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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村舍幽幽掩碧丝，细雨陌上露芳
姿。”薰风初入弦，笑迎浅夏！浅夏时光，
芳菲浸染，灿若霓裳，莺歌燕舞，明媚成
靓丽的诗行！

“东窗晚无热，北户凉有风。尽日坐
复卧，不离一室中。中心本无系，亦与出
门同。”浅夏的风，温凉而活泼，是这清浅
时光的韵！她带着露珠甜美的问候，轻
轻地摇摆着翠绿的枝头。她带着阳光暖
意的笑靥，悄悄地流淌在芬芳的午后，让
每一缕曼妙的情愫都熏染上明丽的色

彩！夏日的风，徐徐轻柔，飘洒飞扬，仿
佛溢满泥土的馨香气息！她和着春潮，
伴着夏韵，情深意暖！她低吟的诗篇，那
是万木葱茏的回音！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
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浅夏的雨，甜润
而婀娜，是这清浅时光的情！傍晚，如
丝的雨脚初歇，云开日霁，万物熠熠生
辉！湖边的嫩草，欢蹦雀跃着，各色的
野花沐浴后自是妩媚怡香！嫩叶间，那
颗颗晶莹的露珠，早已剔透成善睐的明

眸，恣意地张望着清新的世界，柔和成
诗，欢喜成情！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
香。”浅夏的香，淡雅而迷醉，是这清浅时
光的境！暖日映照下的一弯池水，明如
璧玉，晶莹透彻。微风吹来，水光潋滟，
碧波粼粼。忽而一缕花香袭来，香气怡
人，不禁让人为之一振。寻香望去，但见
一座古朴的院落，庭院深深，满架温馨的
粉，如烟似雾，如诗似画，不觉沉醉！满
庭的香菲，是夏日的灵动与生机！那曲

曲折折的藤蔓，倾泻着绿意的流淌，点缀
着一簇一簇的芬芳，淡妆浓抹总相宜！
丝丝缕缕的幽香，从容而淡定，敦厚而宁
静，不卖弄，不自傲，自由自在地演绎着
淡然的诗境！

“微雨过，小荷翻。”浅夏的荷，精致
而淡雅，是这清浅时光的意！此时的荷，
浮水而生，小而娇嫩。一阵细雨过后，轻
风如少女的纤手，掀翻荷叶，飞花溅玉的
水珠，转瞬又似琼珠碎而复圆，就如同少
女清丽明媚的气息，让人不禁为之欣喜！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
新。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
人。”浅夏，草木在繁盛，花儿在怒放，
盛世美景皆曼妙！只愿坐在岁月的一
隅，寻一缕薰风的暖，揽一份执着的
痴，留一份淡定的心，将生命拟成向上
的诗行……

一 阕 浅 夏
□王红悦

什么叫“游戏”？那得先“游”起
来，是运动，动感十足，多人互动的，
现在一个人闷在家里，和虚拟的怪
兽斗争，那算不得。那些年，我们玩
过的游戏很多，首先便是滚铁环。

一个铁环，一根细木棍，下方绑
一个横过来的U字形铁钩，铁环就
靠它扶正、推动。吃过饭，斜背着书
包，就滚着铁环上学去，一路铮亮地
响着。遇到谁谁的爷爷叔叔打趣：

“哟，这么上学啊？”并不理会，怕铁
环倒下，若是比赛，那可就是输了。
常常在路上遇到同学，就一起滚着
走，心里较着劲，看谁不倒。常常是
十来环齐头并进，声势浩大，引得路
人注目。其中高手，谈笑风生，甚至
故意擤鼻涕，让环先走，他立刻赶上，
铁钩速就，那环本来摇摇欲倒，经他
一碰，立刻导入正规。高年级同学看
了，不屑地嗤笑：“切！小屁孩！”

有一次我的铁环断了，等不及，就
把家里的尿桶箍给下了，先应急玩
着。父亲挑粪浇地，哗啦一声散架了，
结果可想而知。他恼怒不已，拿着扁
担追我十几条巷子，但是对于地形的
熟悉程度，他显然不如我，赶不上。

