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童，生在苏州，就有了作家“苏童”。
从《桑园留念》到《罂粟之家》,再到《妻妾成群》《城北地带》，苏童的小说创作划出了一条优美的曲线，它的每一点几乎都在突现自身

的独特的同时，映照出中国当代小说空间的色彩变幻及其丰富意味。他一直在以小说构成自身与社会的联系，并与这个世界进行对
话。

驱使他前行的力量叫孤独，是一种理智和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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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痛苦、生存和毁
灭的故事。写了一个人有轮回意义的一
生，主人公因为米流徙到城市，最后又回
归故里，五十年异乡飘泊是这个人生活
的基本概括，而死于归乡途中又是整个
故事的高潮。有评论家称之为“一半是
历史，一半是寓言”，后被改编成电影《大
鸿米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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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套图书将苏童自1984年至2006年
的经典短篇小说全部收录，以编年的形式
分为五卷。苏童在自序中写道：“许多事情
恐怕是没有渊源的，或者说旅程太长，来路
已经被尘土和落叶所覆盖，最终无从发现
了，对我来说，我对短篇小说的感情也是这
样，所以我情愿说那是来自生理的喜爱。”

书写上世纪70年代，一条流放船在河
上和岸上的故事。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的
荒诞命运，生命的卑微与顽强，青春成长
的烦恼与历史的荒诞不经，特定历史时期
人的生存境遇读来令人唏嘘。获曼布克
亚洲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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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里的生活智慧时光里的生活智慧
【书摘】二十年前的雨,听起来与现

在的有所不同，雨点落在更早以前出

产的青瓦上，室内的人便听见一种清

脆 的 铃 铛 般 的 敲 击 声 。 毫 不 矫 饰 的

说，青瓦上的雨声确实像音乐，只是隐

身的乐手天生性情乖张、喜怒无常，突

然地失去了耐心，雨声像鞭炮一样当

空炸响，你怀疑如此狂暴的雨是否怀

着满腔恶意……

《活着，不着急》是苏童的
散文精选集，于舒缓而节制的
布道中，生动呈现了作家有关
童年、故乡的回忆，世间风情百
态，以及文学创作的心得体会
等，质朴的文字传递出极深的
意蕴。

循着生活的脉络，苏童回
顾了童年时代的特殊经历。那
段算不上顺遂的时光，不仅使
他对人生有了切身的体悟，也
使他日后的文学书写，有了更
为充盈的思想内核。彼时的苏
童，跟随父母住在江南一家化
工厂对面，那时的他时常生病，
在家休养，需要忌盐。少年克
服饮食生活上的少盐寡味，把
目光投向于化工厂上班的师傅
们身上。他从工人们朴实、乐
观的生活态度里，体会到洒脱
和简静，懂得了坚毅和刚强。
这也使得康健后的苏童，怀揣
着一心向学的热切渴求，迅速
融入到校园，在琅琅书声中重
新找到久违的自信。

多舛的命运，让苏童有些
“少年老成”，更使他学会从孤
独中获取力量。书中，他记录
下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承载的
暖暖亲情，也形象刻画出当年
凭票购买自行车的诸多窘境。
可以说，透过这辆车，不但可以
看到厚重的父爱，也可窥察出
计划经济时代的凡尘世相。那
饱满的人间爱，灼热的世间情，
让那段清贫的岁月，涌动起多
少温暖和感动。试想，如果没
有对生活的真挚爱恋，没有对
人间真情炽烈地向往，又怎么
可能会有少年苏童往返十几里
夜路，不辞劳苦地奔往邻村去

看一场露天电影？更不可能在
一次次的搬迁和远行中，反而
对故乡的印象会越发深刻起
来。

正如苏童在书中所言，“那
不是一个美好的年代，但是在一
个并不美好的年代，会出现许多
美好的夜晚，使你忽略了白天的
痛楚和哀伤。”他把一切的苦难
和不幸，比喻为“白天的痛楚和
哀伤”，而把幸福和快乐比作“美
好的夜晚”，传递出豁达的处世
观和从容的生活态度。

从旁观者的角度，作为作
家的苏童，对于如何把握生活
的节奏，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
亦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理解。他
从一年轻男子因急着为年幼的
孩子寻找尿片，在骑车中撞上
卡车殒命说开，提示说生活不
必急匆匆。虽然“急躁已经成
为我们时代的通病”，但我们完
全可以“用理性控制着自己生
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如此，危机
便仅仅成为正常生活的一个部
分了”。深切的劝慰，对于那些
凡事讲究速成的人们来说，不
啻为最好的精神指正。

