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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阿莉窑史密斯著袁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6月版遥
英国女作家阿莉窑史密斯的小说具有浓厚的

实验性质却又引人入胜袁以充满巧合与意外的情
节尧多变的视角尧开放的结构尧丰富的声音和文字
游戏尧对传统性别建构的突破尧细腻的情感以及
厚重的主题而著称遥 叶秋曳讲述英国大学艺术史教
师伊丽莎白在少女时期与年长她许多的隔壁邻
居丹尼尔是好朋友袁两人经常探讨艺术和人生问
题遥作者将伊丽莎白等英国人在脱欧时期的精神
状况投射其中袁全书由丹尼尔濒死的梦境和伊丽
莎白少女时期的回忆交叉组成袁共同交织出一幅
当下英国社会生活图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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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十载袁 阿来在 叶尘埃落
定曳之后推出史诗力作叶云中记曳遥
这是一部侧面描写汶川地震的感
人诗篇袁阿来行文流畅自由袁情感
饱满厚实袁 整篇充满着草木之灵
与人性之美遥 这确实是我们所熟
悉的阿来遥 在以前的作品中袁天
地尧草木尧故乡尧藏民生活是主要
的色调遥 而在叶云中记曳中袁阿来更
着重探寻灵魂的色彩遥 在灾难面
前袁人类无能为力遥 大地给予人们
恩赐袁也让人们陷入危险遥 只有那
一条通向永恒的救赎之路袁 永远
盘踞在纯粹的人心中遥

叶云中记曳 讲述了汶川地震
后袁 四川一个三百多人的藏族村
落袁伤亡一百余人袁并且根据地质
检测袁 村子所在的山坡将在几年
内发生滑坡袁 于是在政府的帮助
下袁整村搬迁至一个安全的地方遥
然而村里祭师内心越来越不安
宁袁他总是惦念着那些死去的人袁
最终决定返回原来的村落袁 照顾
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噎噎

云中村是小说故事的发生
地遥 这是一部饱蘸深情尧庄严隆重
的作品遥 谈及这部作品的缘起袁阿
来说袁汶川野5窑12冶地震的第二天袁
他就到达了现场袁 面对灾难与死
亡袁 当时他就在思索袁野为什么中
国人我们这个文化哺育的人袁面
对死亡的时候只有哭泣袁 只有悲
痛遥 很多时候我们观察别的文化
当中的人袁他们对于生命袁对于死
亡袁不管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袁还是
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袁好

像他们总是能在苦难悲伤当中发
现另外一种东西袁 生命最高贵的
那些东西遥 他们对悲伤之外东西
的了解给自己构成一个灵魂跟心
灵的洗礼遥 如果写汶川耶5窑12爷地
震中造成这样巨大伤亡这样的灾
难文学袁我觉得很难袁如果用传统
的我们已经习惯的方式可能很难
下笔遥 我们没有参透众多死亡对
于我们灵魂的洗礼与净化遥 如果
他们的死没有启迪我们更好领略
我们活着的这些人对于生命意义
和生命价值的认知袁 那他们可能
死就是白死遥 但如果我们有所领
悟袁 我们的领悟可以使他们的死
亡发生意义遥 冶要要要直到十年后袁
他才找到了这种方式袁阿来说袁写
作这部作品袁 他一直是在莫扎特
叶安魂曲曳的陪伴下的袁在题词中
他也特别致敬了莫扎特袁野写作这
本书时袁 我心中总回想着 叶安魂
曲曳庄重而悲悯的吟唱遥 冶

很多读者提出袁读叶云中记曳会
让人数度落泪袁关于这一点袁诗人
欧阳江河这样评价院野阿来所使用
的时间观念袁 他对生命的态度袁他
对宗教的态度袁他对天和人关系的
态度袁这种时间和由这种时间观念
所抵达的存在的根本和对生命的
看法所锻造出来的语言袁我们可以
称之为耶眼泪爷遥冶他认为袁叶云中记曳
的结构与古典音乐的韵律是息息
相关的袁而阿巴抚慰鬼魂这个伏笔
跟莫扎特的叶安魂曲曳有种对位关
系遥 野我读出了文学文本袁 信仰文
本袁语言文本以外的东西袁我读出

