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火车上读的这本书。火车这个密
闭的空间很适合阅读，它封闭，同时也在
流动。封闭让人安稳，流动不至于让人觉
得沉闷，因为，你知道前方有个目的地，有
目的地的时候，人是会有些安全感的。

说到火车，在阿乙的《意外杀人事件》
这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空间是一个叫红
乌的小镇，它封闭沉闷，以至于一列火车
的修建对于红乌人都是欢呼雀跃的事。
封闭与流动，故事就在这里展开。火车并
不在红乌停靠，但总有些意外，比如李继
锡。一次意外杀人事件，以小镇6个人的
生活为支线，6个故事，他们是拜金女，傻
子，执迷爱情的疯癫之人，想从小镇出走
的青年，已不在江湖的江湖大哥狼狗，婚
外情后就半痴半傻的中年男人。故事单
刀直入，作者以看似冷静却有些感同身受
的口吻叙述他们的生活。总觉得这些人
的故事似曾相识，他们流浪在任何一个类
似的小镇上。虽然遭际不同，但都有一个

共同点，他们都是边缘人，或者，是这个小
镇的异类。如果小镇是个安稳的铁板一
块的所在，那么，他们就是松动的螺丝
钉。有主动松动的，比如艾国柱，想要出
走，但出走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们并不是小镇庸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小说搭建了一个舞台，那么，我们和
小镇的庸常百姓一起在看着他们的生
活。不过，阿乙一边和我们一起看着他
们，一边偷偷把自己镶嵌在了故事中。他
不仅看，他也是孤独与边缘中的一员。在
几个被杀害的人物里，有个叫艾国柱的青
年，他要出走，但却被李继锡杀死。死后，

“我”一个经历整个事件的警员去看“我”
的同事艾国柱的尸体，并说自己马上要结
婚了。了解阿乙的都知道，他的原名就叫
艾国柱。他把自己安放到了这个小镇的
异质群体中，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他厌弃
这里的生活，准备到外面闯荡，无奈死在
了这里。而故事的叙述者“我”，经常与艾

国柱讨论出走的事情，却要在这个时候结
婚了。结婚，开始父辈庸常生活的起点，
轮回，重复，过平稳的生活。结婚与死亡，
是作者给自己的两个结局，一个抱着出走
的心死于一场意外，一个准备在这里继续
下去。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离开这里，
对于艾国柱，他怀抱热情，但身体死了；对
于“我”，接受现实，但年轻的心也一同与
这小镇老去。在这里，作者与故事中的主
人公展开了多重对话，出现了三重声部，
一个“我”，一个写作者，一个艾国柱，而在
他们中间，是文字，让作者得以观望自己，
阿乙最后离开了那里。这样的对话式写
法，就像途经红乌镇的火车，是一次意外
事件，也是故事的一个缺口。

这小镇庸常沉闷，以至于疯子、傻子
都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庸常生活的风
景。读这本小说，感受到小镇沉闷，压抑，
潮湿的气息。人们只能循规蹈矩。有人
想要一点生活之外的悸动，比如爱情，比

如梦想，他们期待一个目的，尽管这目的
是虚幻的，但阿乙给他们的结局是死亡。
如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是他头
脑多声部的化身，阿乙的小说则给出了他
自己对于小镇生活的观念。光怪陆离的
梦想与悸动不适合小镇，他们只能最后被
排出小镇，要么出走，要么死掉，要么疯
掉。在小镇上，他们只能被观看。

但我还是在这部小说里读出了温
暖。没有花朵便也没有悲伤了，有时候
爱比死更冷，在异类者的心中，他们不
小心打开了沉闷生活的缝隙，触碰了生
活的潘多拉魔盒，然后以为那是生活这
列火车的目的地，只是，这些目的地太
过虚幻。走在钢丝上的人们，以一个微
小的念头支撑着凡夫之身，他们要爱
情，要梦想，不要沉闷，然后终于没能出
走，没能走出自己命运的牢笼。就像白
日焰火，只是一声炸响，小镇的人们观
望一阵，继续他们的生活。

阿乙给自己的两个结局
战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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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深秋，徐则臣到广州
289市民空间作讲座。活动后，有
学生刚好拿这本《如果大雪封门》
请他签名，说自己不是很懂这篇小
说，要求我讲一下。我随口讲了
讲，没想到录音笔没关，在此基础
上整理修改成文。

