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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了大水一眼袁目光迅速从他细长的眼睛和高挺的鼻

梁上扫过遥只是一眼袁她觉得这个人早就见过袁前世尧今生袁或
者一场午夜的春梦遥 他的目光迎过来袁和她的目光相遇又迅
即分离袁秀逗觉得那个雨夜的闪电重新来临袁切开了时间和
距离袁照亮了她和他最早的相逢遥

要要要摘自叶秀逗的红柿子曳

穆杨怡薇给宁宁发微信院一个女人的老可以是皱纹提醒
的袁也会是膝盖的疼痛提醒的袁或者掉落的一颗牙袁头顶秋霜
一样的白发袁这种种提醒都会让女人伤感袁但这一切都不及
钟爱的男人失望的眼神带来的打击遥 要要要摘自叶观众席曳

事情变化的起因是他看见了文雅的生父遥当年在小芹工
作的咖啡馆里袁大梁见过这个诗人袁一头卷发袁手指细长袁夹
着烟卷袁诗人眼睛很大袁很奇怪袁他的眼睛像猫眼袁眼睛眯起
来一条缝袁瞳孔有几个圈组成袁阳光下会收缩袁可背过身之
后袁眼睛就很大袁发出一种淡淡的蓝光遥 尤其那手袁完全不像
男人的袁手指细长袁无名指比中指长遥 要要要摘自叶一合相曳

丈夫又到书房去了遥我几乎能看到他的行迹院站在门口袁
长出一口袁然后坐在那把胡桃木椅子上袁椅背正中心是五只
蝙蝠遥我知道袁他和我一样袁其实更愿意坐在一把人体工学转
椅上袁但我们必须坐这样一把漆皮剥落的硬木椅子遥 对外说
是一种格调袁而我们自己清楚袁这只是一种仪式遥在那件事之
后袁我们只好选择这样生活遥 要要要摘自叶我们的围栏曳

时间过了很久遥 皮斯觉得自己从对时间有了概念以来袁
时间第一次以块状的力量挤压了他遥从前时间是细碎的雪花
和春天细小的雨滴袁他在几十年看着父亲修表的过程中修炼
了对于时间的高度敏感袁 他能很快把一切过程精确到秒袁包
括一片树叶飘落的时间袁雨滴击打窗户的时间袁拉维打哈欠
的时间袁而现在袁时间已经变成冲决而下的泥石流袁裹挟着巨
大的石块奔涌而来袁把皮斯的一切感觉都淹没了遥

要要要摘自叶拉维的弹速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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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王秀云极其偶然袁同在一个微
信群袁抬头不见低头见袁因为我编的某
本图书封面吸住了她的眼球袁于是双方
加了好友曰认识王秀云则是在单位旁边
的小饭馆袁双方边吃边聊袁纯文学发表尧
图书出版现状噎噎事关文字方面的问
题袁几乎无所不谈袁同为编辑职业袁只是
杂志社与出版社的平台各有不同罢了遥
在一阵海聊之后袁 她的中短篇小说集
叶钻石时代曳 一书出版的相关事宜基本
敲定下来了遥

接下来就是审稿尧编稿尧校对的相
关细节了袁有一篇叶琉璃时代曳的中篇小
说写得真好遥 叶水晶时代曳叶钻石时代曳应
该是它的姐妹篇袁 或者说官场 野三部
曲冶袁 它把林小麦的前世今生尧 个人情
感尧官场感悟都写得淋漓尽致袁以一个女
性的眼光看待官场遥 林小麦身上那种可
以沉浸于情爱之中却不甘野日后提拔冶的
倔强个性袁 注定了她仕途之路愈走愈无
趣袁 最后只好一走了之的结局遥 看到这
里袁我长叹一声袁默默地画上几个大叉袁
文字再好袁细节再打动人袁构建的官场乌
托邦在我面前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遥

