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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鲁盖尔渊约 1525要1569冤袁16 世纪
尼德兰地区最伟大的画家袁 他的作画思
维超前袁 至今影响着不计其数的艺术创
作者遥 勃鲁盖尔画作风格荒诞尧幽默遥 蝌
蚪人尧蛤蟆怪尧飞翔的鱼尧长着大人外貌
的小孩尧巴别塔尧盲人尧堕落的反叛天使尧
坏主教尧守财奴尧炼金术师尧向猪撒鲜花
的人噎噎各种形象袁 都出现在勃鲁盖尔
的画作中遥 该书详细解读勃鲁盖尔及其
代表作袁包括 180 幅代表作遥作者是日本
东洋大学文学部教授袁 对尼德兰地区的
艺术有专门研究遥 这本写给艺术爱好者
的普及书深浅适中袁引人入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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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桥上的风很轻柔袁带着淡淡的
果实成熟的馨香遥 四周的昆虫低吟浅
唱袁偶尔一两声蛙鸣袁似协奏曲中的
短笛袁格外响亮遥 几颗明灼灼的星星袁
在天空的高渺处闪动遥 月光使灰蒙的
田野尧山峦更加深邃旷远遥

桥下的溪水袁流淌着夜色袁如一
只暗中飞翔的黑蝴蝶遥 我俩趴在凉凉
的铁栏杆上遥 小芹喜欢这里的幽静袁
每天都来桥上待一会儿遥 即便冬夜寒
冷袁 也要借着寂静的星光来此坐一
下遥 这是郊外袁她的一小片领地遥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袁她
说院野这里的光都是静光袁 像星子光尧
月牙光尧树叶光尧花草光噎噎是夜间
自然的光袁不像繁华闹市的光袁大街
上是眼花缭乱的灯光和灰尘光遥 冶

无边的虫鸣袁露珠似的在空中滑
翔着袁溅落在我们的耳旁遥 我说院野前
面山上开有一种小白花袁 小小的袁碎
白袁据说上午十二点前袁在它旁边坐
一会儿袁会提升人的阳气袁能防病养
生遥 这几天袁凤玉都爱坐在那开满白
花的山上遥 冶想想那画面都很美遥

野前几天傍晚袁 我在桥上遇到一
个三十几岁的男子袁因为哥们儿义气
打架袁刚从牢里出来遥 他对我说袁在牢
里想出来袁现在出来了袁还是觉得牢
里好遥 儿子跟他不亲袁老婆不管他袁邻
舍看他的眼神异样袁而他什么事也做
不来遥 我帮他出主意袁要他去外面闯
荡袁天远地阔地重新开始遥 冶

风拂过我们的脸庞和声音袁我们
像憋闷的水池被注入氧气后的小鱼袁
舒爽充溢着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遥 我把
手随意搭在铁栏杆上袁任由光阴溪水
般在眼前悠悠淌过遥

聊着别人的故事袁他人的经历都
可能是自己生活的另一种形式遥 轻柔
的风会带走人世的沧桑袁余下人与人
之间彼此给予的温暖袁个子瘦小的小

芹袁对世间便有着这种悲悯遥 风吹动
她白色的长裙袁月光涂抹在她光洁的
脸上遥

昆虫的小夜曲此起彼伏遥 一个中
年男子走过袁小芹与他熟稔地打着招
呼遥 她告诉我院他每天都和妻子来这
里散步袁两人很幸福遥 是啊袁时间之
上袁彼此照见过心底的深潭袁方能缔
结一生的深情遥

此时袁一对年轻情侣走过袁他们
恋爱的甜蜜时刻袁是在大自然这广阔
的背景中袁更令人心旷神怡遥

小芹说院野坐过牢的那个男子告
诉我袁 有一次听到溪桥上有人哭袁于
是他在树下默默守护了好长时间袁怕
那人一时想不开遥 感情这东西最是折
磨人袁好的时候一块糖袁不好的时候
一张网遥 冶

头顶星月袁笼罩在山野的宁静和
溪水的清凉中遥 岁月淹没着繁复的过
往袁卷走风尘中的记忆遥 夜的幽深像
一顶巨大的帽子袁要把我们覆盖遥 凉
丝丝的风轻轻地摇荡袁安甜的睡意袭
来袁我们结伴向家的方向走去遥

时间是文学书写不衰的主题袁两
千多年前便有民间诗人写下院野昔我
往矣袁杨柳依依遥 今我来思袁雨雪霏
霏遥 冶法国人普鲁斯特在叶追忆似水年
华曳里说过袁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
候袁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遥 可
是遗忘的蚕食太可怕袁一块一块噬咬
着袁不出声响便轻易将我们的记忆蛀
出一个又一个的窟窿袁吕峰的叶一器
一物曳却告诉我们袁只要有心袁岁月的
沉沙里藏有我们借以抵抗时间与遗
忘的锚遥

对于吕峰来说袁这些锚是逝去光
阴的楔子袁可以是日常里的瓦尧门环
以及木窗棂袁亦可以是冬日里的铜火
锅尧汤婆子遥 他让那些曾与我们生活
息息相关尧而今已只在废弃的老屋墙
角尧杂乱的旧货市场才能见到的物什
成为文章主角遥 这是一次难得的灯光
聚照袁将被新的生活方式遗弃的东西
重新放归读者视野袁作者与读者在一
写一读间一同重温野昔我往矣冶袁亦成
了情感上相契相合的前尘故旧遥

