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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总有许多张望和过往袁
对着这纷繁的世界袁捧起这么一
本书袁猛然发现袁自己并不孤独遥
为此袁我愿意静下心来袁听他讲
一个又一个故事遥

1尧文字浑厚流畅袁饱含真挚
之情袁读之令人深为感染遥

2尧 上下两辑将生活与创作
融合袁热爱生活者尧小说家和编
剧的多重角色以融通的新形态
展现出来遥

3尧创作背后的故事尧灵感来
源尧包袱和埋梗以亲切对话的形
式呈现遥

编辑推荐

内容简介
这是小说家写的散文袁 也是

编剧眼里的人生遥第一辑院小说家
眼里的生活碎片袁温情而冷静袁虚
幻而真实袁理想而现实遥所有的残
酷和温暖袁 都相互依存袁 各有美
好遥 第二辑院编剧眼里的剧本尧剧
组尧影视袁以及对剧里剧外人生的
认知尧人性的洞察遥一个中年男人
眼里的世界袁些微的警惕袁巨大的
热爱遥

作者简介
海飞袁小说家袁编剧遥曾在叶收

获曳叶人民文学曳叶十月曳叶当代曳等
刊物发表小说 500多万字袁 大量
作品被叶小说月报曳叶小说选刊曳等
多种选刊及各类年度精选本选
用遥 获人民文学奖尧小说选刊奖尧
国家 野五个一工程冶 奖等多个奖
项遥著有小说集叶麻雀曳叶青烟曳叶像
老子一样生活曳 等多部曰 散文集
叶丹桂房的日子曳叶没有方向的河
流曳等多部曰长篇小说叶惊蛰曳叶花
雕曳叶向延安曳叶回家曳等多部曰影视
剧本 叶麻雀曳叶旗袍曳叶大西南剿匪
记曳叶隋唐英雄曳叶花红花火曳 等多
部遥

许多年前我在诸暨新世纪小
区某幢顶层的阁楼里看碟袁我把自
己关在那个狭小的空间袁 席地而
坐遥 光线暗淡袁所有的情节在暗夜
里涌过来包围我袁 攻击我袁 感动
我袁刺杀我噎噎我想袁我年轻的吊
儿郎当的青春也因此变得丰满起
来遥那时候我三十出头理想尚存袁
一边在报社里当一名合格的记
者袁 在阳光和雨阵密布的江南四

处行走袁 一边打了鸡血
似的写小说看电影袁关
起门来扎进那个虚无而
精彩的世界遥 其时所谓
的家庭影院盛行袁 至今
我仍然保留着许多已看
或者未看的碟片遥 在这
个刚刚下过一场春雪的
初春时分袁 重新收拾这
些碟片的时候袁 觉得这
一堆花花绿绿的光盘袁
几乎成了对一个时代的
纪念遥
我的青春就那样一

去不复返了遥
大约从三十五岁开始袁我的时

光变得飞快起来遥据说有这么一个
理论袁你把时间安排得越满袁你会
感觉到时光过得越快遥现在想来有
一定的道理袁这让我想起漫长虚无
的童年和少年遥 那时候我愉快地
虚度光阴袁 在充满希望的田野里
插秧割稻袁上山打柴下河捕鱼袁在
野丹桂房村青年民兵之家冶疯狂地

打乒乓袁翻破书袁看电视袁进行最
简单的文化活动遥 从少年时期的
露天电影袁再到录像厅袁到家庭影
院袁 再到现在从网络上可以看到
许多电影噎噎世界像一张旋转的
光盘袁转速快得令你差点发疯遥 人
到中年袁 多年以后当我频繁出现
在杭州西城广场电影院的时候袁
心中涌起了阵阵悲凉遥 现在的观
众年轻得几乎连年轻都算不上袁
我在他们的眼里袁 相当于一个八
十岁的老人遥 我想袁原来我是在电
影中老去噎噎

电影其实是我们的另一种人
生遥 所有的剧情和悲喜袁和我们的
人生大抵相似遥电影也是最接近于
小说的一种艺术袁她之所以辽阔是
因为袁我们在某一本小说掩卷的时
候思绪不平袁和我们在电影院里看
完最后一行字幕袁仍然呆呆坐着沉
湎其中袁是一种虽然不同但十分近
似的阅读体验遥

终于有一天袁 我们会用尽一
生袁写下野剧终冶两字遥

野惊蛰冶一词袁在古书叶月令
七十二侯集解曳 这般记载院野二月
节袁万物出乎震袁震为雷袁故曰惊
蛰袁是蛰虫惊出走矣遥 冶当雨声被
收住袁春天的第一声惊雷响起时袁
那些沉眠的生命逐渐苏醒袁 随之
而来的就是蛙虫的鸣叫尧 虫蛇的
出动袁植物的嫩芽在日光下生长袁
散发绿意遥

惊蛰时节袁 生命的气息开始
疯狂地滋生袁 这样暖意融融的日
子袁正好可以坐在家中袁捧着书籍
在阳光下闲览遥 海飞的散文集叶惊
蛰如此美好曳袁正是手边的一种院不
徐不疾的文字袁 质朴静美的生活袁
虚幻而又真切地出现在我眼前遥