好在王秀云并不责怪我袁反而鼓励
我袁您看有不妥的地方尽管删袁一切听
您的遥 她很快又拿出了吸人眼球的叶花
折辱曳叶观众席曳等精彩篇章袁与三个野时
代冶里面纷繁复杂尧勾心斗角的热闹场
面来说袁叶秀逗的红柿子曳叶香云纱曳这些
书写底层劳动人民喜怒哀乐尧悲欢离合
的文字袁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袁能够作
为人性善恶甄别教科书予以传承下去
的遥

秀逗袁一个乡下清纯妹子袁虽然没
有读多少书袁却莫名地喜欢上了邻家书

生大水袁但被大水家人生生拆散遥 有一
天袁秀逗千里迢迢去某高校寻找她那并
不存在的男朋友大水袁从此过上了游荡
的生活遥 好在高校门口小书店女老板宅
心仁厚袁 才让她暂时有了一个安身之
地袁 清纯美貌的秀逗没能遇上大水袁带
给大水的大红柿子开始变质腐烂了袁这
个大红柿子的变质腐烂直至被弃无疑
暗示了秀逗悲剧人生的真正开始遥

善良袁是人生的通行证遥 由善变恶袁
由天使而魔鬼袁即是一念之差遥 善良美
貌的秀逗因爱而出家流浪袁因爱而迷惑
导致失身袁因爱生恨而痛下杀手遥 本来
行文至此戛然而止袁 也是可以棒喝人
生袁教人警醒的袁但王秀云觉得不过瘾袁
让秀逗远走东北深山老林过了一段惊
心动魄的亡命日子院与杀人犯许黑子邂
逅之后竟然痛并快乐起来遥 或许女儿徽
徽就不应该出生袁毕竟两个杀人犯共度
余生的希望过于渺茫袁许黑子很快下山
投案了袁可失去父爱的徽徽不但刁蛮无
理袁有些行为简直是不可理喻袁最后竟
然躺在毒蘑菇丛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
一生遥 可怜的秀逗万念俱灰袁她决定离
开小木屋去找大水了遥19年之久的亡命
天涯袁她始终没有忘掉内心深处最原始
的爱恋遥

同是女人袁叶花折辱曳中大妙的结局
远没有秀逗那么惨烈袁或者说大妙的文
化素质比秀逗要高一个甚至几个层次袁
不会像秀逗那样一根筋直到底袁撞了南
墙也不回头遥 但大妙的爱恋同样是令人
撕心裂肺尧肝肠寸断的遥 如果说秀逗尧大
妙是农村少女人生成长道路上的一个
缩影袁那叶观众席曳里的穆杨怡薇尧叶香云
纱曳 里的菁菁就是都市女性的风向标

了袁她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农村生存窘迫
的种种痛苦与经历袁但她们同样有着不
为人知的纠结与恩怨遥 尽管生活当中她
们个个打扮得美丽动人袁但内心深处斤
斤计较尧自私自利的卑劣个性早已淹没
了她们与生俱来的尧美好纯洁的善良与
淳朴遥 叶观众席曳 运用高科技的先进设
备袁 让穆杨怡薇看到了 20年以后的自
己袁也体验到了人性当中某些不可告人
的灰色与阴暗曰叶香云纱曳里的菁菁性感
漂亮尧出手大方袁处处以自己为中心袁在
公共场合长袖善舞袁风姿绰约袁最后竟
然把自己的闺蜜好友当成下人使唤袁真
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遥

总之袁中短篇小说集叶钻石时代曳是
一部直击人性深处的纯文学读本遥 内容
取材丰富多样袁 创作手法异彩纷呈袁人
物平民而大众袁 心理描摹入骨三分袁是
王秀云笔下构建的一个欲望放纵尧惨淡
经营尧情感流淌的精神乌托邦袁外表的
五光十色掩盖不了弱势群体内心的人性
激荡遥王秀云是一位女性作家袁同时也是
一位编辑袁这种文学生涯的两栖模式袁注
定了她必然具备细腻的情感体验尧 敏锐
的捕捉目光和特立独行的创作激情遥 她
笔下的主人公袁 大多出身底层袁 家境平
常袁其寻觅尧打拼尧疯狂甚至崩溃的生活
多变常常令读者阅后拍案称奇遥 弹性多
变的叙述方式袁抽丝剥茧式的刻画功力袁
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般袁 游走于人
性悲凉与红尘世俗之间的缝隙当中袁给
读者带来动荡不安而又兼具可靠品质的
刻骨体验袁在文字的饕餮盛宴中袁洞察尧
体味芸芸众生的裂变之殇遥