了音乐尧调性的转换袁这种元素在
小说里大量存在遥 冶

作家邱华栋认为袁 一个好的
小说的结构就像一件精美瓷器的
器形遥 野我觉得要采取一个对话和
凝视的方式进入到叶云中记曳里袁
我们才会重新回到 2008 年的时
刻袁大地在颤抖袁最终我们会听到
自己内心的声音遥 冶关于小说的形
式和题材袁 邱华栋做出了一个幽
默而恰当的比喻袁 他把形式比作
男人袁 题材比作女人袁 两人在一
起袁合适才能完美遥 野作为读者阅
读阿来可以从语言这个角度进
入遥 他的作品有高度的平视感袁文
笔意识也特别强遥 他的三部中篇
小说 叶三只虫草曳尧叶蘑菇圈曳尧叶河
上柏影曳在形式上很完美袁每一个
作品形式对应着一个题材袁 他把
这种对应关系处理得特别好遥 冶

这本书最让评论家陈晓明感
动的是袁阿来的野灵知冶写作达到
了一个境界遥 他认为袁叶尘埃落定曳
叶机村史诗曳叶云中记曳是阿来的三
部曲袁而叶云中记曳在精神方面又
上了一个台阶遥 野其实不管是故事
的连接袁还是氛围的接续袁那种感
觉的变化是非常难的遥 但他完全
是大话天神袁如入无人之境遥 这是
让我感到惊异的遥冶 陈晓明认为阿
来的可贵之处便是看到了世界的
通透袁而不是世界的幽暗遥 野看到
幽暗也没错袁 我不是说通透比幽
暗更高袁 而是说文学和作家就应
该是多种多样的袁 是无限的丰
富遥 冶 凤凰

朝颜的散文具有很强地辨
识度遥 从叶钝痛曳叶天空下的麦菜
岭曳到她的新作叶吾乡吾土曳叶春
风疾曳袁 朝颜俯向低处的姿势未
变袁但是心境尧情怀尧思考却有了
很大的提升遥 她的笔墨如刀斧袁
在雕刻着自己作品形状的同时袁
更多地注入着自己倔强的个性袁
浓缩的悲悯和对文学令人动容
的敬畏与反馈遥

在叶天空下的麦菜岭曳里袁朝
颜开始有意识地将 野麦菜岭冶符
号化尧概念化袁她这样做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安放一颗回
归乡土的诗心遥 其实袁和朝颜同
龄或者年龄相仿的有着同样乡
村生活经历的诗人和作家袁不在
少数遥 但是能像朝颜这样袁真诚
地记录自己的所悟尧所感袁让喧
嚣的心灵沉静下来袁回到文本的
欢乐袁直至让人们走进文字的真
实袁体味那些我们熟知的或者略
有耳闻的旧事与新歌的袁却十分
鲜见遥 写作和天赋以及创造力有
着一定的关系遥 但是袁最重要的袁
却是审视的角度尧观察的方向和
书写的着眼点不同袁这也是朝颜
散文写作的过人之处遥

在叶钝痛曳里袁朝颜写出了母
女二人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对立与挣扎袁她观察得很仔
细袁写的时候袁对细节的捕捉与沉淀也很静心遥 比如袁
野有一些疼痛袁是贯穿一生的遥 甚至于袁它像家族的遗
传病一样袁无人能得幸免遥 而今袁外婆早已作古多年遥
但是她把那些疼痛袁 极顽强地嫁接到了母亲身上袁然
后是我遥 冶我想袁没有一定的感受力和彻骨的体验袁是
断然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的遥

