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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雪梅

埃德姆走了。

趁着夜色，他登上一辆去塞尔维亚边境的卡

车，1500 欧元；从塞尔维亚去匈牙利，1000 欧

元；再去奥地利，800 欧元。幸运的话，他会到

达德国，找份工作，娶个妻子，开始新生活。也

可能，会被遣送回来——即便是在保加利亚，他

也没有合法身份。4000 欧元的“偷渡”费，对埃

德姆一家可不是个小数字。为了儿子，父亲愿意

付这笔钱。

在保加利亚边境城市的一家咖啡馆里，库尔

德人索伦，跟正在旅行的女作家卡萨波娃谈起儿

子埃德姆，眼里噙着泪水。当他打开咖啡馆赠送

的纸条时，笑了。纸条上写着：你必须用头撞开

那堵墙。

为了躲避战乱，索伦一家从伊拉克逃往土耳

其，然后，拿着伪造的英国护照来到保加利亚的

边境小城，等待官方“同意”他们合法进入西

欧，定居，工作。14 岁就结婚的索伦有 8 个孩

子，埃德姆最大，27 岁，最小的孩子只有 4 岁。

他希望年幼的女儿们能有稳定的生活，上大学。

“我不想让我的女儿们早早结婚，像我们一样”，

索伦说，“到了欧洲，女孩们或许还有机会。”“这

不是欧洲”，妻子大声反驳，“我们不能工作，动

弹不得。这里就是个监狱。”

8 个月后，他们终于等到了官方的答复：不

同意。

我想起从捷克去奥地利的大巴车上，遇到的

“难民”。那是夜行大巴车，边境站遇到警察检查

证件。如果你持有合法身份，在欧洲旅行完全畅

通无阻，进出海关比在国内还方便。没人查证

件，更没人查你的行李，心里反倒有些惶恐。要

知道，出了机场的这道门，就是另一个国家了，

可门开着，悉听尊便。偷渡或者难民，对于之前

的我而言，不过是电视里不断播放的“远距离”

