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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飞的 野谍战深海冶系
列袁 写的是命悬一线的乱
世尧孤绝幽暗的人性遥 文字
之中袁展现了他惊人的想象
力院 那是关于不可能的可
能袁关于人的光芒遥

要要要李敬泽

海飞的野谍战深海冶系
列袁 完成了文学性与情节
性的完美统一袁 在求新求
异求变求真的小说之路
上袁 作出了不遗余力的探
索与追求遥

要要要麦家

野谍战深海冶 是品相与段位始终
保持着一个相对高度的谍战小说书
系袁这是小说家海飞谋篇布局上闪闪
发光的文字亮相袁也是编剧海飞人性
拷问至深入骨髓的完美呈现遥 我喜
欢遥

要要要黄晓明

在看似波澜不惊的野谍谍不休冶
中袁 海飞完成了他整个的 野谍战深
海冶系列小说遥从中我窥见了一个小
说家的文字野心袁也看到了他为野谍
战影视剧冶贡献的精彩桥段遥一声枪
响袁好戏开场遥

要要要周冬雨

属于黄忠贵的故事袁 是一则玫瑰
的轶事与小传袁 孤岛时期的上海滩犹
如一幅黑暗诡秘的画布袁 这个阴郁深
沉的女管家隐身在其中袁 然而又是如
此别具一格地凸显而出遥 黄忠贵是海
飞的小说 叶唐山海曳 中出现的一位管
家袁叶唐山海曳讲述叶麻雀曳中的二号人
物唐山海是如何奔走在抗战期间的上
海城袁书写谍海浮沉的传奇生涯袁全书
由发生在他身上各自独立而又互有关
联的三个故事连缀而成遥 三个篇章根
据主旨的不同分别被命名为保镖尧锄
奸和较量遥 黄忠贵款款地出现在第二
个章节野锄奸冶袁她是唐山海意欲铲除
的汉奸黑帮张大林身边的管家袁 既是
他的情人又是他的得力助手遥 在张大
林被唐山海暗杀后袁 她孤身一人悄然
离去袁踏入无边的雪夜袁从此音讯不明
噎噎

黄忠贵出场时是波澜不惊的袁一
身黑色衣裤袁带领来客进门袁敲门不急
不缓遥 显然通过这种沉稳的暗色调袁她
想将自己隐藏起来袁 成为一个再寻常
不过的管家遥 然而这个策略并不成功袁
通过张大林的视角来看袁野她脸上那抹
深思熟虑的阴郁袁 反而与书房中的橘
黄色地毯交相辉映冶遥 女性的年轻美貌
通常被赋予更多的观赏性意味袁 即使
她尽量在降低这种意味袁 但仍然无法
摆脱来自他者的观看院野这个女人的面
容和身材看似一幅漫不经心的画作袁
却有着格外别致的风韵冶遥 青帮张大林
是一个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人物袁他

城府颇深袁年近不惑然而内心顽强遥 他
是一种向外侵略的男性气质的化身遥
在暴力和权势主导的男性世界袁 黄忠
贵仿佛透过细小的缝隙吹拂而来袁是
一支不知停止在何处的歌袁 一盏雨打
风吹中不可熄灭的美人灯袁 仿佛是听
从人们内心那种隐秘的失望而来遥 面
对纵横捭阖的黑暗丛林袁 读者在暗暗
期待一个永恒的女性来引领我们飞
升遥 如同波德莱尔将魔鬼视为伟大的
受压迫者袁 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们是我
们秘而不宣的希望来源遥 她在张大林
防御重重的公馆中巡视走动袁 在森严
的秩序与压抑的情绪中袁 她飘动的衣
摆犹如一只黑鸟袁 拂过隐隐透出血色
的天空遥

而在黄忠贵还没有进入张府前袁
她是风月场所荟芳阁的姑娘金镶玉遥
张大林看中她的原因是当时的她看起
来 野比身边所有的女人都要淡定沉
着冶袁而最后他也答应了黄忠贵希望成
为他的管家的意愿袁从这个意义上说袁
张大林也可算是她的伯乐袁 尽管这种
知音或许是一种傲慢下的宽容遥 关于
金镶玉的身世袁作者海飞没有说明袁这
是一个既没有来处又没有去处的女
人袁无从捉摸遥 然而寄身勾栏院中袁可
以想见她前半生的风雨飘零袁 她的淡
定亦是一种冷眼看待命运的冷漠与智
慧遥 张爱玲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袁野母亲
是好意的傻子袁时髦的妻是玩物袁乡气
的妻是祭桌上的肉冶遥 封建社会中女性
的生存空间是如此逼仄内囿袁 从妓院

到深宅袁金镶玉的选择并不多袁面对张
大林所说野你可以嫁给我冶袁她的回应
是袁野其实我更喜欢当老爷的管家冶遥 管
家这一身份使她脱离玩物和祭品的命
运袁使她的才干和思虑得到施展袁在她
的打理下张公馆日益昌盛遥 同时管家
也是一种手握权力的职位袁 这使黄忠
贵获得部分权威袁 在张公馆中她的地
位在门生和妻妾之上袁 上上下下的人
碰到她或是笑脸相迎或是垂首默立袁
张大林也从未对她表现出不满遥 小说
文本中袁 黄忠贵总是以一身黑色衣裤
示人袁黑色意味着坚固尧肃穆与自我压
抑遥 在男性掌权的世界中她必须通过
放弃女性身份而获得认可袁 细花旗袍
所象征的玲珑和生动袁 已是一个隔世
的躯壳遥