在野一器一物总关情冶的第一部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瓦遥民国的文人回
忆起年少时的家乡时写道院野这时有
人吹横笛袁直吹得溪山月色屋瓦变成
笛声袁 而笛声亦即是溪山月色屋瓦
噎噎冶读来闲雅冲淡遥 吕峰的瓦是有

梦幻般色彩的袁野青苔与天蓬草挤在
屋檐上袁它们不用浇水袁不怕风吹雨
打袁 顽强地生活在瓦楞的缝隙间
噎噎冶吕峰的瓦也是有声响的院野雨滴
敲在瓦片上袁耶叮叮当当爷 脆生生地
响袁像一支妙曼无比的乐曲袁弥漫尧氤
氲了整个村庄遥 冶

时光苍老袁如今的城市中很难再
见青瓦的房子袁白墙青瓦炊烟起的中
国式乡村亦如同村外河埠头的水气袁
正逐渐消散遥 面对这种不可抗力袁吕
峰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院野老宅
拆迁时袁我请负责拆除的师傅从屋顶
揭下了百余片瓦袁将它们镶嵌在城里
房子的园子里遥 一片瓦袁就是一段历
史袁就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乡愁遥 冶故
园拆下的青瓦袁便是独于吕峰的时间
之锚尧回忆之锚尧情感之锚遥

到了第二部袁吕峰将眼光触达更
加遥远的时空遥 在对文房雅玩尧砚台尧
笔洗尧印章尧拓片的聚照中袁陶渊明尧
陆游尧苏轼尧鲁迅尧叶灵凤等历史人物
逐一登场遥 吕峰通过个人私藏的经
历袁与文人雅士来了一次跨越时空的
对话袁以野温故知新袁鉴往知来冶遥 比起
美国人戈登窑格赖斯写的 叶我的好奇
心橱柜要要要一本自然爱好者的博物
学指南曳袁叶一器一物曳 更具人文视野
与逸闻趣味袁读来袁常有心有灵犀的

会心一笑遥
物是可以用的袁代表世俗生活的

实用部分遥 物又是可以雅的袁是人精
神诉求的产物遥 从曹雪芹到张爱玲再
到白先勇袁中国文人的爱物之情自此
达到一个巅峰遥 曹雪芹的物美是盛世
的繁华袁张爱玲的物美是繁华后的苍
凉袁白先勇的物美带有美人迟暮的凄
苦袁吕峰的物美则跳开了他身处的时
代袁虽着笔于器物袁实则写器物背后
所关联的更细微也更辽远的情愫袁这
种情愫掺杂着记忆的乡愁尧时代的乡
愁袁同时也是文化的乡愁遥

跟随作者历史时空畅游一番袁他
又笔锋一转袁 回到了生命初始的原
点袁将笔触及到年画尧竹风筝尧货郎
鼓尧 小人书等带有旧时光印迹的物
件遥 这些物件载有美好的记忆袁传达
着故园的概念袁难免不让人想起共同
经历过的儿时袁读来温情款款袁似有
暗香浮动袁如他在自序中所言袁野因为
那些老物件袁流泻月光的天窗依旧清
澈明亮袁 墙上的挂钟依旧叮当作响遥
摆弄那些老物件袁像寄居在时光的缝
隙袁会回到自我尧回到从前遥 冶

对于吕峰而言袁叶一器一物曳 就是
一座时间的博物馆袁 或许馆藏的数量
没法与世上任何一间博物馆相提并
论袁 但充满其间的人情温度与历史温
度足可见他的蹊径独辟遥 他巧妙地将
这个博物馆设计成四个主题首尾相接
的展馆袁 把被别人遗弃的尧 视为珍宝
的尧仍在流传的尧早已遗忘的袁雅的尧俗
的尧美的尧充满童真童趣的器与物一一
收藏进来袁 精心撰写每件器物的前世
与今生袁以及与之有关的故事遥

岁月有清欢袁人生自得闲遥翻读吕
峰的叶一器一物曳袁就像是在一个阳光
明媚的下午走进老友的书房袁 里面陈
列着的每一件器物都有光阴的故事袁
听着他娓娓道来袁 耳边似乎是时光之
河流动的声音袁安宁袁熨帖袁温暖袁那是
一种精神的弥补尧疗伤和抚慰遥

《低地》

渊美冤裘帕窑拉希莉著袁浙江文艺出版
社 2019 年 10 月版遥

叶低地曳 是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得主尧
女作家裘帕窑拉希莉的长篇小说遥小说跨
越印度和美国袁 讲述了一个印度家庭四
代人的悲欢与命运遥 在印度加尔各答的
低地旁袁一对年纪相仿尧性格迥异的兄弟
在这里玩耍尧成长遥 大学毕业后袁哥哥苏
巴什前往美国深造袁 弟弟乌达安热忱却
被枪决遥 得知弟弟死讯的苏巴什匆匆赶
回印度袁 为保护弟弟已有身孕的妻子高
丽袁苏巴和她结婚并带她来到美国遥然而
乌达安的幽灵始终困扰着高丽噎噎小说
延续了拉希莉一贯的主题院移民问题袁文
化冲突袁 但可贵的是小说家细腻地写出
了挚爱之人生命的重量遥

叶一器一物曳院
一个人的时间博物馆

阴范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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