画面。

所以，当“偷渡者”真切地出现在眼前时，

我忍不住好奇。车里灯光暗淡，我扭头向后排看

去，警察站在一个男子的座位前，跟他说些什

么。我猜应该是没有合法证件，警察让男子下

车，他默不作声，抵抗。车停着不动，乘客们也

一直很安静，警察就站在那里，双方僵持。许

久，男子走下车，除了背上的双肩包，没拿任何

行李。

车子启动，继续前行，我最后看了一眼昏暗

的灯光下男人模糊的身影，猜测他会被带去哪

儿？每一趟过境大巴车上，是不是都有这样的

人？当“欧洲难民问题”具象为这个沉默的男人

时，所有复杂的抽象概念和叙述，就变成一个个

感性的问号：他是谁？由何而来？要去哪里？

原本，我是想要读读关于欧洲的旅行故事。

人的行动可能拘囿于小小的空间——一个城市，

一个街区，甚至一间小小的咖啡馆，心却可以浪

荡至天涯。借助一本地图册，或者手机上的地

图，手指点画间，世界无远弗界，缩小再缩小，

放大再放大。

坐在“星巴克”不被注意的靠墙角落，跟随

着新西兰作家卡帕卡·卡萨波娃，我开始穿越欧

洲的边境。确切说，是保加利亚、土耳其、希腊

三国的边境地带。相比纳韦德·凯尔曼尼——另

一本关于欧洲的书 《沿坟墓而行：穿越东欧大地

走向伊斯法罕》 的作者，他在 54天里穿越 12个国

家，从德国东部的什未林，一路行至自己的伊朗

故土伊斯法罕——卡萨波娃的行程并不算长，但

他们都将目光投向隔离与冲突的边境叙事，那些

历史与现实，那些被放逐被遗忘的人和事，还有

曾经和正在发生的苦难。

不同的是，凯尔曼尼所走的一路，原先的帝

国轰然倒塌，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

吉亚……这些国家在并入苏联之后又一次分裂为

独立的国家，复杂的民族问题一直延续；保加利

亚、希腊、土耳其，曾经激烈冲突与对立，如今

却都是“欧洲”（尽管土耳其 99%的领土在亚洲，

却更认同自己是欧洲国家，努力要求加入欧盟）。

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旅行。卡萨波娃在保加利

亚长大，当时恰逢“布拉格之春”，边境给她的童

年投下阴影。多年之后，已经移民新西兰的女作

家心怀叛逆踏上旅程，想“看看童年时的禁忌之

地，那些曾经驻扎着军队、两代人被禁止踏足的

边境村庄，以及城镇、河流与森林”。

你可以说，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欧亚大陆分界

线的一部分；你也可以说，奥德-尼斯河隔开了

波兰与德国；甚至，你能站在某个界碑前，脚跨

两个国家。地理概念上的边境如此清晰，可对于

生活在边境两边的人而言，怕没那么轻易而简单

地隔开彼此，尤其是有着历史渊源、相同民族、

相似文化的两个国家。对于越境者而言，是保加

利亚人还是希腊人或者土耳其人并不重要，要紧

的是能活下去。

卡 萨 波 娃 说 ：“ 假 如 我 们 将 政 治 边 境 分 为

‘软’和‘硬’两种，那么这本书 （《边境：行至

欧洲边缘》） 讲述的边境，具备长达半个世纪的

冷战‘硬度’。保加利亚占据北方，希腊和土耳其

镇守南方，这里曾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集团

国家同西方北约成员国的分界线。简言之，它是

欧洲最南端的‘铁幕’，是被 3 个国家的军事力量

占据的草木丛生的‘柏林墙’。它曾经是一道‘夺

命墙’，至今仍然令人生畏，敏感棘手。”

如今，希腊和保加利亚都是欧盟成员国，土

耳其也以“欧洲”自居，三国的边境，已然失去

了昔日的“硬度”，取而代之的，是拦截中东难民

的金属铁丝网。与此同时，脱欧的声浪一阵高过

一阵，全球性壁垒，民粹主义，极端势力……新

的隔离正在“硬”起来，越境者也从未消失。

我同卡萨波娃一样，更关心边境居民的命

运。“住在那样的地方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

们谁也无法逃脱边界的羁绊，它存在于自我和他

人之间，意识与行动之间，梦境与清醒之间，生

与死之间。也许，生活在边境地带的人对阈限的

空间别有一番认识”。

物理边界永远有限，意识的边界却可以无

穷。复杂的民族问题，铁幕下的欧洲，欧盟的危

机与未来，哪一个都不是几句话几件事就能说清

楚；边境上那些人的故事，也只是复杂拼图中的

一小块，有时候，小到不被历史所记录，被抹

去，被遗忘，可对于每一个生命而言，他们都是

真实的存在。

作为读者，我们的幸运之处在于，不需要和

他们一起经历苦难；作为历史的参与者，我们的

不幸在于，太过健忘，以致不断重复同样的悲

剧。潮湿闷热的夏日，我在星巴克的冷气里，感

受边境森林的阴森恐怖，不时翻回书前的手绘地

图，查看一下卡萨波娃到了哪里——她在梅塔克

萨斯防线附近，要去探访峡谷下的幽灵村庄。

边境：你必须用头撞开那堵墙

□ 蒋肖斌

今年 6 月，《夜谭续记》 正式出版，作者马识

途已经 106 岁了，就此宣布封笔。和他同时代的

作家——比如并称“蜀中五老”的巴金——早已

成为历史人物，毕竟末代皇帝溥仪，也只比马识

途大了 9岁。

出生于 20 世纪初，活过了整个 20 世纪，21
世纪又过去了 20 年，马识途的这辈子足够精彩。

看着自己亲历过的“西南联大”“一二·九运动”

“九·一八事变”，都成了教科书上的历史大事

件，马识途仍在写作。

以 1949 年为时间分隔线，《夜谭续记》 分为

“夜谭旧记”和“夜谭新记”，还是四川十来个科员公

余之暇，相聚蜗居，饮茶闲谈，摆龙门阵，仍是用四

川人特有的方言土语，幽默诙谐的谈风，闲话四川

的俚俗民风和逸闻趣事。

名为《夜谭续记》，是因为之前有一部《夜谭十

记》，这一说，又是快 40 年前的事儿。1982 年，时任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韦君宜向马识途发出邀