约莫海飞偏爱惊蛰的关系袁
他笔下许许多多的散文袁 都与
野春冶野雨冶二字扯上了关系袁如同
这江南的天气袁绵密而湿润袁总有
股淡淡的愁绪氤氲心头遥 那些题
目如 叶对墨绿色的一种张望曳叶民
国是遥远的梦境曳和叶岁月恍惚袁
蝉声响亮曳袁 让人不由地沉浸其
中袁备感韵味悠长遥这个散文集共
分为两辑袁 以小说家和编辑的双
重身份袁回望了个人成长史尧乡村
与城市的追忆与守望尧电影尧小说
的阅读笔记以及剧里剧外的人生
认知袁在诗意的表达中袁那些隐藏
在记忆中的片段逐渐清晰遥 崇仁
镇尧苏州河尧丹桂房噎噎一位少年
在这里袁 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时光袁结识了些许挚友袁又在这片
土地上收获了许多文学的思绪遥

这位少年袁便是海飞遥
透过叶惊蛰如此美好曳袁让人

隔了时空袁隔了年岁袁凝视着一个
人的成长袁心生时光交错的感叹遥

金庸尧梁羽生等大师的作品袁给多
少人带来了武侠梦袁 海飞也不例
外遥他会和其他小伙伴一样袁练铁
砂掌尧飞腿袁还三五成群地去电影
院看武侠电影袁 渴望同这些剑客
一样袁肆意江湖遥 他也偏爱戏剧袁
少年辰光袁野点心广播冶 是他一天
中最喜欢的时候袁虽不痴迷袁却能
专注地倾听遥那时袁父亲买的红灯
牌收音机释放的越剧袁 与乡间的
声音袁一同掠过了海飞的心头袁荡
起层层涟漪遥这些年少的梦境袁零
零散散的袁如同碎片般袁成为了他
笔下一个个有趣鲜活的故事袁如
叶戏魂曳袁如叶烟囱曳袁在记录式的追
忆中袁它们缓缓成型遥

世事一场大梦袁 人生几度新
凉钥在波澜不惊的文字中袁海飞的
叙述缓缓娓娓袁 就像散文集出现
的野苏州河冶一样袁温文尔雅袁让人
迷恋遥海飞很会讲故事袁就像他诸
多的作品如叶麻雀曳叶惊蛰曳一样袁
他将此也用到了散文之中袁 感叹
于他如同小说一样的生活遥在叶裁
缝是一棵朴素的青草曳中袁这是一
个小镇最普通不过的裁缝袁 她叫
余一朵袁瘦且朴素袁她每天的生活
就是坐在洋车上度过遥 这样一个
平凡的人物袁 却有着无穷无尽的
心理活动袁在野咣当咣当冶的缝纫
机声中袁 她开始了一天枯燥的劳
作袁在她丈量别人的身体时袁却测
不到人的内心遥 当洋车踩动的时
候袁 她的心里又在装着什么不为
人知的秘密呢钥 也许她也会想象
着自己的剪刀就像河面上船劈开
波浪一样袁 把布料给裁开噎噎这
些身处边缘的人物尧 难以把握的
命运齿轮噎噎在立体的叙述过程

中袁逐渐丰满袁或许袁将它们当作
短篇小说来看也合适不过遥

海飞的散文是散淡的袁 让人
不经意间闯入他的江南世界袁在
阅读的过程中袁 看到这位中年男
人眼中对世界巨大的热爱和些许
的警惕遥在碎片化的生活中袁城市
化的进程却是浩浩荡荡袁 一往无
前袁 许多乡村也渐渐失去了原来
的样貌遥海飞笔下经常出现的野丹
桂房冶袁恰是如此遥 那里有他童年
生活中最珍贵的回忆袁 他可以吆
喝着带最好的朋友穿梭山村袁也
可以在空暇的时候为蚂蚁们设计
有趣的情节遥 然而袁现在的野丹桂
房冶已与他渐行渐远袁没有了脑海
中活着的野青砖黑瓦冶袁仿佛已成
了一名野过客冶袁这样淡淡的无奈
与苍凉袁 成为了他散文中曲折而
温暖的底色遥在明媚的季节袁读来
总有几分凉薄之美遥

除却小说家袁 海飞也是一名
编剧遥 他在叶惊蛰如此美好曳的第
二辑中袁记录了他眼中的剧本尧剧
组尧 影视袁 以及剧内外的人性洞
察袁对于我来说袁更像是一个意外
的惊喜遥 因为在这里袁他将叶麻雀曳
叶回家曳叶野山鹰曳 等作品影视化过
程中的点滴呈现在读者眼前袁就像
精彩的花絮一样袁无论是野爱国至
深冶的陈深袁还是野温雅残酷冶的毕
忠良等袁无不体现其独特的个性遥

惊蛰时节袁野总会在每年的初
春如期而至遥 如一枝梅的叶苞最
初的绽开袁 探头探脑袁 慌张而隐
秘冶袁春色如海袁而叶惊蛰如此美
好曳 就像春日里连绵汹涌的浪一
样袁在温情与冷静中袁给予我们难
以言喻的悸动与归栖遥

最是一年春好处
要要要读海飞散文集叶惊蛰如此美好曳

阴赵莹

电影是我们的另一种人生
要要要窑选读窑要要要

荫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