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 勺院原名曾睿智袁江西瑞金人袁中国作协会员遥在
叶大家曳叶芒种曳叶北京文学曳叶四川文学曳叶百花洲曳叶福建
文学曳叶星火曳叶滇池曳叶鸭绿江曳叶湖南文学曳叶青年作家曳
叶当代小说曳叶北方文学曳叶文学港曳叶中篇小说选刊曳等 20
余种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 100 余万字遥 出版长篇
小说叶姑妈的沧海曳叶父与子的 1934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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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生活的本质
要要要叶野事曳书评

阴彭超
叶野事曳是作家白勺先生出版的新作袁全书收录了作者白勺

近年来发表在叶大家曳叶百花洲曳叶芒种曳等文学刊物上的中短篇小
说共 17 篇袁该书被列入赣州市文艺精品工程资助图书袁由广东
旅游出版社出版遥

最初收到书稿袁看见作者名和书名袁便让人心生悬念袁好奇
之心更是油然而生袁细细翻读之后袁才发现其中奥妙遥 先说作者
名要要要白勺袁作者用野拆字法冶袁把野的冶字拆开袁就成了作家白勺
的独特笔名袁甚是有趣曰至于书名要要要叶野事曳袁则源自 2007 年白
勺在野中国文学重镇冶尧大型文学期刊叶大家曳的野先锋冶栏目上发
表的小说处女作叶野事曳袁充满了纪念意义遥

叶野事曳是一部相当好读的中短篇小说集遥 作者以当代生活
为主要表现题材袁以普通人为叙述对象袁然后用扑溯迷离的情节
引领读者袁结局却往往出人意表遥 小说多采用悬疑或留白手法袁
通过聊天式的叙述袁体现出一种日常感和亲切感袁既消除了阅读
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袁 又让读者轻松地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
界遥 再加上书中所写故事内容极接地气袁无形之中又加深了读者
的代入感袁仿佛置身其中袁深受读者欢迎遥

创作来源于灵感袁灵感来源于生活袁白勺先生以自己独特的
风格袁以不俗的叙述能力将生活中的故事一一展现出来袁一方面
为读者捕捉希望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细节和场景袁 另一方面又为
读者营造了一个个语言的乌托邦噎噎

品读白勺的新作袁让我们一起穿越语言的丛林袁寻找生活的
本质遥 渊作者系叶野事曳编辑冤

0
白勺遥 用野拆字法冶袁把野的冶字拆开袁就成了

作家白勺的笔名要要要至于他的真名袁 知道的人
确实不多袁 这里也无需告知要要要喜欢他的小说
的读者袁只要知道有一个叫白勺的作家袁而且他
写的小说让我们想看或应该看袁这就行了遥至于
这样的一些附带信息院瑞金人袁某党报总编辑袁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噎噎有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忽
略袁不可忽略的是那些让我们津津乐道的文字遥

1
白勺是个乡村孩子袁 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末遥 从某种浅薄的程度上说袁 那个时代出生的
人袁 注定要经历许多当今孩子所无法想象的生
活袁首先是贫穷遥 白勺是在鸟语与虫鸣尧劳作与
饥饿之中度过懵懂岁月直至长大成人遥 据说白
勺的兄弟姐妹众多遥 少年时期的白勺性情有些
孤僻袁不喜欢说话袁习惯远离人群袁常常独自一
人在故乡的田野尧山岗和树林漫游曰独自一人在
故乡的晒谷场上遥望星空要要要有时直至深夜尧
直至月落西沉袁对于自然尧时空尧生命和土地袁少
年白勺似乎有一种与他人要要要同时代的人或父
辈们完全不同的感受遥 所以袁白勺的许多写作袁
诗歌的袁散文的袁特别是小说的袁都与荒诞尧幽
隐尧梦幻甚至断裂等词汇有关遥 野写作的真实意
义是为已经发生的事件找到对应的时间记忆袁
在此意义上完成作为人的情绪的宣泄与精神的
竖立遥冶这句话何人所说袁已然不知袁但契合真正
的写作要义袁 也对应了白勺创作的绝大部分作
品所呈现的意义遥

2
白勺的个人经历看起来十分简单袁 三年师

范教育袁十年乡村教师袁之后就是一个勤勉的记
者遥 如他自己所说袁开始与野生硬的词语尧数字尧
熟悉和不熟悉的脸袁甚至酒精相遇遥然后很认真
地整理从别人口中得来的东西袁 或者从现成的
粗糙的材料中左涂右划袁对这些事务袁仿若没有
一天的厌倦袁总是乐此不疲遥 到了傍晚袁则顺着
沿河的道路长时间散步袁看看星月袁看看迷人的
灯火遥这样的生活毫无歧义尧天经地义遥冶白勺是
读完初中三年后进入师范的袁 没有经过高中高
考的意志磨炼与残酷竞争袁心智禀性纯粹袁说白
了就是性情单一遥这又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遥
我和白勺从初中到师范都是同班同学遥 但在我
的印象中袁他一点也不单一袁师范的第二年袁白
勺毫无征兆地喜欢上了先锋文学曰他读北岛尧顾
城的朦胧诗袁后来读马原尧余华尧孙甘露袁再后来
是乔伊斯尧卡夫卡尧博尔赫斯尧马尔克斯噎噎对
于和他同时代的少年师范生来说袁 几乎无法理
解野先锋冶野实验冶这些具有尖锐尧前倾意味的词
汇遥但白勺却开始了实验小说的写作遥至师范学
校毕业前夕袁 白勺写下了 叶遥望一个沉落的冬
天曳尧叶死谷曳尧叶失策的午夜行动曳 等近十部实验
作品袁逾 20 万字遥 野这些小说很稚嫩袁也早已散
佚袁算是我青春期通向文学之路的练笔遥冶他说遥
但是袁白勺的这些练笔之作袁已经显露出他驾驭
小说语言的禀赋才情遥

