦》
文学来源于生活。然而，日常的柴米油盐吃穿住
行，文学愿意真正去刻画吗？往往不那么忠实，往往要
求高于生活。80 后作家张哲这部小说《是梦》，特别之
处就在于作品与生活常态的高度贴合。
《是梦》讲的是杭城一户姜姓人家三代人。老先生
君山，老太太素兰，他俩生育了两女两儿，分别是颂云，
夫吴炳炎，女嘉嘉；颂玫，夫赵一耀，子老虎；天鸣，妻孟
敏儿，女婷婷；天成，妻叶雪颖，子姜远。作品讲述他们
的活动，兼及同事亲友邻居路人，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展
开。人物的活动都很不起眼，就跟我们每天在做的差
不多。
一切发生在杭州，姜家是这座城市里最普通的市
民。地域小说当然要有地域特色，怎样表现呢？首先，
人物。很明显，他们不是北地居民，俊秀温润的长相，
纤巧细腻的性格，不管男女，待人接物都很小心。其
次，语言。运用方言“睏觉”，把垃圾“掼”了，眼睛“霎了
两霎”等。
“ 啊呀，侬哪能来了呀。”对白语气婉转。再
次，地方特产。比如卤鸭儿、千张包、鞋底饼、炒油渣等
食品，比如八卦田、飞来峰、九溪、狮虎桥等地名，以及
人们吃茶唱戏，早晨听着“西湖之声”刷牙，晚上听着
“孤山夜话”入睡的场景。这些都很
“杭州”
。
字里行间洋溢江南气息，徐缓且沉谧。被这种气
息所包裹，我们不必急于听故事，呼吸清凉的晨间空
气，慵懒地打几个呵欠，低头看一眼，自己的影子赫然
映在路面。换种说话的语调，换些地方的色调，中国百
姓的日子总是相似。
日子总是相似。一天三餐，上班下班。偶尔唠嗑，
偶尔聚会。中国人血脉相连，亲戚常来往，这些来往就
是《是梦》的核心内容。小说的描写也没什么重点，老
辈人就爱说说儿女有无出息，抱怨他们不听话，拉拢子
女相亲，经意不经意互相攀比。譬如，小赵和小玫去北
京探望老虎，顺带探望侄子姜远，就对姜远的租房环境
表示不满，后来在亲戚聚会时提起给姜远重找工作，唏
嘘小时的神童现在的遭际。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亲
戚，有点油腻，有点市侩，喜欢在宴席上高谈阔论，向低
于自己的他人表达同情。
《是梦》是群像图，没有主角。不过，我猜想姜远投
射了张哲本人的生活观念。姜远代表了 80 后一代的迷
惘。面对既定规则，这个年轻人既有抗拒，也有屈从。
他厌恶体制的庸滥，裸辞做了北漂，可惜北京不是他的
北京，他不得不返杭，成了忙于揾食的自由撰稿人。姜
远最大的优点是他对生活的诚恳，对自我的执着，尽管
他有时疑惑究竟应立足何处。他承袭了母亲雪颖的品
质，她是这个家庭里最兰心蕙质的人。
日子总是相似。什么时候，节奏会被打乱呢？跨
三代，几十年，时代肯定有变动。姜家其实不是杭州土
著，君山是建国初期辽宁南下援助浙江的知青，天成这
一代则经历了改革开放、个体经商、下岗再就业等浪
潮，姜远等年轻人必须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大浪淘沙。

□林颐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身兼多职，不仅
是动物行为学家，写出畅销佳作“裸猿”三
部曲，也是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几千年
里，人与猫时而敌对，时而亲密，而历代的
艺术家已将这一部蜿蜒曲折的“人猫关系
史”记录于画中。本书精选画作 139 幅，以
画为载体，深入分析猫咪如何改变了我们
的生活。这是一本“跨界”之作。虽然写艺
术史中猫的呈现，但在分析绘画作品时，往
往会涉及作品完成时的社会风俗、宗教状
况、
外交关系等，
是一本跨学科的书。

《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
《是梦》
作者: 张哲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 年 10 月

《是梦》没有浓墨，不太用力，一束一束远光，遥遥的，恍
恍惚惚，
影影绰绰，
时代成了昏黄的幕布。
重大的事情，因为无法改变，于是无法重视。展现
在幕布上的人们的婚丧嫁娶、疾病事故，才是齿轮转动
过程中被迫嘎吱的停顿，正在发生的无声的大事。天
鸣得了癌症，陪他去看病的小赵最早得到消息，告诉了
小玫，小玫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敏儿，转而把这件事推给
了雪颖。雪颖要怎么把这个坏消息透露给毫无防备的
敏儿，大家又要如何瞒着病人，这就是我们作为家人、
作为亲戚，最费心竭力的事情啊，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
人情世故啊。
《是梦》的书写，返璞归真，白描，淡。形式则有讲
究。全书共六章，每章分成两个部分，当时与回忆。从
颂云的病逝和葬礼开篇，以老虎的孩子百日庆生结尾，
中间有寿宴的欢笑，有口角的抵牾，人人肚里都有一本
账，最后回溯到君山与素兰结缡筑房、回眸一笑的瞬
间，定格。每从今时起头，拖曳至往昔，有时倏然收笔，
有时归去来兮，时间的拉扯化为内在的张力。流水的
日子，流水地来，流水地去，沉淀了一些，也带走了一
些。

作者：
霍俊明
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霍俊明花费近三年时间著就的这
部评传，全书近 48 万字，涵盖诗人、诗歌评
论家陈超的过往追忆、诗人的理论思想、学
术观点等。这部评传既是对陈超一生的总
结，又是对中国诗歌的反思和指引，也让我
们倾听陈超这位诗人独特的发声，了解他
作为诗人，在诗的国度中的先锋性，尖锐和
不懈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