“京漂”曾经是徐则臣长时段
关注的写作题材，其中就有为他带
来殊荣和标识的《跑步穿过中关
村》。短篇《如果大雪封门》是这一
题材的延续，小说讲几位外来者在

北京的生活片段，有个突破是将自
然意象“大雪”与都市联系起来。
叙述依照冰山理论只取浮出水面
的部分，人物依次出场：宝来、“我”、
米箩、行健，还有养鸽子的林慧聪
和他的叔叔，总共就这么几号人
物，情节非常简单，似有若无，藕断
丝连，死了几只鸽子，引发了这几个
人的情绪变化。故事的绝大部分隐
匿了，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和建构。
也正因为这种藏和掖，使得这部小
说阅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大量留
白也使这个短篇耐咀嚼、有余味。

白雪覆盖都市的高楼大厦

叙事人“我”神经衰弱，和米
箩、行健住在一起，昼伏夜出，干贴
小广告的勾当。“我”因为鸽哨打扰
而极度痛恨，不停地追赶呼啸而来
的鸽子。而米箩、行健擅长射杀鸽
子，他们用鸽子炖汤喝，温暖着饥
渴的肠胃，也滋养着他们的梦想。
认为只要在北京，机会总会一不留
神就砸中你的脑袋。因为追赶鸽
子，“我”与林慧聪这位年轻的养鸽
人相遇了。和怀揣发财升官梦的
人不同，林慧聪是为了“大雪封门”
的梦景来北京投奔叔叔的。养鸡
的叔叔因为在家乡闹了麻烦就逃
到北京，几经兜转养上了鸽子。林
慧聪随身携带着一种南方的浪漫，
还有刚到都市的纯洁和善良。在
城市的广场养鸽子成为消费社会
的人造景观，鸽子成为人造风景，
市民尤其是孩子喜欢给鸽子喂食，
这样可以另外赚饲料钱。高考落
榜的林慧聪一边爱着鸽子，一边盼
望看一场真实的大雪。在南方人
林慧聪看来，如果大雪封门，“北京
就会像我读过的童话里的世界，清
洁、安宁、饱满、祥和，每一个穿着鼓
鼓囊囊的棉衣走出来的人都是对
方的亲戚”。我觉得这句话可以看

作题眼：在陌生的都市里，异乡人
如何抱团取暖，找到亲人之感。事
实上，叙事人“我”与林慧聪慢慢亲
近、情同手足，甚至鸽子也成了我
的熟人、朋友。我与他一道为鸽子
日益减少担忧。

林慧聪心里藏着白雪梦。白
雪是纯洁、诗意的意象。在中国的
文学史上，大雪的意象与江河、田
园、山林联系在一起。“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窗含西岭千秋雪，门
泊东吴万里船”“乱山残雪夜，孤烛
异乡人”等等，雪与孤独建立了牢
不可破的想象。

在“风霜雨雪”里面，雪是最为
罕见也最为动人的一种力量，它能
让整个宇宙空间变色。对于一个
生活在南方之南的人来说，有一种
致命的诱惑力。雪是一种自然现
象、自然景观，同时它成为中国哲
学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虚无的境界，
非常深邃的难以言表的、与覆亡和
兴衰相联系的一种美学诱惑力。
写有容易写无难，无中生有。《红楼
梦》形象地展示给大家的一种很大
的虚空：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巨大的无，在满目繁华过后，虚无
的震惊和茫然是人生某个时刻必
然经历的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
当然，在中国还有“瑞雪兆丰年”的
谚语。经过大雪覆盖之后，万物从
雪里面重新生长出来，汲取白雪的
力量万象更新，白雪的纯洁、温暖
孵化出新的生命。

大雪也曾千百次地落在城市
的大街小巷，覆盖城市的高楼大
厦，虽然没有像乡土文学中那种重
生的景象，可是，白雪对于人心的
震动，对于人心的洗礼是一样的。
白雪提醒我们，“冬天已经来了，春
天还会远吗？”白雪提醒我们时间
的周而复始以及个体生命的极限，
白雪以惊人的视觉意象让我们重
新反省我们自我中陌生的部分。

徐则臣试图给大雪来个审美
情感上的现代反转。大雪之夜，作
为消费景观的鸽子又死了一对，不
像是射杀，也不像是自杀，更像是
天气极端变化带来的不正常死亡，
或者鸽子也像他们的主人一样渴
望在白雪覆盖的都市上空飞行？
行健和米箩再次踏雪去给那位姑
娘送鸽子，但是碰了壁，她回老家
了。这一回，米箩决定将死鸽子埋
掉。埋葬鸽子之举让两位非常世
俗化的小人物精神升华了。