其次就是捉迷藏。这是个大型
游戏，参与者常常二十人左右。先
选一棵大树为“家”，一人看家，其余
人去藏起来，倒数十声之后，看家的
开始出击，逮着谁谁就“死了”，谁能
穿过封锁线，成功触到“家”的，接下
来就继续藏。看家的只要逮到一
个，他就获得“藏”的资格，被逮到的
留下去“捉”。

游戏一般在天黑后开始，鸡已
经进笼子了，要不鸡飞狗跳人沸腾，
大人们饶不了。月亮明晃晃的，巷
子的青石板映着柔光。一声之后，
四散而去，有的钻到草垛里，有的藏
在小巷口，有的爬到树上。有个叫
真龙的孩子，按辈分我得叫他叔叔，
他每次都不长记性，要不就是藏在
死胡同里，要不就是矮树上，一逮一
个着。有一次我躲在草垛边被发
现，急忙拐进三奶奶家里，看见一个
稻箩，情急之下，忙蹲下，拿稻箩反
过来罩住了自己，只听见捉人的七
一脚步迟疑着，嘴里“咦”着，来回走
动，心里又紧张又好笑，却居然没被
发现。

也有小点的孩子，藏着藏着不
见了，结果一个村的大人都惊动了，
四下里走，大声叫：“六四子，你在哪
块儿啊？”闹了大半夜，才发现他躺
在小溪里的大平石上，睡着了，萤火
虫就在他旁边，飞啊停着的。

单腿斗鸡、打陀螺，打弹子，拉
马，弹弓瞄准，跳房子，抓石子，爬
树，掏鸟蛋，挖知了猴，打四角，抟土
造人，无不就地取材，人数多，场地
大，玩得群情投入，虎虎生风，尘土
飞扬，一身臭汗再加一身泥土。谁
家的大人扛锄而过，厉声喝道：“小
七三子，看老子回家揍不死你！”小
孩子都看着七三笑，学他爸的模样，
他爸忍不住笑场了，摇头而去，谁没
有童年呢？何况，那时候谁会想到
以后什么“竞争激烈”的。

女生玩跳房子，扔沙包，踢毽
子，跳绳，特别是跳皮筋，真的很好
看。她们一边跳一边唱，鬓角飞扬：

“星期天的早上白茫茫，捡破烂的老
头排成行，队长一指挥，冲进垃圾堆，
破鞋子破袜子满天飞。”不知谁编的，
很怪很好玩，或者是常听到的：“小皮
球架脚踢，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
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配合着动
态，常常看得我出神。几个小伙伴蹲
在那里看我的表情，捂嘴偷乐，忽然
跳起来大叫：“阿源想媳妇喽！”然后
一溜烟跑了，边跑边叫。

上初一时，我放学后依然穿着
裤兜去玩，拿薄薄的石片大了几个
水漂，然后抓泥筑坝，逮泥鳅。岸上
走过几个大人，他们不在意地谈天：

“他家阿源这么大了，还玩泥呢。”她
们挎着篮子走了。我怔怔地从水里
上来，觉得自己光着身子满身是泥
很不妥，那一刻，我长大了。

福建土楼自从2008年7月被正式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到此观光旅游者
便更加络绎不绝。人们惊奇于客家祖先
的智慧和才能，缅怀先人抱团而居的家族
思想和御敌绝技，更对一处处一个个土楼
群的精巧设计叹为观止。

福建土楼始建于宋元、成熟于明清及
民国时期，时间跨度达六、七百年，依然保
存完好。现存土楼分布在福建南靖、华
安、平和、诏安 4县及龙岩市永定区境
内。仅永定区的土楼就多达2300多座，
素有“土楼之王”“国之瑰宝”的美誉，是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土楼建筑材料考究，形状多样别
致。我们参观的田螺坑土楼群，和其他
土楼一样，都是以土、木、石、竹为主要