朝颜俯向低处的姿势袁是自然的袁是真诚的袁没有
任何扭捏和矫揉造作的成分遥 她笔下的人物经历袁像
叶永远的守门人曳里袁那个长得有点丑袁却心灵美的看
门人老王曰像叶你是我的中秋月曳里的二奶奶袁以及
叶药曳一文中的野琪的奶奶冶袁朝颜的散文文本袁有深度
地纪实袁有片段的沉思袁也有真性情的议论遥朝颜不断
地延展着散文写作的边界袁在文本里尽可能安放创作
的信息量袁更重要的是承载着她内心隐藏的疼痛的回
应与呼喊遥

当下的散文写作袁那些切肤之痛尧感人至深的文
字处处难觅遥所以袁朝颜的文字在发表后袁会第一时间
得到行家的赞许遥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在叶朝颜的情感地理
与故乡书写曳一文中写道院野对于朝颜来说袁故土就像
一张黑色的底片袁永驻心田袁抹之不去遥无论你走向何
方袁过去多少时日袁都难以解开宿命一般的原乡情结遥
可以说袁朝颜从她的故乡麦菜岭出发袁开始充满激情
又小心翼翼地描摹生活的形影袁 捕捉土地的声音袁探
寻灵魂的纹理袁用真诚尧独立尧自信又摇曳多姿的文
字袁 对滋养过她生命和写作的麦菜岭进行感恩和答
谢遥 冶

散文名家杨献平也说院野对于朝颜来说袁其文中富
含大面积的悲悯与同情袁 也有对世事人心的破解能
力曰在散文写作上袁无论题材和各方面的磨炼袁已经令
人瞩目遥 冶

朝颜的散文文本是沉实的袁具有不可复制性遥 在
独特地呈现文本写作的同时袁我们透过叶天空下的麦
菜岭曳这扇窗子袁看见了乡村生活经历中那些自然美
之外的人文美遥美在自然袁也美在留白遥在持续的阅读
中袁朝颜的文字一再用朴素的光芒打动着我袁文字铺
成的风韵恍若和赣江并行流淌的大河袁与赣江的雄浑
气势相比袁叶天空下的麦菜岭曳铺成的大河更像无数条
溪流汇聚而成袁河流之大在于承接了无数的小遥 那一
章章散文里袁有野花的芬芳袁有山村的古朴袁有人性的
亮点袁有世事的无常遥朴素到让人想起了收割的稻米袁
沉实到让人想起乡野的蛙鸣遥

作者简介院周维强袁男袁1986年出生袁浙江文学院
青年作家渊诸暨冤班学员遥 大量诗歌评论发表于叶中国
艺术报曳叶浙江作家曳叶上海作家曳叶泉州文学曳叶钱江晚
报曳叶联谊报曳叶当代教育曳叶青年作家曳等报刊以及中国
诗歌网尧中诗网尧中国作家网等网站和论坛遥部分作品
被叶新世纪文学选刊曳叶诗选刊曳等转载遥近期作品入选
叶2018年年度散文诗精选曳渊长江文艺出版社冤尧叶2017
年浙江散文精选曳渊文汇出版社冤尧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读本曳渊金城出版社冤遥获云南北大门文学奖尧叶诗刊曳
征文奖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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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叶云中记曳院

愿你前面的道路是笔直的

叶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曳
(日)村上春树尧川上未映子著袁林少华译袁上

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 6月版遥
叶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曳 是村上春树迄今为止

接受过的最长的一次访谈遥 由日本新一代女作家
川上未映子提问袁村上春树回答袁采访前后历时
四次袁最后集结成这本书遥 书以大哲学家黑格尔
的名言野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冶为题袁主要
讲述了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 叶刺杀骑士团长曳诞
生背后的故事袁 同时以作家独特的细腻发问角
度袁 让村上难得道出了许多少为人知的创作秘
辛尧少年时期的经历尧对女权主义的看法袁以及对
自己的世界声誉尧日常生活乃至对离世后的思考
等遥 这是难得的作家深度访谈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