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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板上的相遇
   曾龍

　　行至黃姚，古鎮內兩棵成林的古
樹將蒼勁的手臂伸至碧空，似要用一
道天梯銜接蒼穹。
　　不遠處，一潭溪水隨碧色注入目
光。古橋下，系滿木船的殷紅絲巾，
隨風漾成了無數落英的裙擺。幾個古
鎮居民在一座不大的石亭下低語，為
這恆古的歲月增添著暗香。
       沿溪岸行去，可見一座褐色的氣
派宅院，宅院的匾額上「司馬第」三
個大字在斑駁的光影中跳動著歷史的
紛紜。
　　往前行步，幾座矮小的城樓在竹
林的掩映中摩挲出莎莎樂章。城樓為
舊時代防侵略而建，雖無宏偉之勢，
卻爬滿了槍眼與歲月的痕印，似在激
盪中昭示著人世的沉痾。
　　豆豉，在黃姚隨處可見。它並非
可有可無的拌料，而是味蕾的魂，魂
靈的配方。在米粉林立的廣西，黃姚
豆豉粉較之桂林米粉、柳州螺螄粉等
享譽全國的米粉不見經傳。但在黃
姚，一碗豆豉粉就足矣在舌尖打開最
好的相遇。
　　漫步中，行入一家模樣有些久遠
的粉館。落座後，迫不及待的點了一
碗招牌豆豉粉，只見老闆從滾水中撈
出平扁的米粉放入碗中，隨後在其上
撒了幾粒豆豉。這時，一股異香即刻
從那湯汁中撲散而出，激起一陣饞
涎。
     聽老闆說，在她小時，黃姚人的
生活頗為艱苦，由于無菜可食，他們
每日便會在米飯中撒上幾粒豆豉，食
之就已是人間至味。而今，食物雖已
豐裕，但他們每日仍會會在飯上蘸上
豆豉，似乎那一粒小小的豆豉早已不
是味道的調劑，而是唇齒間苦難的留
足。
　　夜晚的黃姚較之白日少了喧雜，
多了一絲酣然的靜默。
      在斑駁的燈光中遁入質樸，行至
石板街，那些隱忍的靜默會紛紛從民
謠中甦醒開來，在行人耳畔爭搶著不
夜的召喚。
　　黃姚不是一盞青石板上的孤燈，
不是帶龍橋下歲月不復的溪流。
       而是千年前，一位身姿婀娜的少
女，正撐著一把油紙傘，悠悠地等人
世相遇。