书末，苏童还介绍了自己
的文学历程，回答了广大读者
普遍关心的一些写作问题。从
他从容不迫的诠释中，不难发
现，正是对纷繁世界独特的认
知，让他张弛有度地应对着周
遭的一切，以“活着，不着急”的
坦然，书写着世界的曼妙多姿。

合上书卷，领略苏童从时
光深处带来的点滴智慧，一颗
茫然躁动的心，于长久的释然
中，渐渐变得轻盈起来……

（黄东光）

【书摘】她没来得及跨过隔离栏，保

润从后面擒住了她，他的鼻息，急促地

喷在她脖子上。然后绳子来了，保润的

绳子来了。先是箍住了她的肩膀，然后

是胳膊，最多10秒钟，她来不及挣扎，身

体已经像一只包裹被保润拽在手上

了。“今天的舞会少不了你，不给面子，

只好捆着，算我对不起你了。”保润说，

“这是如意结，记得吗？绳子如意不如

意，要看你老实不老实。”

黄雀黄雀，，在后还是在前在后还是在前？？

苏童的长篇小说叫《黄雀
记》，全书却没有一处提到这
种鸟，让读者好生奇怪。有论
者认为，这是一种隐喻，暗射
小说中人物关系，正如成语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描述
的那样诡异。

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
促使人萌生了可怕的欲望。这
欲望犹如蝉，是螳螂的梦中美
食，而黄雀最后一口吞下了螳
螂和蝉，这让我们联想到另一
个成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在这部小说里，黄雀是一
个动态概念。起初是柳生，他
乘人之危，满足了自己近乎兽
性的欲望，而他的同伴保润，
不仅错失“捕蝉”良机，还莫名
其妙替人受过，有口难辩地坐
了10年牢。这冤屈，放在清
朝，可以与“杨乃武和小白菜”
同榜了。

后来，保润在左右手臂上
分别刺青“君子”和“报仇”，时
刻提醒自己的人生耻辱和使
命。最终，他如愿以偿，在柳
生的婚礼上杀了仇人。

看到这里，读者依稀觉得
保润才是黄雀。事实上，杀人
者要偿命啊，怎么会是最终得
胜的黄雀？不可战胜的，或许
是宿命。

人性之恶，就像人性之
善，与生俱来。苏童试图用这
种惨不忍睹的情节，诠释人生
的无常和无奈，背后是对生活
的挖掘和思考。

肤浅一读，这小说或可归
入“市民文学”一类；细细推敲
之后你才会发现，他利用某些
意象表情达意的方式，不是简
单的写实风。例如井亭医院，
专门收治精神病患者，在小说
里，不仅是构成情节要素的重
要装置，而且应该在暗喻什

么，不然就无法解释，人物的
言行为什么总和这么个特殊
的机构千丝万缕地联系着了。

又比如祖父寻挖装有祖
宗遗骨的手电筒这个怪异行
为，怎么看都缺乏真实性，但
一旦和精神失常挂钩，疑问便
迎刃而解了。在小说里精神
失常叫丢魂，或者干脆说成鬼
把魂勾去了，暗喻了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人们普遍的精神境
况，而祖父又是其中极具代表
性的一个人物。他贯穿于小说
诸环节，从头至尾，人都换代了
他还活着，执着地找寻着，似乎
这就是人生唯一的信仰。至于
魂是否可以找回来，作者留下
了悬念，也留下了希望。

还有，保润的捆人技术出
神入化。在他的思维里，没有
用绳索解决不了的事，这情节
的设计，着实让人后背发凉。
残酷的现实是，让捆人专家一
次次得意之后一次次失望；甚
至可以说，是他发明的各种绳
结捆住了他自己的青春，最终
毁了他的人生。其悲剧色彩，
令读者瞠目结舌，唏嘘不已。

凭着这些超现实的描写，
苏童被贴过“先锋派”的标
签。但他不是搞怪的写手，他
就是踏踏实实的叙事，写景，
写人。江南小镇的特有气息，
与别处自有不同，而人性的亮
与暗又具有看得见的共性，表
现出来则各显特色。

