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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的长篇
小说新作叶月落荒寺曳近日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袁这是格非继叶江
南三部曲曳叶望春风曳 之后袁 暌违 3
年推出的长篇力作遥 小说以一段充
满遗憾的男女情事为主线袁以典雅
的学院派笔触袁细密勾勒出都市知
识分子与时代同构又游离于外的
种种众生相遥 同时又不断以华美的
古典诗词穿插其中袁营造出迷离惝
恍亦中亦西的间离效果袁其情思蕴
藉之处袁精妙至于不可言说遥 小说
在具有神秘感的故事中蕴含对人
生和社会的隐喻袁探寻人性内部隐
微深邃的复杂性袁揭示了当下社会
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遥

从叶江南三部曲曳到叶望春风曳
叶隐身衣曳袁再到叶月落荒寺曳袁格非
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社会的思考袁

主题也有连续遥 格非的写作一直
试图跨越中国南北袁 被看作是最
具智识的中国作家之一袁 作品常
如协奏曲般壮阔深远遥 出生于江
苏丹徒袁求学沪上袁常年定居北京
的经历袁 使他对现实有独特的感
知遥 说到新书的缘起袁格非说源于
三年前在圆明园正觉寺花家怡园
举办的一场中秋音乐会袁 由其好
友组织袁 从晚上 7 点持续到第二
天凌晨遥 在这 8 个多小时里袁格非
和朋友们欣赏了包括西方古 典
乐尧中国戏曲在内的各种音乐袁也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袁他确定了叶月
落荒寺曳的框架遥

格非坦言袁今天小说写作面临
两个方面的压力袁首先是科学使得
我们的生活充分暴露袁所有的事情
都可量化尧可分析遥 另外袁新闻和小

说一直在较量袁 但现实生活本身不
像新闻报道那般条分缕析尧 起承转
合袁而是更神秘和更丰富袁应当重新
激活大家对小说的热情遥

学者敬文东在读了此书后袁认
为处理日常生活的神秘性是文学在
当下中国被授予的新任务袁 现在或
许只有小说能够抵达遥

青年作家林培源则注意到这部
小说和格非之前的作品叶隐身衣曳之
间的联系袁 发现遍布故事细节中的
那些疑惑尧恐惧尧犹疑和追问袁最后
都共同指向一个形而上的 野大哉
问冶院何为真正的生活钥

小说既完整地接续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先锋小说传统袁 更以对
现实的冷静洞察和叙事技巧的炉火
纯青袁 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展现
独特的魅力遥

冬天袁早起的农人抓一把雾袁从
手心的潮润里发现太阳的讯息袁惊
喜泛起遥 于是袁藏在农人背篓里的
棉花登场袁待太阳从雾霭中露面袁院
子里已铺满大地的云朵遥

棉花在阳光下慢慢苏醒袁伸
伸腰袁 弹弹腿袁 一下一下挺直身
子袁 也把散落的阳光一点一点收
集尧储存起来遥 正午的阳光温暖袁
细微的风蹑手蹑脚撩拨着遥 它们
欠起身子袁 侧耳分辨村庄外面传
来的脚步声遥

一张弓尧一只槌尧一个大木盘进
了院子袁一同进来的还有路途的匆
忙遥 那弓有六七尺长袁弓背用成人
手腕粗细的硬木做成袁两头带着弯
曲的鼻钩袁一根劲道的牛筋把两端
紧紧地拴在一起遥 木槌油光发亮袁
汗水渗透了每一条纹路遥 槌头上痕
迹纵横交错袁那是经年累月和牛筋
弦缠斗的结果遥 掂在手上袁除了沉
甸甸之外袁还有一种随时会滑落的
紧张遥 而那木盘袁同样也闪动着亮
光袁尤其是底面和把手袁光润得完全
看不出年轮袁简直可以映出人影遥

匠人把一条宽大的皮带系到腰
间袁一根竹竿附在上面袁顶端垂下来

带钩的绳子袁把弓拉了起来遥抖抖肩
膀袁 试试皮带的松紧袁 竹竿上下摇
晃袁 带动着下面的弓也急剧抖动起
来袁牛筋弦闪动着袁睁大着眼看着雪
白的棉花袁跃跃欲试遥

一切准备就绪袁 乡村的一场好
戏即将上演遥

野嘡要要要冶木槌拉开了序幕遥埋
在棉花堆里的牛筋弦在槌击之下袁
发出了沉闷的第一声遥原本安静的
棉花来不及反应袁就已经跃在空中
飞舞袁纷纷扬扬遥 藏在棉花里面的
阳光此时也喷出了诱人的味道袁有
夏天花儿开时的清香袁秋天果实成
熟时的恣意袁 还有冬日深藏的浓
郁遥