家鄉的板栗
石少華

 白露時節，板栗樹上結實纍纍，栗苞

遍體芒刺，形如刺蝟。成熟的會自行墜落。

摔破的栗苞咧開嘴，露出的兩三粒誘人的褐

色大牙，誘惑著我們這些嘴饞的孩子前去撿

拾。撿拾栗苞是我童年的一件樂事。

農村的外婆家起初沒有板栗樹，但百

米遠的一個土坡上卻長著兩株。板栗成熟

時，這裡就成了我和村裡的小夥伴們撿拾栗

苞的樂園。那些落在草叢裡、落葉下的栗

苞，每發現一顆，我們都會大呼小叫一次。

撿到栗苞後，為了嘗鮮解饞，我們不顧刺扎

手，急迫地用石頭砸、用腳踩，讓烏褐油亮

的板栗從堅硬的刺殼裡蹦出來。

更多的栗苞似乎不懂孩子們的心，老

是高高地掛在枝頭誘人，惹得我們這些饞貓

口水直流，于是我們找來一根長樹棍對著樹

上揮舞，低處的掃了下來，高處的就只有扔

石頭砸了，往往是栗苞沒有被砸中，石頭卻

落在了遠處村民行走和勞動的地方，招來一

片責罵。

有時我們也爬上板栗樹，身體攀附在

枝椏間，提起腳，在樹枝上猛踹，栗苞如下

冰雹一般砸落。正當大家開心地撿著遍地

栗苞的時候，忽然一聲「毛賊子，敢偷板

栗？！」不啻一聲驚雷，嚇得孩子們四散逃

竄。原來板栗樹都是有主人的。

分田到戶後，外婆分到了生產隊的一

株板栗樹，讓我近距離地觀察到了板栗是如

何從滿樹的粉白色花開，到捲曲、枯萎、凋

謝，再長出一個個淺綠色的刺球，越長越

大，逐漸變黃成熟的全過程，也讓我對每年

的秋天充滿了憧憬。

當主家揮舞長長的竹竿仰面去打自家

板栗樹上栗苞的時候，意味著收穫板栗了。

這是最激動人心的時刻。長桿揮舞，落一地

雨點一樣的栗苞，落一地雀躍若狂的歡呼。

成熟而濃郁的栗香在空氣中瀰散。家裡其他

人在樹下拾撿、收集。左鄰右舍也會來圍觀

和幫忙撿拾。有人躲避不及，被掉落的栗苞

砸得眼淚直流。秋天的味道和著人們的歡笑

聲填滿山谷。

栗苞運回家後要盡快剝出裡面的板栗

賣掉。一些看相不好的留下自用。只是板栗

不易保管，每天揀出有蟲眼的板栗就是我們

小孩的事了。板栗最好的保管方法是陰乾。

外婆常常把板栗攤在床下面，于是，趴在床

下面像老鼠一樣偷吃，成了我常幹的事。陰

乾的板栗甜、細膩、有韌性。

有 時 候 ， 大 人 正 在 生 火 做 飯 ， 一 陣

「砰砰砰」的聲音並伴隨草灰飛揚，原來是

我悄悄丟在草木灰堆裡的板栗，燒熟爆裂

了。焦黃的板栗仁迸殼而出，濺得灶裡灶外

斑斑點點。挨著大人的數落，我匆匆撿拾起

七零八碎的板栗，手搓嘴吹後，和著草灰，

塞入口裡。那暖暖的香味，立時沁入心脾。

長大後我離開家鄉在外工作，吃過板

栗肉粽、栗子糕、栗蓉點心，這都是以前在

家鄉沒有吃過的。北京的糖炒栗子，皮薄、

一捏就碎，香糯甘甜，入口即化，只是個頭

小得難入我家鄉人的法眼。大小是家鄉人判

定板栗優劣的重要標準。無論哪種板栗，吃

起來感覺都沒有家鄉的圓潤甜脆。

每到板栗收穫季節，故里親人會給我

捎來板栗。這份桑梓厚土孕育出來的精華瑰

寶裹著濃濃的親情，令我對家鄉產生了不盡

的遐思。家鄉高高的板栗樹和小時候在樹下

撿板栗、打板栗以及偷吃板栗的美麗舊時

光，常常在我的夢中出現。

退一步你會得到更多的幸福
關峰

給幸福一個退後一步的機會，你會得到更多的幸福。飄雨

的時候，心情不一定被打濕；起風的時候，心情不一定被封存；

幸福的時候，心情不一定被溫暖。往往愚笨的人去尋找遠處的幸

福，而聰明的人去尋找腳下的幸福。正如一首歌裡寫的那樣：「一

年三百六十五，忙忙碌碌，辛辛苦苦，斤斤計較又何苦；十年

三千六百五，吵吵鬧鬧，傷筋動骨，退後一步多幸福；百年三萬

六千五，何必等到，不能動了，才去珍惜每一步。恩恩和怨怨，是

是與非非，還有什麼煩惱不能放。人生苦又短，人間情更長，哪有

功夫論短長。」的確，人生斤斤計較又何苦，退後一步多幸福。

給幸福一個退後一步的機會，你會得到更多的幸福。幸福是快

樂的得到,開心的付出!幸福其實是人的一種美好心態，只有心態平

和，心境好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幸福。學會忍讓，學會耐心，退一步

你會得到更多的幸福。首先選擇退一步，果然在一步之外，讓人得

得了很多的幸福。在此之前，如果主動選擇退一步，相信收穫會更

多。人生路上常常遇到風風雨雨，微不足道的退後一步，你會看到

身後是一片燦爛的陽光。

給幸福一個退後一步的機會，你會得到更多的幸福。放下的架

子，那麼會看到幸福的曙光在向你揮手。「六尺巷」的故事，「千

里家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傳頌著兩家人都退後一步，退

出了鄰里間和諧的幸福。陶淵明選擇退後一步，在官場上久經沉

浮，「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他的退後一步贏得生命的

厚度。適當的退後一步，會讓人們走得更好,走得更遠。我把清朝李

惺那句「境遇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眾；學問休言我勝于人，