约，用文字记录其“亲历或见闻过许多奇人异事”。

韦君宜和马识途是 1937 年冬在鄂豫皖苏区为

湖北省委办的党训班的同学，还在白区一起做过地

下工作，成为好友。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马识途

曾以各种身份作为职业掩护，和社会的三教九流多

有接触，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就像薄伽丘《十日

谈》那样的格式搞出来。最终，10 个故事结集为《夜

谭十记》，1983年初版就印了 20万册。

首战告捷，韦君宜和马识途都很高兴，商量

着出一本 《夜谭续记》。马识途都已经开始动笔写

故事提纲，不料韦君宜突然中风，没人催稿了，

这个写作计划一搁就是 30 年。渐渐地，连 《夜谭

十记》 也淡出了新一代读者的视野，直到 2010
年，又发生一件事儿。

导演姜文将 《夜谭十记》 中的 《盗官记》 改

编成电影 《让子弹飞》，成为一时热门，作为原著

小说的 《夜谭十记》 也重新红火起来。当时已经

95 岁的马识途想起了已逝的好友 （韦君宜于 2002
年去世），脑子一热，决定重新动笔。

然而，这本书似乎注定命途多舛，开笔不

久，马识途因癌症复发住进了医院。家人担心他

的身体，马识途却想起了司马迁写 《史记》，“我

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马识途让子女

把稿纸带到医院继续写作，出院后也是一边积极

治疗，一边坚持写作。当他完成初稿后，医生告

诉他，他肺上那个肿瘤阴影竟然看不到了，查血

指标也完全正常。此时，马识途 104 岁，宣布这

是他最后的作品。

四川人的摆龙门阵，大概相当于东北人的唠

嗑，北京人的侃大山，参与者往往都是社会平

民。很容易让人想起 《聊斋志异》，好故事果然都

是聊出来的。

《夜谭续记》 中的每个故事讲述者都给自己起

了外号，不第秀才、羌江钓徒、山城走卒、野狐

禅子……听名字就不是大人物，还透着那么点自

认生不逢时；故事名为 《狐精记》《树精记》《造

人记》《借种记》《天谴记》 ……也不是宏大叙事

的民间史诗，而是千百年来老百姓最爱围观的精

怪、姻缘、因果。

当一个故事成为经典，总有后人想着将它升

华，比如 《聊斋志异》 是抨击封建礼教和科举制

度，揭露统治阶级残暴和对人民压迫——这么理

解当然也没错，只是蒲先生当时未必想到了这么

深。所以我觉得，作家写故事，不急升华，还是

写个好故事要紧先。

“夜谭”系列是好故事：人神精怪并没有按着

套路走，一不留神就是一个大转折；好人坏人并

不分明，拧不过的只有时间，爱情有时圆满有时

破灭，动辄就是一生，掩卷也只能轻叹。概括地

说，马识途“不按常理出牌”。

比如，《狐精记》 中，四川乡下一个富家二

少，有些纨绔，去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念书只为光

耀门楣，一点儿也不认真，还迷恋上了一个扬州

舞女。看到这里，这是一个败家子的故事吗？不

是。舞女劝说少爷好好念书，少爷居然听得劝，