建筑材料，利用未经烧焙的土，按一定
比例的沙质黏土拌合，再用墙板夯筑而
成。有的土楼甚至用红糖、蛋白作粘合
剂，建造的外墙厚达一米至二米，坚固
得可以抵御野兽或盗贼攻击，还具有防
火抗震及冬暖夏凉等功用。这些集体
建筑，形状有圆形、半圆形、方形、四角
形、五角形、交椅形、畚箕形等，各具特
色，富有神秘感，坚实牢固。下得陡坡，
七弯八拐来到步云楼，进入大门里，又
是一个新天地：从里面看，此楼共有 5
层高，底层住有数十户刘姓客家人，各
家分别开设茶馆、照相馆、画舫、收藏、
杂货等店铺。无论进入哪一家，男女主
人都十分好客，用自家室内挖的井水烧
开泡茶，供游客免费品尝解渴，还请我

们坐在矮凳上拉拉家常。
这些土楼观赏价值高，是独具特色的

建筑形体的巧妙组合。如我们逗留两个
小时的田螺坑土楼群，它依山势错落起
伏，层层土墙与房外层层梯田遥相呼
应。在云雾缭绕中，土楼时隐时现，呼之
欲出，充满着几分灵性，构成了“土楼王
国”中的组合绝景。站在高处观望，它就
像天上掉下的飞碟，又像一朵盛开的梅
花点缀在大地上。下到山脚仰望，土楼
群横空出世，巍峨耸立，气象万千。由于
四周山峰毓秀，绿树环抱，翠竹摇曳，涓
涓细流从楼群前穿过；周围古木森森遮
天蔽日，楼前屋后绿草茵茵花香四溢，令
人赏心悦目，仿佛置身世外桃源。观此
绝美佳境，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专
门写下律诗赞道：田螺坑畔土楼家，雾散
云开映彩霞。俯视宛如花一朵，旁看神
似布达拉。或云宇外飞来碟，亦说鲁班
墨斗花。似此楼形世罕见，环球建筑出
奇葩。

福建土楼
□徐业山

瓜棚，豆架，是乡村最寻常的风景。
瓜棚是竹子和稻草搭成的，里面虽然

放着竹床，但夜间从来不住人。乡间民风
好，加上家家都种瓜，瓜是不用看的，瓜棚
多半是用来躲雨的，更多的时候是孩子玩
乐的场所。

吃过午饭，孩子们坐在瓜棚的竹床上
打牌、下棋、拍纸板，渴了就跑到瓜地里，
用手拍拍这个瓜，拍拍那个瓜，从声音里
辨别出最熟的那一个，摘下来抱到瓜棚
里，大家七手八脚砸开后，拿着就啃。玩
累了、吃好了，倒到竹床上就睡着了。常
常是在雷声中惊醒，揉着眼睛，翻身坐
起，双腿吊在床边，茫然地看着棚外翻滚

的黑云以及云间张牙舞爪的闪电，直到
大雨铺天盖地而来，心里才会兴奋起
来。不一会儿，大雨变成细雨，渐次停了
下来，孩子们光着脚丫跑出瓜棚。依旧
浓烈的太阳斜斜地挂在西边，村庄上空
飘过灰白色的云块，高大的树木上挂着
亮晶晶的雨珠，湿漉漉的瓜叶在阳光下
青翠逼眼。大群的红蜻蜓在瓜地上飞
翔，透明的翅膀，扇动着明亮的阳光。有
时候，还可以看到彩虹，孩子们叫嚷着

“出绛了”，惊喜地抬着小脸，看着彩虹。
大人们在雨停后，顶着草帽、扛着农具，
走出村子。孩子们结束看瓜的任务，或
是帮着大人干活，或是另找地方玩耍。

菜园一般都挨着瓜园。菜园里的茄子需
要搭架，山药需要搭架，黄瓜需要搭架，
豆角更需要搭架。豆角刚长出藤蔓时，
大人们在每棵豆子旁插一根竹子，在一
人高处把五六根竹子系到一起结成一
组，再横着把每一组用长棍连接到一起，
结实、好看的豆架就搭成了。十天半月，
豆子爬到一人高时就开始开花结果了。
豆角花是紫色的，形状像美丽的蝴蝶，有
着淡淡的清香。薄翼细腰的黄蜜蜂繁忙
地穿梭在豆架之间，兴高采烈地成全了
每一朵豆角花的爱情。