愿接下来的日子里袁能够读到王秀
云更多尧更好尧更深刻的文字遥

中短篇小说集叶钻石时代曳
是一部直击人性深处的纯文学
读本遥 野钻石时代冶其实就是王
秀云笔下构建的一个欲望放
纵尧惨淡经营尧情感流淌的精神
乌托邦袁 外表的五光十色掩盖
不了弱势群体内心的人性激
荡遥 王秀云笔下的主人公袁大多
出身底层袁家境平常袁其寻觅尧
打拼尧 疯狂甚至崩溃的生活多
变常常令读者阅后拍案称奇院
大妙的生命蜕变袁 秀逗的悲苦
恋情袁穆杨怡薇的复仇袁大梁的
谋杀亲侄袁 迟红的职场纠结
噎噎等等袁 弹性多变的叙述方
式袁 抽丝剥茧式的刻画功力袁
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般袁
游走于人性悲凉与红尘世俗
之间的缝隙当中袁给读者带来
动荡不安而又兼具可靠品质
的刻骨体验袁在文字的饕餮盛
宴中袁洞察尧体味芸芸众生的
裂变之殇遥

王秀云袁女袁中国作协会
员袁 鲁迅文学院高研班 22 届
学员袁 著有长篇小说 叶出局曳
叶飞奔的口红曳袁诗集叶长庚曳
等遥 先后在 叶人民文学曳叶十
月 曳 叶北京文学 曳 叶江南 曳 叶长
城 曳 叶清明 曳 叶青年文学 曳 叶诗
刊曳叶诗选刊曳叶散文曳叶滇池曳
叶光明日报曳 等报刊发表小
说尧诗歌尧散文遥 作品曾多次
被 叶中篇小说选刊曳叶小说月
报曳叶小说选刊曳叶散文选刊曳
等转载遥 现供职 叶北京文学曳
杂志社编辑部遥

钻石时代的平民情结
要要要试析作家王秀云笔下的精神乌托邦

阴全秋生

确切地说袁是王秀云的眼睛袁始
终盯着人心的某些部分袁 只要把这
些部分观察准确袁 人任何异于常类
的外在行为袁就都有了缘由袁也就具
备了自身的合理性遥由此而来的袁是
王秀云对人心某些部分的洞察遥

要要要著名青年评论家黄德海

这部小说集有着诸多流行小说
的因素袁顺畅而曲折的叙事袁生成波
澜却无阅读上的障碍曰 它有官场人
生的勾心斗角尧 蝇营狗苟尧 道貌岸
然袁颇似另一种人生的细致揭秘曰它
有情爱与爱欲袁 有自我尊严和职务
诱惑的艰难选择袁甚至袁它也有生离
死别袁 有蓄意的谋杀和种种波折
噎噎但不仅有这些袁我更看重的袁是
它在这流行性背后的部分遥
要要要鲁奖获得者尧著名作家李浩

秀云的小说里袁 理想主义气息
浓郁高涨时袁 总会有锥心的反省之
痛提示着深渊存在曰 理想和英雄退
散远去时袁隐喻和讽刺力透纸背袁剑
在匣中鸣遥

要要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李屹

而我最喜欢的是文里的那种怜
蚁的胸怀遥 只要能认真阅读都能感
受到怜蚁在心底的冲荡袁 那样势不
可挡遥 我喜欢去评论这位了不得的
作者的写作技巧袁 因为她诠释的文
意已经高出写作技巧或者文笔一万
里遥

要要要微博用户 达摩流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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