从大夏大学顺利毕业，因学业优异还成了大学教

师，俩人终成一对佳偶。这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

事吗？不是。少爷的父亲去世，夫妻二人回乡奔

丧，少爷的大哥却想独吞家产，于是一番争斗。

这是一个宅斗的故事吗？不是。后来，还发生了

少爷突然生病而亡，家中田产捐资助学，妻子也

有了新的爱人……故事转折太多，如果要做阅读

理解，真总结不出中心思想，却正像那个年代发

生在那个地域的真实故事。

本来，故事里的事，也不是为了什么“意

义”存在的。就像马识途评价自己的“夜谭”系

列，“虽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聊以为茶余酒后，消

磨闲暇之谈资，或亦有消痰化食、延年益寿之功

效乎。读者幸勿以为稗官小说、野老曝言，未足

以匡时救世而弃之若敝屣也”。

于 《夜谭续记》，或许就是一个因为没人催稿

而导致拖稿 30 多年的故事，告慰老友，以飨读

者。中心思想不重要，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想看

的东西。

106岁马识途的“封笔作”讲了怎样的故事

□ 邓安庆

周末无事的时候，我喜欢去菜市场买菜：一来喜欢那

里的生活气息；二来久居城市，看到新上市的蔬菜，感觉

间接回到了乡野，心情放松很多。近来阅读的两本书，正

好也与乡野生活有关：一本是科普作家阿蒙的《时蔬小

话》，一本是艾米·斯图尔特的《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这

两本书，让我受益良多。

先说阿蒙的《时蔬小话》。这本书是关于各种蔬菜的，

什么芸薹、油菜、芥菜、莴苣、葫芦、青笋……都是我们日

常生活中吃到的，如今一篇篇娓娓道来，不仅食欲全都被

勾了出来，乡愁也涌了起来。

我一向对介绍植物的书籍有点望而生畏，很担心看不

懂。阿蒙这本书倒是出乎意料地好读，究其原因：在一本介

绍蔬菜的科普读物中，融入了作者真挚的感情在其中。

阿蒙的前言很动人，说自己为什么会写下这本小书。

“或许是儿时父亲对农村生活的小话，让我产生了很多对

充满旧时光泽的事物的兴趣。虽然仅有只言片语，却在漫

漫的记忆中积累一个个故事。它们连着，又似乎不连着。

那些日常又充满着很多消逝和未消逝的风物，就好像我

亲自经历的一样，清晰地留存我的记忆里。于是我喜欢这

些细碎的小话，它让我寻找到我无法触及却可以触及的

这个世间。这便是小话。在我看来，那些细碎的称不上故

事的记录，都是关于自然和生活的小话”。

书中经常出现几个人物：阿蒙、他的父母，还有姐姐。

阿蒙经常会在文章中提到冬天了，他的妈妈会做各种好

吃的：“最熟悉这种滋味的是母亲，初雪的冬天，她会从阳

台上拎来父亲买来的大白菜，扒去干老的菜皮，摘下外层

的菜叶垫在砂锅底，把中间白净带着银星的菜帮切成大片

码在锅里，垫满半锅后，依次在白菜上垫好冻豆腐、烧肉、

丸子、粉条，再盖上黄嫩的菜心。撒些调味的花椒、大料、姜

片和切段的大葱，浇满汤汁搁在煤炉火上炖透。看着咕嘟

嘟冒气的砂锅盖子，饱含汁水的菜香味开始弥漫。”