鸽子在都市的天空飞翔

鸽子在《如果大雪封门》中是
很重要的意象，它洁白的羽毛就像
白雪，它承载人类对于和平的想
象，集飞翔与营养为一体，飞翔意
味着精神自由，而鸽子的肉身却是
中国人格外青睐的补品。“鸽子”在
文本中至少有四重不同的意向：对
行健和米箩来说，是美食，具有营
养价值，能大饱口福也可以此讨好
女性；对“我”和林慧聪来说，鸽子是
友谊的勾连物，经过驯养而成了朋
友；对林慧聪的叔叔来说，鸽子是
谋生赚钱的介体；对广大城市市民
而言，活生生的鸽子既是流动的景
观，是孩子们娱乐消费的对象，是
广场的点缀与和平的幻象，也是捕
猎的对象。

鸽子推动了小说情节和情感
的反转。在“我”尚未与鸽子、养鸽
人发生直接关联的时候，鸽哨是烦
人的噪声，鸽子是纯粹的美味，我
们三个射杀七只鸽子并大快朵
颐。当我们因为同情而让林慧聪
和鸽子一起搬过来合住之后，我们
与鸽子以及这个养鸽人的感情都
变化了。我们发现，鸽子的死亡是
难解的，人类驯养鸽子却并不了解
它们，“我”和林慧聪都渴望保护鸽
子却不得法门而入，人类只能以人

类的方式爱鸽子，而对鸽子来说这
未必是恰当的方式。作者以虚处
理鸽子的死，我和林慧聪的忧虑不
断加深，行健和米箩保证自己没有
再射杀第八只鸽子。像宝来挨打
和暗处的姑娘一样都是虚写，于是
我们大脑的镜像功能将这些虚处
理的部分连成一片。在首都，从五
湖四海来的外乡人，他们经历的痛
与死和鸽子莫名死亡一样说不清、
道不明，我们彼此只能见证生命的
某些侧面、某个段落。只有大雪可
以将一切温柔地覆盖：宝来的伤、
姑娘的痛、鸽子的死亡。

宝来一开篇就被打成了傻子
送回了花街。大约在故事1/3处，
林慧聪口里才重提胖子宝来是因
为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在酒吧门口
被几个混混打坏了脑袋。这个女
孩完全被虚化，但我愿意将她和米
箩、行健去西郊送鸽子的女人看
成同一个，文尾说她离开北京回
老家了。是不是同一个姑娘并不
重要，这位女性不是作家重要的处
理对象，不仅没给大特写、小镜头，
连姓名也没有。她完全落在暗处，
在镜头外却引起几位异乡男性的
牵挂，也许是性、也许是爱，也许是
同乡……到底是什么关系都不要
紧，“同是天涯沦落人”将这些陌生
男女联系起来。让人感到一种莫
名的温暖和惆怅，在白雪深深的大
都市。

《如果大雪封门》意味着徐则
臣给“京漂”叙事一个温暖的转向，
大雪封住有形的家门同时打开了
大家的心门。林慧聪这个外地人
以自己的善良和诗意唤醒了我们
几个“京漂”的热情。都市的冷漠
像白雪一样模糊大家的表情，但内
心完全可能被和平的鸽哨唤醒。
当一对鸽子被白雪温柔地覆盖，久
违的亲情在几个陌生的“京漂”心
中缓缓暗涌。

一部中国文学史，明清以降
流派更续，前后七子、公安派、性
灵派、桐城派……各据主张迭领
风骚，说到底，还是前人遗产太丰
赡，后人在鉴识采择承袭上起了
分歧。分歧归分歧，各门各派的
策略却是一致的：以文选确立典
范，以文话评点典范何以为典范，

《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辞类纂》
《古文观止》，莫不如此。

白话国文教育登场后，文言

时代古人依托书院、选本、评点提
炼和建构的古文训练方法论和文
章学范式，依然行之有效。叶绍
钧夏丏尊合编《国文百八课》、新
时期以来张中行《作文杂谈》、周
振甫《文章例话》、唐弢《文章修
养》一仍旧贯，在文章学教育上延
续着文选加文话的模式。《文章自
在》显然在此传统之中，钱基博曾
评价姚鼐《古文辞类纂》“汇斯文
于简编，诏来者以途径”，当也是
张大春的取径和用心。