作者海飞在黄忠贵身上花费的笔
墨克制而精准袁 采取一种近乎白描式
的手法袁我们能看到她野挽起垂落的袖
口冶袁看到她将烟枪野一把砸落冶袁看到
她 野翻看着她还是叫金镶玉时的几张
泛黄的照片冶遥 然而我们却无法窥知她
的内心袁一切的情绪隐而不发袁却更显
汹涌遥 尽管着墨不多袁她却无处不在袁
贯穿始末袁呈现出丰富而多义的形象袁
或许这正是作者对她不自觉的偏爱
吧遥 小说中为她安排了一个白茫茫大
地真干净式的结局袁 她重新换上了细
花旗袍袁 象征着从此与压抑的权欲世
界的割裂袁以及真情本心的回归袁如此
决绝而寂寥遥

黄忠贵踏着风雪离去遥

夜深不见底遥在这样的绵长的安
静里袁 我们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说
说唐山海这个人遥 在叶麻雀曳中他不
过是个二号人物袁但很受欢迎袁特别
是他从容走向活埋坑袁 唱响万里长
城万里长的时候袁 让无数人唏嘘或
落泪遥 一个人物能根植于观众的内
心袁一定是有原因的遥 黑夜中往往有
许多故事降落在我的书桌上袁 我知
道袁这里面或许有一个袁是属于唐山
海的遥

在现在的这个小说叶唐山海曳中袁
他来上海是为了给国军第一批德械装
备部队要要要第二师补充旅第二团的团
长郭庆同当保镖袁 为了在淞沪会战打
响时能保住这个战略要地袁 郭团长的
部队乔装成上海保安团袁 连夜调防到
虹桥机场遥 主角当保镖袁这是比较少见

的遥 唐山海的样子似乎也不像要给人
当保镖袁 这个保镖的派头快比郭团长
都要大了遥 夜色越来越浓烈袁风雨腥风
的战事就要撕开了噎噎

唐山海的业务能力蛮强的袁 在戴
老板的印象里也是没得话说遥 唐山海
天生是要当大哥的袁 他来上海时带着
戴先生安排的三个帮手要要要来自驻防
杭州城 55师部队的贵良尧万金油和花
狸袁 刚到火车站就又收了一个小弟袁
那就是粉雕玉琢的少年丽春遥丽春偷
钱包时被地头蛇盯上了袁唐山海轻轻
松松就帮他化解了危机袁把浪头掼得
一塌涂遥 这样的人当然让人觉得可
靠袁乐意追随遥 少年丽春就像一只小
雀鸟似的从此跟在唐山海身后袁对于
丽春来说袁这个大哥一方面是很威严
的袁同时也很宽厚袁他们会在同一把

雨伞下谈天说地遥唐山海就是这种类
型的老大袁谈笑风生间就化解了一道
道刀光遥

最终这些念头终于成了这部名为
叶唐山海曳的小说遥 假如唐山海驾临我
惨不忍睹的陋室袁或许是格格不入的遥
他是个富家子弟袁 打扮时髦袁 很有腔
调遥 小说行文中的他袁 那么的神气昂
扬袁似乎还不知道我早已在叶麻雀曳中
写下了他那绚烂得如同烟花一样的结
局遥

灯光已暗了遥 1937年上海的大雪
中袁唐山海高大的身影渐行渐远遥 如果
我追得上他袁或许会同他讲袁山海兄袁
我们喝一杯海半仙的同山烧再上路
吧遥 然而在那个凛冽而决绝的年代里袁
男人的姿势是如此一往无前袁 仿佛山
海皆可踏平遥

内容简介院 淞沪会战开始前的上
海袁黑云压城袁风雨欲来遥本是浊世翩翩
俏公子的唐山海袁在兄长唐蓬莱将军的
影响下袁加入了军统袁被秘密派往上海袁
保护以保安团团长身份驻扎在上海虹
桥机场的国军精锐德械部队的长官郭
庆同遥 郭庆同是日本人的眼中钉袁他们
派出一个精锐的刺杀小组袁想除掉郭庆
同袁扫除占领虹桥机场的障碍遥 为了除
掉郭庆同袁日本人无所不用其极袁人皮
面具尧策动狱啸尧伪装下毒尧炸弹暗杀
噎噎手段层出不穷遥在痛失几位战友之
后袁 唐山海终于识破日本人的奸计袁除
掉了日本人的刺杀小组遥 上海沦陷后袁
唐山海奉命潜伏在上海袁相继接受了铲
除投靠日本人的大汉奸张大林袁重组军
统上海区等任务袁开启了他那传奇而壮
烈的谍战生涯遥

海飞院小说家袁编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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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尧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奖项遥 著
有小说集叶像老子一样生活曳等多部曰散
文集叶没有方向的河流曳等多部曰长篇小
说叶惊蛰曳叶回家曳等多部曰影视作品叶麻
雀曳叶旗袍曳叶大西南剿匪记曳叶隋唐英雄曳
等多部遥

谍战深海系列

名家点评

黄忠贵踏着风雪离去
要要要读海飞小说叶唐山海曳

阴蒋静米

山海皆可平
要要要小说叶唐山海曳创作谈

阴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