瓜棚，豆架，雨丝，伴着农人从春末
走到秋初。瓜吃完了，瓜秧黄了，豆架上
没花了，蜜蜂不再来了，空气里带着一丝
丝的凉爽，让人心生曲终人散的怅茫。
然而，瓜棚还在，搭豆架的竹子一根根抽
回去放好，明年还可以用。岁月悠悠，周
而复始，瓜棚豆架，雨丝依旧。

瓜棚豆架雨如丝
□严 巍

下班回家，刚一进门，一股淡淡的幽
香扑鼻而至，刹那间充盈了整个心间。跨
进屋，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簇用碗盛放着的
栀子花，清爽水灵，洁白无瑕，光鲜圆润，
神采逼人。白色的花瓣层次鲜明地镶嵌
在淡黄色花蕊的四周，片片柔和，丝丝分
明。我知道一定又是母亲托人从乡下送
来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母亲都会从乡下
托人给我们送花。

在我家乡的庭院里，有一株两三米高
的栀子花，长得苍翠繁茂，形如伞盖，距今
已有几十年光景，那是父亲年轻时亲手栽
下的。父亲栽花源于母亲，母亲出生于富
裕的地主家庭，从小就爱摆弄些花花草
草，解放后母亲的家被抄，由于成分不好，
尽管长得貌美如花，但还是嫁给了老实巴
交的穷得揭不开锅的父亲。在艰苦的岁

月里，母亲一直未改她年轻时的习惯，在
我家的房前屋后，总是种满了各种各样的
花草，尤其是这株栀子花，母亲照料得特
别细心，犹如自己的孩子。

到了夏天，家乡的栀子花次第开放，
起初是一丛绿意中隐透数点洁白，花瓣青
白如玉，花叶都分外精神，张扬着青春的神
采。隔日再看，满树栀子花已如火如荼的
绽放了。有的悄悄地隙开几道缝，如“犹抱
琵琶半遮面”的年轻女子，悄悄地表白着纯
洁的心迹；有的开了一两瓣，多情地招引着
过往的蜂蝶；有的花满枝桠，洋洋洒洒，迎
风而笑。盛开的花瓣有规则地簇拥在一
起，层层叠叠，纯洁可爱，惹人怜爱！

栀子花开时，缕缕幽香在山野中飘
荡，行人路经于此，都不禁驻足停步，四下
寻找。母亲要是碰巧看到了，就会摘几朵

送给人家，路人无不欣喜感激，留下一串
串欢声笑语。

栀子花完全盛开后，母亲就用针线把
它们穿成一串一串的，然后吊于蚊帐之
内，说是可以驱除蚊虫，清新空气，安心定
神，促进睡眠。当然那时我并不知其功
效，只知挂在蚊帐内特别的香。望着那洁
白的如刚沐浴过的仙女般的花瓣，闻着那
沁人心扉的芬芳，不知不觉便坠入了甜美
的梦乡。

栀子花开的时节也是我童年最快乐
的时候。花开之时，我会趁大人不在之
际，悄悄地搭着一根蔑板凳，踮着脚尖站
在上面，伸出稚嫩的手，麻利地采些含苞
待放的花朵，然后藏于书包之中。等到
第二天，便把采摘来的栀子花带到学校，
送给要好的伙伴，看着他们接花时那满
眼的羡慕，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
最快乐的人。那一刻，我常常会想起母
亲，并且心存感激。

夏日，栀子花的馨香溢满了乡村，也
溢满了我的心间。

夏日栀子花正香
□周 礼

时光对于我们来说永远是不够的。瞎忙一
通后，今天终于有时间阅读孙长江的小说集《马
不停蹄的忧伤》。

我很惊讶，青年作家孙长江不仅是一个清醒
冷静的旁观者，也是生活积极的参与者。他一方
面执着地沽取生活的深情，一方面像春蚕吐丝般
用文字回馈这个时代，他创作的地下商场系列小
说，就是他献给这个时代的一份礼品。