我们从《黄雀记》中可以
感受的东西很多，俗话叫信息
量大。细节的连环呈现，让读
者流连忘返，与人物同悲喜
时，还不自觉的做一些深入的
思考。

这些，就叫文学的张力。
也正是苏童作品的魅力所在。

（王永良）

我对你的失望很失望我对你的失望很失望
【书摘】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一只

巨大的水缸，这水缸里的水一日少于一

日，一日浑于一日，但有了那个蚌壳里

的仙女的存在，我们可以乐观，既然她

会做饭，应该也会提供饮用水或生活用

水，因此我们必须相信水缸。

在工作与生活中，我们偶
尔会遇到那么一个人，用尖锐
的目光盯着我们，那种眼神总
使人莫名紧张，然后会听到他
说：“我对你很失望！”听到这话
的瞬间是崩溃的，恨不能立即
找面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究
竟是为什么？如果想得到答
案，打开《你为何对我感到失
望》，或许能令人豁然开朗。

这是苏童的散文集，几乎
看不到任何华丽的词藻修饰。
从他生活的江南市井，谈到童
年的记忆，以及走上文学之路
后发生的种种大事小情，文字
平实又不失生活趣味。

生活中任何一件小的事情
都能成为他笔下的主题，看似
平平淡淡，却蕴藏着无穷的艺
术魅力。如《狗刨式游泳》《直
面人脸》等，没有耸人听闻或逗
人捧腹的故事，却有很多耐人
寻味的意趣，类似写意画般舒
展与轻灵。苏童在佯装俗气、
饶舌、幽默、随和的时候，似乎
有意无意地显出些许“笨拙”。
他在《沉默的人》中写道：“在很
多场合我像葛朗台清点匣子里
的金币一样清点嘴里的语言，
让很多人领教了沉默的厉害。
事实上很少有人把沉默视为魅
力，更多的人面对沉默的人感
觉到的是无礼或无聊。”也许正
因如此，他便有意识地“多嘴多
舌”，谈锋甚健。

在平实的语言后面，饱含

着苏童对生活的细致感悟，值
得读者去体会、咀嚼。书中，苏
童不仅描写生活的细节，而且
直指精神的内涵与观察世界的
角度。《卤菜》讲的是二十世纪
70年代国营小卤菜店的事，写
出了人与人相处间的阴险，最
后却又峰回路转，道出了这种

“阴险”的必要性。类似的一个
个日常琐屑的事件，苏童写来，
真实自然又契合人性，达成某
种充满艺术形式感的意境，给
人启发。

他的散文把一幅幅耐人寻
味的常态生活图景收集起来，
自如地驱遣着文字并坦然地衡
量着得失，有节制地抒写生命
的悲欢。比如在《女人和声音》
中，把女人的身世感写得淋漓
尽致，特别是市井女人们的曲
终人散，从旁观者的角度在记
忆深处为她们保留着一个个或
美好或忧伤的记忆，并久久地
为之感动着。其笔下的人性
美、人情美，真实的、独特的体
验无不令人赞叹。

至于“你的失望”，苏童说，
我对你的失望很失望。仔细想
来让人叫绝，又心生温暖，每个
人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方式，
即使并不完美，也没有必要按
照别人的期望呼吸、吃饭、说
话，更别说别人的失望不失望
了。想通这一点，便会和苏童
一样“在一草一木之间看见他
的幸福”。 （甘武进）

孤独是一种力量孤独是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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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沫）

【作家简介】
苏童：
当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米》《武则

天》《城北地带》《菩萨蛮》《碧奴》《河岸》，
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刺青时代》《三盏
灯》《罂粟之家》，短篇小说《桑园留念》《两
个厨子》《私宴》《西瓜船》等。作品被译成
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其
中，《妻妾成群》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
高高挂》，蜚声海内外。曾获曼布克亚洲
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
庄重文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

【艺术特色】
就如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组委会评语所言，他的小说散发着纤细

的忧伤和一种近乎颓唐的美，那种黯然和心痛，一直令人难以释怀。他的
写作，是关于灵魂的叙事，也是一门个体生命如何自我展开的学问。

打破故事，分裂故事，曾经是他在叙述上的乐趣，但后来他渐渐尝试建
立自己的言说方式。从《妻妾成群》开始，他不再对小说形式上的探索热情
饱满，而往后走是走到传统民间中，可以将这种写作方式称为“旧瓶装新
酒”。所谓“旧瓶”，指的是小说的物质外壳，或者说是小说的形式；所谓“新
酒”，指的是小说的精神内涵，这部分恰恰是苏童小说“退一步海阔天空”的
价值所在。“旧瓶装新酒”虽然放弃了小说的形式实验，却仍然是对小说技
术的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