赓续传统并非简单的认祖归
宗，《文章自在》虽承袭传统，却又
面目自足。历来的文选，编者是
不选自己文章的，即使姚鼐要借

《古文辞类纂》构建战汉古文、唐
宋八家、归有光直至桐城派的文
统，于桐城本派也只是选了方苞、
刘大櫆两位前辈的文章，并未把
自己附之骥尾。张大春则别开生
面，除却鲁迅、林今开、毛尖、梁实
秋的几篇，《文章自在》的选文多
出自他本人之手，灵感生发、立意
构思、缀文摛章，创作时甘苦自
知，评点时夫子自道，将文章写作
充分过程化、祛魅化，让读者得以
登堂入室一窥堂奥。以《看见八
年前的吕佩琳》阐述如何引起动
机；拿《同里湖一瞥黄昏》挑明文
章的草蛇灰线；用《一枚真字动江
湖》描绘“吹毛求字”的敏感；说起
调度句法，《嘟嘟鸡》用描述食材

和烹饪过程试手；论及文章结尾
“荡开一笔，更有风姿”，便以《鹦
哥与赛鸽》一文评点王国维诗句
的结尾例证之。

项飙与吴琦的对话录《把自
己作为方法》近来颇获关注，其实
张大春也一直实践着“把自己作
为方法”，《文章自在》的自写自
评，《认得几个字》的教子实践，

《聆听父亲》的父子家国，皆以生
活体验来讲文字谈文章，满溢着
日常气息。

张大春对当下的作文教育颇
为不满，在一定程度上《文章自
在》就是这种不满的产物。叶圣
陶就曾提出“教师下水”的主张：
教师只有自己会写文章，深知其
中甘苦，方能切实指点学生。张
大春深情回忆他当年的老师从不
卖弄修辞法则和作文公式，而是
以身教的魅力让学生体会语言美
好，远胜于当下种种凌空高蹈的所
谓写作教学法，所以他躬身赴水，自
写自辑自评下水文章，以身示法，示
的是文无定法，以己立诚，立的是修
辞之诚，这部《文章自在》的意义和
温度，触目可及，触手可感。

在张大春看来，“人们通过了
考试，却会更加打心眼里瞧不起
作文这件事：以为那不过是一个
跨越时费力，跨越后却可以去不
复顾的门槛；一种猎取功名的、不
得已而施之的手段。作文，若不

是与一个人表达自我的热情相终
始，那么，它在本质上根本是造作
虚假的”。言下之意，写文章是随
身携带而非考完即丢的能力，写
文章也是体会天地人事、反刍生
命过程的诚实热情的表达。

对于当下的作文教学套路，
张大春在其《小说稗类》中借评价

《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针砭时
弊：“此人却能靠选（科举）文刊刻
成集、提供塾师蒙童模范而立业
成名，其实犹如后世靠编写参考
书混世谋生的升学制度寄生虫。”
他又告诫人们，“如果不能以写文
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
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
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
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
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

所以，不要搞作文，而要写文
章。文章自在，自在是一种境界、
一种状态，恐怕也多少透露出文
章之道自在此处的自得感。“自
在”所蕴含的写作理念无疑指向
自由，《文章自在》第一部分的“语
言美好”“写好玩的”可谓自在的
标识，张大春本人的文章，雅驯有
识是其主要特征，字句文白交错，
行文讲究内在的音节错落，杂以
大量的文史掌故，语言美好，内容
好玩，逸趣横生。

张大春读书既博且多，又是
那种天生能够得心应手地调动自

身积淀的写作者，文中雅俗段子，
信手拈来，甚至随时埋伏彩蛋，外
行读来有快感，内行看则门道毕
显。作为作家最关键的天赋——
他的语感也非常好，用现代技巧
而无翻译腔，讲掌故而不诘屈聱
牙，白话文写得易懂而不落俗、老
到而不过于油滑，读起来舒服。
不过，张大春不是没有弱项，他实
在是太聪明了。怎么压抑，都控
制不住一股炫技的冲动，恨不得
每一段把式都耍出花儿，每一个
包袱都抖出音儿，纸包不住聪明，
就有点过犹不及了。比如他对长
句的偏爱，实在考验读者的肺活
量，几乎每篇文章里都有那么几
个句子，让人读得气喘心虚冷汗
连连，忙着断句之余，还要检索各
种术语名词的意思，同时再分神
理解这句话在上下文中的意义。
炫技，考验读者的理解力，挑战读
者的耐心，提高阅读的门槛，也偶
尔会打乱文章气脉甚至掩盖文章
情感的缺陷，有讨巧之嫌。

陆游诗云“文章本天成，妙手
偶得之”，似是写出好文章却又不
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谦辞，实则
透露出文章绝非理论先行、套路
先行的消息，所谓“妙手”，勘之

《文章自在》，恐怕既要有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的输入，又要有语言
美好、内容好玩的输出，还有要修
辞立诚的表达热情。