用孙长江自己的话说，在地下商场的系列小
说里，总会看见自己的影子，我想这当然与他的
人生的履历和生活阅历有关。

孙长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一直在农村过
着清贫甚至颠沛流离的生活。作为一个高中辍
学者，孙长江种过田；作为家中的一个男丁，为了
接济家庭，他不得不走出家门，裹挟在打工者的
队伍中；不得不蜗居在四壁透风、冬冷夏热的工
棚里；繁重的体力劳动，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在一
个少年的身上，无异于是一种屈辱。他像一头牛
犊，过早地架起了生活的重轭。

孙长江的父母虽然是地道的农民，但对知识
的看好却目光犀利，父亲对儿子说，你想换个环
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读书。好在孙长江记住了父
亲的话，没有在逆境中沉沦，而是在磨难中奋
起。他重新拾起了丢弃的书本，除了劳动就是读
书。当别人已是鼾声四起时，却是孙长江在书海
里遨游的最好时光。

在工地上蹉跎了一年之后，孙长江终于如愿
以偿地跻身于大学生的行列。在大学校园里，孙
长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时光，如饥似渴
地汲取知识的营养。大学毕业后，他走出那片令
人怀念又令人诅咒的黄土地，来到了铜陵这块仰
慕已久的热土，应聘到私人学校当老师；不久，又
通过招考，考入正式教师的队伍。这一系列眼花
缭乱的变化：挫折与磨难、失败与成功，对孙长江
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是一段马不停蹄的忧伤。孙
长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观念的熏陶哺育下，逐
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并因此
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世界观。

生活没有暂停键。走上工作岗位后，孙长江
一天也没有停歇。他不断地挑战自己，本来是画
画出身的他，却爱上了写作，工余时间写写散文
随笔之类的文章，几年下来出了三本散文集，并受到著名作家的赏识；之后，
他又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事小说写作，没想到几年下来，还真弄出了
名堂，成为文坛的一匹黑马，许多杂志都在头条隆重推出他的作品，这不得不
令人刮目相看。他因此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三十几岁成为中国作协
会员，可以说在我市文艺界开创了先河。

《马不停蹄的忧伤》与其说是一部小说集，倒不如说是孙长江为我们忠实
地描摹了一幅当下底层人群生活的镜像。它虽然说不上什么高大上，但依然
无损作家对生活观察的细微，情感的投入，由现实到虚幻，再由虚幻回到现
实，同样呈现出活色生香的生活色彩。

孙长江的《马不停蹄的忧伤》关于人性、文学叙述方式的思考和探索，不
仅显示了孙长江逐渐形成的自己独特的视角，同时，形成了作家的处世哲学
和人道主义的礼赞，形成了对弱小群体的同情心，形成了自己的行文风格。
这对于美与丑、是与非、善与恶的边界已经模糊，公共道德、伦理情感和生存
意义已被放逐，粗鄙的生活与诗意的情感无缘的当下，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
说更是难能可贵的。

在孙长江的小说里，主人公的生活世界里总是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人生的精彩与他们无缘，总是在突然之间偏离原有的轨道和方向，总是把主
人公拖入陌生而迷茫的生活泥潭，总是使他们在生存困境中而难以自拔。因
此，沉沦与挣扎、堕落与逃亡、恐惧与焦虑，就成了地下商场生活的底色。无
论是《地下商场里的少年》里具有叛逆性格，家教失控的中学生楚小生，还是
《女人和猫》里的混迹在地下商场且喜欢流浪猫的“女人”，以及《马不停蹄的
忧伤》里的“孬子”和小艾……他们的生活以地下商场为轴心铺展开来。地下
商场汇聚了社会底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大家都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在孙
长江的笔下，这些平凡人的不经之谈，显然摘下了教化的面具。小说中的人
物虽然像尘埃一般微不足道，但并不妨碍他们心灵深处依然深藏着的美好、
追求和理想，即使他们的理想像芝麻粒般大小。