勝于我者還多。」當成座右銘寫在日記的扉頁上勉勵自己。人應該

有知足感，不能固執的走下去，退後一步多幸福。

給幸福一個退後一步的機會，你會得到更多的幸福。奶奶常

說「退後一步，海闊天空。」在生活中，只要我們退後一步，再難

的事都能解決。我領悟了退後一步是一種豁達，退後一步是一種品

德，退後一步是一種涵養。

「退後一步」是一種處事的方式，更是一種寬容豁達的體現。

人生是多麼的不易呀，幸福也來之不易呀！我們應該善待自己，把

功名利祿看的淡一些，珍惜幸福的一點一滴，常懷一顆平常心，不

妨煮一壺老酒，聽幾首熟悉的老歌，帶著家人去聞一路花香，嗅一

嗅大自然季節的味道。

給幸福一個退後一步機會，你會得到更多的幸福。人生之路有

時越往前走或許越窄，如果一意孤行，或固執的走下去，會是什麼

結果？或許退後一步你會找到一條理想的捷徑。因此退後一步會看

到幸福所在，退後一步會找到更適合自己幸福的生存方式。

給幸福一個退後一步機會，你會得到更多的幸福。有時我在懷

疑退後一步真的幸福嗎？當真的退後一步時，會看到天的無邊，海

的無限。

也許退後一步不能拓展我的天際，但至少，我不會很快失去幸

福。退一步讓我們收穫了成功，退一步讓我們收穫了幸福，給自己

一個揮之不去的理由，也許幸福就在下一個路等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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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意：單義，復合？貼近，超越？

秦兆基（1932年2月—），著名作家、
文藝評論家，江蘇省蘇州人。已出版散文集
《錯失滄海》《蘇州記憶》《紅樓流韻》
等，編選有《現當代抒情散文詩選講》《中
外散文詩經典作品評賞》《文學藝術鑒賞辭
典》《宋詩選讀》《蘇州文選》等。有十一
部作品入藏美國國會圖書館。

在學做作文的時候，語文老師提示的第
一要領，就是主題要明確、鮮明，並且設置
在最合適的位置上，至今我還記得老師課上
引用的一句名言：「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
之精策。」（陸機：《文賦》）。以後做教
師指導學生作文，乃至從事文學評論時，仍
執意于此，把主題的單義和設置的貼切，視
為衡文的重要標準。

單義的主題，貼近的設置，能成為寫作
成功的不二法門嗎？它對于各種不同的文類
有著普遍適應性嗎？

文學作品讀多了，就多了一份思考，
特別是讀了蘇聯形式主義大師巴赫金有關
「復調」（一譯「雜語」）的論述以後，悟
出好的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應該是眾聲
喧嘩，而不是一聲遏雲。魯迅說過：就《紅
樓夢》而言，「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

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
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
家看見宮闈秘事。」（《絳洞花主》小引）
《紅樓夢》命意紛紜的眾說，固然是由于讀
者身份的不同，也還不是因為作品本身提供
了這種多義闡釋的可能，亦即作品本身的命
意就是多義的。

《九十九個方子》（下稱《方子》）
境界的多重設置，為現代的「經學家」「道
學家」「才子」「革命家」和「流言家」，
對作品命意的闡釋提供了種種可能。且不說
某個部分中所表現出的，諸如從廣都市政府
層級森嚴、內卷嚴重、效率低下、裙帶關係
流行、公務員人格受到踐踏，部分官員的公
權私用，貪污枉法等種種現象中，引出反腐
倡廉和政府機構政治改革必要性的論斷，僅
就其中某些片斷，諸如吳守之、歐陽、楊富
貴、李偉，都出自西北大學，但進入社會之
後，並無半點同學之誼，彼此之間，或控
制、征服，或相互利用，或傾軋、陷害，置
于死地而後快，得出作品意在揭露紅塵中並
無淨土的論斷。

一部大著作可以有多個主題，其實，
不只限于長篇小說，即使是篇幅不長的敘事
散文，如魯迅的《籐野先生》，就曾引發過
作品主題到底是什麼的爭論。在眾多的復合
性的主題之上，作者常常設置出一個統率和
籠罩各個局部性主題的帶有超越性的主題。
《方子》也是作出這樣的選擇。

《方子》超越性的大主題，標明在護封
上，作為「題記」，著錄在扉頁上：

只有當你露出凶殘的牙齒來，才會發
現獵物；只有你成為獵物時，才會看見猙獰
的面孔。小說中這兩句話，是出現在第十
章，接近情節高潮的時候，于吳守之與楊富
貴交談之中，是他在商場混跡，歷練人生，
處于既是獵物，又是狩獵者的位置。就這點
而言，可謂應上前面所引的陸機的話，既居
要，又堪為警策。細細琢磨一番《方子》作
為主題揭示的兩句話，你會覺得更有意思。
從語法角度看，「只有……才……」，是個
條件句，表示必備條件。就是說，只有置身
于那個特定的情景，才能引出那樣的結果，