野嘡要要要嘡嘡要要要冶余音还在盘
旋袁 木槌已经落下第二槌袁 第三槌
噎噎再看那匠人袁脖子伸得长长的袁
半弯着腰袁左手握住弓背袁右手攥着
木槌袁槌头在弦上敲一下袁就顺势刮
一下弓弦遥 本就震颤的弦经过这一
刮袁更是急剧摆动袁如巨浪中的一叶
扁舟袁 棉花也一浪又一浪地翻腾起
来遥 那张弓在近处时袁他微曲着腿袁
把竹竿压得弯弯的袁 让弦深埋棉花
之中曰到远处的时候袁匠人的身体已

经绷得笔直袁甚至把一条腿伸起来袁
把弦尽量朝前伸遥 但不管是近还是
远袁他的左手始终牢牢握着弓背袁稳
稳地控制着弦的方向和平衡遥

野嘡要要要嘡嘡要要要冶 匠人背着
弓袁围着那堆棉花开始打转遥有节奏
的步伐尧 流动的声音和漫天飞舞的
棉花噎噎这哪里是劳动袁 完全是一
场优美的舞蹈遥 他用一把野大竖琴冶
演绎季节的更替交换袁 打破冬天的
寂静尧冷凝袁把春天的浪漫尧夏天的
激情袁 还有秋天的沉甸甸一槌一槌
地敲回来遥 村庄就在这声音中慢慢
苏醒遥 那些棉花在牛筋弦孜孜不倦
的拉扯下袁化成一缕缕的棉丝袁和着
弦声在空中蹁跹遥它们飘啊飘袁落在
了房梁上袁弹弓上袁匠人的头发上袁
眉毛上袁还有围观者的鼻端袁痒得他
们忍不住打几个喷嚏遥

棉花蓬松起来袁 几乎堆满整个
房间袁被用竹竿挑起来放进纸箱遥按
照主人家要求的尺寸袁 匠人再把弹
好的棉花一层层铺在木板上面袁再
用红色的纱线加以固定遥一来一去袁
雪白的棉花上便现出两条平行的红
线袁 像一条开满百合的道路遥 片刻
间袁 匠人已经在棉花上织好了上百
道纱线遥当最后一根线完成时袁他们
相互恭喜袁匠人夸这人家会过日子袁
生活圆满袁 连纱线都一分不多一分
不少袁主人会说匠人技术高超袁做出
来的活儿漂亮又省材料袁 说话间赶
紧递过来一杯浓酽的蜜糖水袁 让他
润润嗓子噎噎

匠人接着从地上抄起木盘袁鼓
腮吹走灰尘袁丢到软软的棉被上遥二
三十斤的木盘跌进了棉被中袁 打着
转缓缓地朝前匍匐遥 木盘的每一次
转动都小心翼翼袁 温柔得生怕弄乱
了那些纵横交错的棉线遥 它滑过的
地方袁棉花服帖了袁中间没有一丝缝
隙袁这样才能抵抗三九天的寒冷遥

弹好的棉花被好看的布料紧紧
包裹袁当雪花飘舞的时候袁拿出来盖
在身上袁软软的袁暖暖的遥梦境里袁有
太阳在升腾噎噎

《西川美和：围绕电影的 X》
渊日冤西川美和著袁吕灵芝译袁湖南文

艺出版社 圆园员怨 年 员圆 月版遥
日本电影女导演西川美和的代表作

有叶摇摆曳叶永远的托词曳等遥 在西川美和
的这部随笔集里袁她围绕电影袁回顾了自
己的创作生涯袁 分享了创作理念和对电
影的理解遥 她讲述采访尧剧本创作尧选角尧
制作现场和拍摄的亲身经验袁 以敏锐视
角和细腻笔触写尽围绕电影的人和事遥
横纲尧电影中的裸体尧不眠之猫尧夜幕尧灌
满泳池的啤酒尧 惬意的住院生活噎噎西
川美和导演的 35 个与电影有关的风景遥
年少往事尧旅行际遇尧导演轶事尧喜爱的
电影与文学噎噎影迷会感兴趣的内容袁
娓娓道来遥

《爱尔兰人》

渊美冤 查尔斯窑勃兰特著袁 刘建周等
译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年 1 月版遥

美国导演马丁窑斯科塞斯执导的电
影叶爱尔兰人曳成为冲击今年奥斯卡奖的
大热影片遥 其据以改编的原著就是勃兰
特的这本叶爱尔兰人曳遥 此书是美国前检
察官查尔斯窑勃兰特花费 5 年采访尧调查
完成的犯罪纪实作品袁 生动还原了弗兰
克窑希兰的暴力人生遥 身为爱尔兰移民的
后代袁希兰在二战中入伍袁战争结束后袁
因缘巧合袁 他成了美国最有权势的黑帮
首领之一拉塞尔窑布法里诺的亲信和打
手遥 叶爱尔兰人曳 既万花筒般地折射了
1960 年代混乱躁动的美国社会袁 也成为
人们了解黑帮生活的必读书遥

《月落荒寺》：

探究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
阴文一

棉之舞 阴段吉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