《地下商场的少年》里的问题学生楚小生，口口声声要杀人，要杀死他的
不务正业的父亲楚大卫，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与他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多重
磨难不无关系。过早地失去母爱，父亲的暴戾，家中经济的拮据，使他过早地
感受到了生活的疼痛和寒凉，以至于性格的扭曲，对人生的淡漠和对生命的
鄙视。最终却又因为俞警官循循善诱的帮扶，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楚小生的
生活又回到了正轨。《女人和猫》里的“女人”是一位大学毕业生，本来应属于
白领的行列，却因无钱给母亲治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马不停蹄的忧
伤》里的孬子和小艾，他们竭力地躲避着大千世界，只在社会的一个小角落里
追求最简单的幸福。

我们说小说既然是一种审美艺术，那么，蕴含其中的艺术真实、情感评价
和哲理认识就需要借助一定形式创造得以体现。孙长江的小说不是站在虚
无的浮岛上的，它立足于底层生活的土壤，接地气，有温度。小说中的主人公
没有什么高大上，大多数的主人公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小说的故事
带有碎片化……因为它截取的是生活的剖面，人生的某个章节；就像断了线
的珍珠，虽然散落了一地，依然不失熠熠的光芒。

孙长江的小说并不仅仅满足于芸芸众生的更序变迁，固守市民的认识基点
去表达生活。他叙述的故事亦真亦假，却从背后揭开了时代的伤疤。他的笔下，
既有对真、善、美的颂扬，也有对伪、恶、丑的揭露，我以为这是作家态度真诚的体
现，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理性和温情，其对个体精神存在和内在疼痛的抚摸与触碰
感人至深。试想，如果孙长江没有世俗情怀做支撑，其诉求还剩下什么？

读完《马不停蹄的忧伤》，掩卷思索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楚小生们出了
问题，还是哪儿出了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症结到底又出现在哪里？孙长江努力完
成的似乎只是对日常生活丰富性和混沌性的还原，既没有回溯源头，也没有给出所
谓的答案，这是孙长江的高明之处，留出空白，让读者去思索，去寻找。

小说集《马不停蹄的忧伤》对主人公的描写具有其独特性，即力图运用朴
素的手法，还原生活真实的场景，进而完成对时代的阐述以及对主人公普遍
性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境界的表达，以期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孙长江对生活
是忠诚的，他的小说阐述的故事就是当下的社会，总是以对“生活”和“世界”
本身的架空与扭曲为代价的，这就必须首先维护的是“生活”和“世界”的原生
态和日常性。因此，他的地下商场系列小说，就是主人公经验范围之内的可
感可触的“生活”本身。没有情感的宣泄和奔涌，没有抽象的政治的筛选和标
记，而是经过理性与时间过滤的苦涩，像雨打芭蕉，耐人寻味。

著名作家许春樵对孙长江小说创作给与了高度的关注，他在评论孙长江的
小说《寻找致富线》中称：“这是一部反思现实，考问灵魂，悲悯人生、质疑人性的
小说，孙长江为实现小说的人文理想与情感深度已经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
孙长江小说独特的文学感觉和熟练的叙事能力则是小说的另一道风景。”

在今天的中国，日常生活的高速运转和日益粗鄙化、标准化，对于审美趣
味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因此，许多作家都在痛苦地寻找和审视自身。要
使文学具有生命力和激情，就必须对社会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拓宽自己
的视野，然后找出新的突破口。孙长江说，写出一组地下商场的小说后，他又
有了写点其他题材小说的想法。而在我看来，孙长江最有生命力的叙述到目
前为止，莫过于《地下商场的少年》、《雾霾的一天》、《补漏》、《女人和猫》、《天
意》等地下商场系列小说，这与和悦洲之于朱斌峰，黄复彩之于大通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我以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心中的文学厚土永远充满神秘和多
彩，并成为自己血液里有机的成分，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对自己精神和情感充
分表达的可能。

不断地超越常规、挑战自我，积极地迎接生活的挑战，是孙长江性格使然，也
显示出孙长江自我理解自我超越的能力。

地下商场的背

影与生活的镜像

—
—

读孙长江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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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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