3
白勺创作并发表了不少小说袁 可以说成就

斐然遥 至今袁白勺已出版了 2 部长篇袁发表了近
30 部中短篇袁累计超过 100 万字遥 2007 年袁白勺
在中国文学重镇尧大型文学期刊叶大家曳的野先
锋冶栏目上发表小说处女作叶野事曳袁这给他带来
了一定的声誉曰2014 年袁白勺的中篇小说叶寻刀
记曳在叶百花洲曳发表袁即被叶中篇小说选刊曳转
载遥 小说写了一个从事文案工作的民警袁被单
独安排去调查一个刑案袁而且调查一些无关紧
要的事情袁这种荒诞的人生幽幽道来袁没有愤
世嫉俗的语调袁没有深入批判的立意袁而是轻
淡本真地呈现袁充满宿命的现实云朵袁就这样

诡谲地辩证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隐秘关联遥 同
年袁他的中篇小说叶群众来信曳在叶芒种曳发表袁
又被叶北京文学窑中篇小说月报曳转载遥 这是一
篇非常有新意的小说遥 一个人为了发泄个人私
愤袁从道听途说中袁甚至凭个人想象袁告发了当
地的城建局长遥 就这样袁一封子虚乌有的揭发
信引起了纪检监察部门的高度重视遥 富有戏剧
性的是袁他们从城建局长身上竟然有了意外收
获袁情况比揭发信所提到的更严重地多遥 作家
如何穷尽荒诞的现实并非重要袁重要的是如何
叙述袁叶群众来信曳 就致力于叙述上的荒诞遥
2017 年袁他的另外一篇中篇小说叶宗于来了曳在
叶鸭绿江曳杂志刊发后袁受到叶光明日报曳文化周
刊推介遥 小说写了一个名叫宗于的犯罪嫌疑人
从 A 市正向幽城方向逃窜遥他身上携带一把 54
式手枪袁子弹若干遥 据推算袁他很可能已经抵达
幽城境内遥 幽城的空气一下就凝固了遥 公安局
刑警队长孙志杨接到命令后袁根据一些似是而
非的迹象袁带领手下昼夜奔走捉拿袁演绎了一
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侦破故事遥 小说凭借纯净绵
密的叙述袁 有意消解日常生活的语言秩序袁构
建了一个又一个奇异尧怪诞和隐秘的内心世界
和文本真实遥 同时告诉我们袁所谓的现实其实
是不可靠的袁 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再重
要袁把看似惊心动魄的过程袁转换成一种让人
忍俊不禁的叙述遥 这一年袁白勺的长篇小说叶姑
妈的沧海曳面世袁得到当代著名作家邱华栋尧何
顿尧海飞联袂推荐袁可视作白勺小说写作走向
了一个高峰遥

4
白勺的小说很好看袁看了会野上瘾冶袁无法放

下袁 有着必须一气读完的吸引力要要要这几乎是
每一个阅读他的小说的读者共同的感受遥 这说
明院一袁白勺会讲故事遥小说家一定要会讲故事袁
这是成为小说家的基本功遥一篇小说袁作者连故
事都没有讲好袁读者怎么看完钥但白勺讲故事的
笔法有别于传统袁情节婉转回环袁人物与事件穿
插自然遥 他的大部分小说袁充满着冷幽默袁给人
荒诞尧魔幻之感袁令人着迷遥二袁白勺小说的语言
有着琥珀的透明度袁干净袁晶莹袁绵密遥 在我看
来袁白勺小说的语言完全进入野小说状态冶袁这可
以说是一种很高的境界遥白勺像一个猎人袁穿越
在语言的丛林袁 为读者捕捉希望看到的生机勃
勃的细节和场景袁 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个语言的
乌托邦噎噎

5
白勺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相同地理背

景院野幽冶袁或者说野幽城冶袁可以说是他的小说地
理遥所有阅读过他小说的人袁应该很容易发现这
一点遥 野幽冶或者说野幽城冶袁有时指涉相同袁有时
指涉又略有变化袁 但总体是指向小说故事人物
成长尧小说故事生发的地方袁即指代所有小说人
物的故乡遥 野幽冶在字典里的解释是院1.僻静曰深
远曰昏暗曰2.隐蔽的曰不公开的曰3.沉静曰深微曰4.
囚禁曰5.迷信指阴间噎噎这些解释袁与白勺小说
营造的一种神秘氛围相当的吻合遥 这使白勺的
小说看起来形成了一个体系遥

6
白勺首先是一个诗人袁 而且曾经是一个激

进的先锋诗人袁然后才是一个小说作家遥这一点
知道的人不多遥 白勺是在写下大量现代诗歌后
把重心转到小说上的遥 他也曾经获过一些有影
响力的诗歌奖项袁 作品入选过 叶中国诗歌排行
榜曳等文集遥 所以袁白勺的小说总是带有诗歌那
种迷离的气质遥 白勺是诗歌民刊叶体现曳的主要
策划者尧命名者遥 白勺在叶体现曳1-3 期刊发了一
些诗歌后袁不知何故突然终止了诗歌写作遥因为
他写小说了袁 我们常常读他的小说就像读到一
行行诗那样惬意遥

穿越语言的丛林
要要要关于白勺和他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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