看到这种文字，简直不能忍，恨不得立马冲到他们家

去大快朵颐。在美食和温情的引诱之下，阿蒙开始了他的

讲解之路：我们喜爱的大白菜是怎么来的，它的祖先是

谁，几千年来一路究竟是怎么培育出来的……他用扎实

的植物学知识来为我们勾画出这样详实清晰的蔬菜发展

小史，而且在书中配有大量很美的手绘插图。

阿蒙有一段话我特别赞同。“人与自然本来就是相依

相生，每一种植物或者动物都会随着自然的变化而产生

出适应这种变化的技巧，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

然给这些生物出的‘难题’……然而反过来看，人也在想

方设法在自然中生存，这些可口的粮食，或许原本是有毒

或者并不可口，它们是自然给我们的‘难题’，我们不回

避，却能寻找出适应和驯服它们的方法，虽然我们也曾不

断地付出代价，但是结果却是美好的”。

蔬菜，这种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物，它就是

植物与人相互作用的美好结果吧。

另外一本书《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其实与《时蔬小

话》有关联性，因为它写的是蚯蚓。

说到蚯蚓，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乡间地头只要翻开泥

土就有它，钓鱼做鱼饵的也常是它。它对我们来说就是没

有脊椎、缺少牙齿、又聋又盲、仅有两三英寸的蠕虫，作用

顶多是松松土壤而已，除此之外，我们大部分人不会去做

更多的了解。

但此书作者艾米·斯图尔特，却反问了我们一句：你真

的熟悉蚯蚓吗？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她接触了数十位生物

学家、植物学家和分类学家，又去翻阅了不少研究文献和

教科书，最终的成果就是这本通俗易懂的《了不起的地下

工作者》。

看完此书，对于蚯蚓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生物，

真是敬佩有加。

达尔文在他的晚年时光，把目光投向了毫不起眼的

蚯蚓。他在《腐殖土的形成和蚯蚓的作用》一书中写道：“我

们很难找到其他的生灵像它们一样，虽看似卑微，却在世

界历史的进程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这本书以其流

畅的文笔和出人意料的结论，吸引了不少大众读者的目

光。他的实验结果也显示出土壤的形成与蚯蚓的长期转化

是分不开的——他发现了蚯蚓的巨大成就。从达尔文开

始，到后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蚯蚓种类进行了细致的研

究，结果发现蚯蚓的存在能显著地提升土壤的质量。

一个体重不足 30 克的生物，身体结构已经高度适应

了地下的生活。它的活动改变了土壤中各组分的比例，提

升了土壤吸水与保水的能力，并同时丰富了土壤中的营

养和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可以说，蚯蚓的活动让土壤更

加适合农业种植。它们与人类共同协作，从大地上攫取赖

以谋生的资源。

达尔文当初在构思演化论时遇到了一个难题：为何

在分离的大陆板块上存在相似的物种？那时候大陆漂移

学说还未提出来，后来的科学家发现蚯蚓是见证大陆板

块漂移的绝佳物种。在地球的漫长历史中找寻蚯蚓留下

的痕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现在的不同蚯蚓物种间

还是有很高的相似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蚯蚓在大陆

板块开始漂移前也许就已经存在了。

本书作者采访了一个世界级的蚯蚓分类学家，叫山

姆·詹姆斯。“他意识到，如果他可以标记出蚯蚓种类在全

球的分布种类，蚯蚓就将在板块漂移的研究中享有一席

之地。在他看来，蚯蚓分类学与地质学之间的联系，还没

有被充分地挖掘”。

说到蚯蚓分类学，它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在环节动

物门中，蚯蚓被归在了寡毛类纲里，而至于更细的分类，不同

的分类学家就存在分歧了。最新的分类研究把它们分为两个

目，几个亚目和超科，23科，739属，超过4500个物种。

作者为此打趣地说：“只有对专业最敬重的蚯蚓分类

学家，才不会因蚯蚓分类中经常性的修订和改动而过于

沮丧。”因为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

个蚯蚓完整的系统树。

另外自达尔文时代以来，科学家们已经可以设法量

化蚯蚓转化土壤中有机物的程度。不过，若要全面了解土

壤生物与植物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的研究。

自然界的美，在于它的广袤无限，同时也在于最细微

的地方。我们已经进入了太空，对浩瀚的星空进行探索，

同时我们也要奋力去研究“地下世界”，比如通过蚯蚓，

一个未知的世界正向我们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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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鸿