为文之道
张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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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每个人都感受到时间的压力，那么请你
一起穿越时空隧道，与古人处于同一情境，感受古
人的痛感淋漓；蓄谋已久的告别、四散天涯的孤
独、生老病死的无助，在无数失去的同时，收获了
什么，时间可以给我们答案；做一道选择题，你是
选择财富和地位，还是选择亲人和温暖？流淌的
时间可以校正我们的选择。

时间是有生命的，时间在呼吸！

时间与人性是这本散文集的两个关键词。人
性是什么？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按这个定
义，人性显然是一个历史范畴。

作者夏立君用学者的素养，思量古人，力求抵
达古人的心灵深处，感悟古人的痛感。如，第一个
独唱的灵魂屈原缠绵悱恻、苍茫无际；旷世英雄曹
操气魄雄伟、慷慨悲壮；隐居田园的陶渊明率真自
得、孤独耿介；天才诗人李白狂放荒诞、青春飞扬；
史家司马迁忍辱偷生、个性阳刚。

一个个古人在特定时间压力下的痛苦与抗
争，在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一样仿佛感同身受。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作者将自己回溯于历
史的特定时间里，和那些有个性、有情感的生命
对话。一时之间，仿佛从远古传来的，全是时间
深度的呼吸。

经历过的，都是成长。
《时间的答案》主人公陈亦洋青春岁月的心理

成长史就是不断失去的历史。高中时代，陈亦洋
在图书馆偶遇志趣相投的孟真，让他感受到世界
的多彩多姿，但孟真的突然离去却让他陷入了一
个人的孤单世界。大学毕业后，他又遇到了夏诚、
董小满等人。夏诚为了事业选择与恋人分开，去
了国外；董小满也因为陈亦洋没有果断告白自己，
也到国外求学。

这些失去并不令他羞耻，陈亦洋反而成熟了，
恍然间他明白了自己该怎样面对世界的变化，实
际上也就是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假如过去这一
切都不曾发生，我们也就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
不经历失去，就不会明白曾经的拥有。

正像作者所说，每个人都是往事的幸存者，最
终学会的，都是如何与自己相处。

这本书讲关于时间与选择的故事！
“我”因为癌症住进医院，认识了隔壁病房同

样患了癌症的5岁女孩。小女孩用22盒蜡笔给椅
子涂上红色，希望椅子是红色的；她常常拍着毛绒
玩具兔子“渡渡”的爪子，给它讲故事；为了让妈妈
开心，她每天晚上都和妈妈玩同一个游戏。小女
孩让“我”想起自己的儿子，现已拥有事业和财富
的“我”，以前把时间都用在了追求外人眼中的成
功，虽然拥有了地位和财富，但被忽视的妻子和儿
子却离“我”而去。

时间也给过“我”恩赐，儿子十一二岁的时候，
和他母亲吵了一架，半夜坐巴士来找“我”，因为

“我”没有理他而坐在地毯上哭个不停。如今“我”
才明白，从那时起，“我”完全失去了他。

当徘徊在医院的死神去敲女孩的房门时，
“我”向死神提出，用“我”来换女孩。死神说，只能
一生换一生，我的这个选择会抹去“我”在儿子世
界的一切痕迹。此时，“我”终于明白，时间意味着
什么——没有谁会全都得偿所愿，时间从来没有
例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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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时间在呼吸
曲 宏

大雪封门后的那片白
申霞艳

提示

提示

《文心雕龙》重
在理论构建，指向
文学作品的风格、
体裁、功能和创作；

《诗品》专事鉴赏评点，是具体
的作家论、作品论，后者示范怎
样吃鱼，前者教导如何捕鱼。
在继往方面，这两部同时出现
的文学批评作品几乎做得一
样好，但在开来方面，中国文学
批评的实践更多采取了鉴赏
评点的形式，诗话、文话、小说
评点为其主要载体。张大春
的抱负在于向读者“鱼渔”兼
授，其《文章自在》继承传统文
话的形式，致力于从文章评点
的实践中寻绎写作之道。

在70后写作
群体中，徐则臣的
写作值得重视，他
的长篇小说《北上》

获得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跑
步穿过中关村》和短篇小说《如
果大雪封门》分别获得鲁迅文
学奖的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
奖。在小说内部，长篇、中篇、
短篇各有倚重，通常长篇注重
结构，中篇强调平衡，短篇重视
语言。比较而言，短篇的文学性
最强，近于诗。本文试图摆脱一
切理论进入《如果大雪封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