置身局外是不行的。
之所以論定毛國聰《方子》一書律定的

主題的超越性，不只是因為它有著巨大的包
容性，更是因為它能超越一般作品的針砭時
弊、貼近現實，而進入形而上的層面。一方
面，它是把握住人的心靈要求，嵌入人文母
題。現代小說《尤利西斯》是重複希臘史詩
《奧德賽》奧德修斯還鄉的主題。吳守之的
人生歷程不也是精神回鄉嗎？另一方面，它
是直指心源，引發人們對存在意義的叩問。
年輕時，讀曹禺的《雷雨》，扉頁上引用了
《老子》中的兩句：「天地不仁，以萬物為
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讀後心
靈很是震感，可惜在後來的版本中刪掉了。
《方子》所揭示的獵者與獵物對視所悟出
的，是自然界與人間世帶有普適性的法則，
置身于其間的生命體，既是獵者又是獵物。
吳守之也未能免乎此，在他沒有被歐陽捕獲
之前，何嘗不是王副主任、宋艷、趙小明以
及他們背後高官市長楊昌明、楊洋董事長口
中的獵物，在他成為歐陽口中食之後，也還
是趙小明、高舉的獵物。從某種意義上看，
他也不能不算獵者，他也在尋覓獵物，也未
嘗不虎視眈眈過。

提出，或者說提煉出超越性的大主題
是不容易的。思想家尼采在談及《特拉圖斯
斯特拉如是說》主題醞釀過程時說過：「這
部著作的宗旨是永恆輪迴思想，也就是人所
能達到的最高肯定公式。它成形于1881年8
月間，我把它寫在一張紙上，下款題詞『距
人和時間的彼岸6000尺。』那天我穿過西爾
瓦波拉納湖邊的林帶，在距離蘇爾萊不遠的
一塊金字塔般兀立的岩石旁停住腳步。就在
這個當兒，這一思想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看哪這人》）

毛國聰先生的《方子》是如何捕捉到這
樣的主題，可能也經過類似的情境，——百
思之餘的靈光一現。寫法：在場與不在場‧
幻與真現代史詩性的長篇小說在創作方法該
有怎樣的取向？它有哪些殊異于傳統小說的
地方？如果只是標定宏大敘事和主題的超越
作為史詩性長篇小說表徵，而忽視其在寫作
方法上不同于傳統小說和流行小說之處，就

難于探究到作品的底蘊，影響到對作品意義
的深入理解。現代史詩性長篇小說的作家，
在藝術處理上有著各自的個性，且就《方
子》來說，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其一，「在場與不在場」關係的處理。
美國作家海明威提出過文學創作的「冰

山原則」，他說：「冰山運動之雄偉壯觀，
只因為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午後
之死》）顯示于水上的浮冰是「在場」的，
而沉在水下的底座是「不在場」的。讀《方
子》時，人們（包括筆者在內）常常有點不
滿足，覺得作者有些地方交代不清，或者過
于吝嗇筆墨。比如歐陽，在書中只有一個
姓，芳名始終沒有出現；其令尊大人為省的
主要領導，究竟擔任何等職務：她以怎樣的
途徑一下子就興辦起守之集團，擁有巨大財
富，不需要原始資本積累，等等。歐陽女士
的威力，不露山，不顯水，只是讓她在收購
永福保健品公司中不用運作就改變了合同文
本中牛刀小試。毛國聰先生並非是忌憚好事
者的對號入座，引發糾紛，或許只是覺得如
是則將作品寫成當下流行的「反腐小說」
「官場小說」，以揭露黑幕為能事而沖淡主
題。再如對于吳守之與薛婧兩情既洽、以沫
相濡的歲月，並沒有作過細的刻畫，而在與
「女記者」江冰如色誘的春風一度中卻寫得
淋漓盡致，其實也是以在場來顯示不在場，
以近于動物本能的快感享受，情慾的發洩，
隱寫出和瑟共鳴的帶有人性色彩的情愛。

其二，幻與真的設置。
現實主義小說，如《紅樓夢》在真境、

實境以外，還設置了虛境、幻境，還留下一
句名言：「假作真時真亦假」，現實主義小
說中的幻境、虛境，常常是真境、實境的反
映，或者是別樣的文本。《方子》，從創作
方法上看，是屬於魔幻現實主義範疇的。
它的一些描寫越出常軌是自然的。貫串在全
書帶有象徵意味的「白影」和「百合花香
氣」，或是是誘引吳守之對美的追求提示，
或是提示他要守住心防，或是喚醒他尚未泯
滅的良知良能，或是對于歐陽的懲戒性的提
示，應得上老子所說：「惚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