乡愁是个历久弥新的主题，年少时的回忆仿如

一个即便不去擦拭依然锃亮的容器。当年少回忆与

乡愁产生情感交集，这个没有具体形状的容器便成

为光源。其光并不耀眼，只是丝丝缕缕的散发。这

些光聚集得多了，便有了鲜明可感的暖意。

盛慧的散文集 《外婆家》 给人带来的阅读感

受正是如此。

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有着明确的东西南北，精

神意义上的故乡则广袤无垠。在作家眼里，故乡

是矛盾的结合体，它既小也大。通常来讲，随着

人的长大，小时候以之为大的房子、院子、书

林、池塘乃至整个故乡皆会逐渐变小。见识过大

千世界之后转身回望故乡，故乡只是版图里的一

个点，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当作家提笔书

写故乡、故人、故事时，情感愈发真挚笔触越发

深邃时，故乡又大到可以等同于整个世界。

好吃懒做贪睡的小猪伢，在没了生计之后，

开始变卖房子里的木梁。卖完木梁之后就到处蹭

饭，近乎乞讨。有老人躺床上抽烟点燃棉絮，火

势太大连自己的两个儿子都不敢进去救人，小猪

伢刚好经过，冲了进去把老人背出，左边的脸被

火苗舔过烧焦。

舅舅的赌博、舅妈的势利、外婆的低落、外公的

无奈……都深深印刻在少年的心里。瓢泼大雨的夜

里，如两叶浮萍的外公和外婆强大的求生意志，外

公和外婆不舍不弃的生死相依，让少年在很久以后

想起时依然止不住地悲伤，无法释怀。

正与邪、善良与丑陋、喜与悲，都在这里无

声地上演着，或彼此较量，或互相混杂。这片土

地见证了少年的恐惧、忧伤，护佑了少年的蜕变

与成长。或亲人，或非亲人，把这些普通人写进

自己的生命里，是真诚的倾诉，是真挚的想念。

故乡是成长的根据地，走得越远，越显示出

它的独一无二，再寻常的故事与再普通的故人皆

无可替代。

在平淡朴实的叙事中，这部作品不时出现的

比喻如闪烁的一道道光，给人带来惊喜。惊喜之

后，不禁对位于江南水乡的这个小村庄心生好奇。

“早晨如同苹果般清脆，下午如同水蜜桃般慵

懒，而黄昏就像柑橘一样温馨了。”如此说来，夜

晚一定如同樱桃般甘甜。在故乡的夜里入睡，梦

怕也是和樱桃的滋味一样美好的吧。夜晚降临，

盛慧接着写道：“它的漆黑是甘美的漆黑，如同埋

在野麦地里的荸荠。它的静谧是圣洁的静谧，如

同羊齿草上的露水。”同为乡村少年的他和我，所

想竟有些相似。

“跟我关系最好的是苦楝树，因为它和我一样

瘦小，因为它会送我一些果实，虽然不能吃，但能用

弹弓来弹鸟。”村西小树林里住着少年的许多好朋

友，榆钱树也是其中一个。榆钱花甜丝丝的可以吃，

榆钱叶可以吹出清亮的口哨。何为朋友？朋友就是

不存私心地对自己好的人。人如此，树亦如此。即便

是流露出些许凄惶心绪的比喻，于多年以后的情景

再现，也是多少有些亲切感的。

这些比喻凝聚升华成一种强烈的直觉：身在故

乡的那段时光多么悠久，悠久得仿佛有几个世纪；

那些往事多么美好，美好得好像置身乐园。即便回

不去了，只要想起那里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水，心中

的喜悦也是无法言喻的。那种浸入感、舒适感、愉悦

感，普天之外没有第二个地方能够给予。

对读者来讲，《外婆家》 最有吸引力的是它无

处不在的画面感。那些趣味横生的画面，令人多

少次从心底里荡漾出笑声。腊月的最后几天家里

买了 30 块方糕，少年偷吃了 8 块，既心满意足又

意犹未尽。看到户口簿上的“次子”二字，念及

被关在家里不得出门的处境，便以为自己是所谓

的“次品”。为了不跟外祖母去参加小礼拜，他躲

在阁楼或香椿树上装作没听见。放假时跑到教室

里靠北墙第三排的位置上坐，那是班上最漂亮的

女生的座位。

趁外婆午睡打呼噜时，偷偷起身去厨房偷吃

猪油渣。在外公家待几天时他总会去巷口的面包

店，只为了闻面包的香味，“只要闻一闻，我就觉

得很愉快、很满足，就会觉得世界无比美好。”少

年的一颗心想要的从来都不多，甚至只要得到一

点点，便觉得生活顿生无穷的希望。

这部转身回望故乡的散文集，是一心一意对

少年时光的追记与还原。惹人发笑的稚气、淘

气、傻气，不知落脚于何处的冒险精神，已现出

端倪却远未成形的蓬勃英气，都不难在其中找到

影子。当初的乡村少年，无疑是故乡的一部分。

故乡若无宽广的胸襟，怎能包容少年的随意狂

奔、快意狂笑、肆意狂哭？

我掩卷回想，听到了许多声音。如偷偷跑去

外婆家路上遇到的大雨、和白皮小头鬼在外过夜

燃烧芦苇时的噼噼啪啪、除夕夜煤炉里的水烧开

时的呜呜呜呜。甚至闻到了各样的味道。村庄虽

小，确是五彩缤纷的生命场，是存留温度和热情

的特殊之地。

盛慧笔下的村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宁静。当

村庄被隆重邀请郑重地走进文字里，它的各种声

响仿佛被宁静稀释直至消失。又像正在播放的电

影突然按下暂停键，一切归于空寂，观众与荧幕

只剩无言的对视。

“我走了，这一生离故乡越来越远，可是不管

我走多远，我依然听见故乡的房子在风中歌唱。”

歌唱的何止是房子？是故乡大地上天空下的一

切。歌唱即呼唤，盛慧心曲的弹奏便是回应，回

应的物证便是饱蕴真情实感的 《外婆家》。

《外婆家》：最真不过少年心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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