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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英秀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
研班学员，其小说集《一直

很安静》近期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
者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是“陇原当代文学典
藏”系列丛书之一。小说取材于当下都市生活，通
过一系列鲜明各异的人物，表现纷繁复杂的社会
现实中，现代人斑驳迷离的精神境遇。

◤东庄西苑

大个子扎西和他的短篇小说 □袁 瑛

扎西一米八五，185斤，走起来像座

小山丘在移动。

扎西是黑的。黑的皮肤配着一副黑

框眼镜，厚嘴唇经常关闭着。黑而沉默

的扎西，像一头熊。

扎西是我鲁院的同学。

扎西在“鲁三十三”开学典礼上作为

学员代表去发言。班主任张俊平老师

说：“我尽管提前就看过扎西的发言稿，

但我还是一个字都没有听清楚。”

扎西在“鲁三十三”的联欢晚会上表

演了一个节目，小组集体朗诵。其他同

学用方言，他用藏语。轮到他，他矗立在

话筒前，面无表情或者说表情严肃地用

我们即使听得清楚也听不明白的语言朗

诵了一大段。这无疑是具有喜剧效果

的，同学们都大笑。

说汉语的扎西和说藏语的扎西，在

我们听来，有什么区别呢？

扎西是有距离的扎西。

扎西面前有一块玻璃。你伸手过

去，以为触摸到了他，其实摸到的是玻

璃。

但是，有时候扎西会自己推开这块

玻璃。比如，他在说到成都的时候，在说

到小说的时候。

扎西在成都上的大学。把最漂亮的

青春时间丢在成都的扎西，对成都有无

原则的喜爱。他说，成都的东西好吃，随

便什么都是好吃的。我不知道他吃过成

都的折耳根没有，凉拌折耳根，不知道吃

过凉拌折耳根的他，还会不会坚持“成都

的东西好吃，随便什么都是好吃的”。

小说是扎西的话匣子。除了唱歌，

也只有小说这个话题可以让扎西连续说

上3分钟的话。不说话的扎西，在干吗

呢？在想他的小说或者写他的小说吧。

扎西在《青海日报》藏编部当编辑。

当编辑的扎西写着短篇小说。

写短篇小说之前，扎西写长篇小说，

写长篇小说之前，扎西写诗歌。因此有

了一个完整的比较，而最终将短篇小说

作为自己写作的主业。

关于选择什么文体作为自己的写作

主业，就像一个人是喜欢吃辣的还是喜

欢吃甜的一样，带着个人身体与情绪的

偏好。或者一个侠士是喜欢使剑还是使

刀，是他自己是否称手的问题。

我问过扎西，为什么会喜欢写小说？

他说，小说的无限可能性使我着迷。

那又为什么是短篇小说呢？

扎西说，“我觉得目前的我适合写短

篇。比起长篇，短篇小说可能是日常生

活中的一个片段，也可能是突发的一个

奇想，或者两个陌生人的交谈也可能给

你写短篇的灵感。每当我去某个藏区，

那种散落在大山深处的村庄也好，草原

上的牧人家也罢，我好奇地发现，它们都

像一个个精致的短篇小说，它们之间有

联系，可是这种联系又比较模糊、独立。

这种奇特的感觉特别有吸引力，也是促

使我写短篇小说的一个理由。”

这是扎西的短篇小说审美规范。

这就像他小时候在他的故乡收获了

一堆林檎，他可以把它们盛放在篮子里，

也可以堆到墙角，但是他选择把它们盛

放到一个洁白的瓷碗里。他的选择自有

他的道理，白的瓷碗和红的林檎毕竟有

一种色彩的相得益彰。

扎 西 的 短 篇 小 说 ，字 数 大 多 在

5000—10000字之间。这跟作者的节制

有关。扎西没有一种恨不得把话说完的

心情，像他平常沉默的样子，他认为该说

的不该说的全都说完反而没有力量。可

是看完他的小说你并不觉得短。这跟作

者不讲故事有关系。讲故事的小说，读

者跟着故事走，字数被包含在故事里，读

者失去对字数的判断，脑子里只有故

事。故事好，小说则短；故事差，小说则

长。在讲故事的小说里，字数的意义已

经迷失在故事里。扎西的短篇小说，文

字的意义与数量是平行线的关系，文字

的意义与数量呈现一种均衡。

可是在扎西没有故事的短篇小说

里，小说读完，人却还在小说里陷着。这

种“陷”，是一种氛围，一种情绪，一种气

息。就像，你闻了一朵蔷薇的香味，你的

鼻子离开了那朵蔷薇，可是蔷薇已经把

它的气味留在了你的鼻子里。

而这种“陷”，又正是和扎西自己对

短篇小说的艺术追求是一致的。

扎西的短篇小说，力图呈现一种生

活或者生命的状态，而非过程，非结果。

他像一个手拿剪子的人，“咔嚓”一下剪

掉生活这袭长袍的一角，告诉你它的花

纹、它的质地、它的颜色，而关于这件袍

子的整体模样，他偏偏不说。

他的短篇小说，开头不像是开头，结

尾也不像是结尾。开头像被掐掉过，结

尾仿佛没有结束。他喜欢从一个故事的

中间开始叙述，而结局也总是交给读者

去完成。他无意于故事的完整，也不屑

于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他的短篇小说，着迷于捕捉一个人

或者一群人悬浮的情绪、抽象的思想，像

空气一样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或一群人身

上的场。

比如《小镇事件》，截取的是日常生

活中的一个片段；《阿妈卡姆家的母牛》，

是某个人人生的一个侧面；《雨衣》，呈现

人物某一段时间的心情与愿望；《怀念一

只叫扎西的狗》，表达的是困扰人物的一

种情绪；而《爷爷是我的前世》，则干脆就

是一个空旷的意味。

这些这么缥缈的内容，居然能在扎

西的小说里站稳了脚，实在得益于扎西

的语言。作为曾经并且现在仍然用藏语

写诗的诗歌作者，作为同时使用汉语和

藏语写作的藏族作家，由于他脑子里有

诗歌的语言系统，并且深谙汉语和藏

语的组合方式，这使得扎西像偷窥了

语言天机的人，任何平凡的意思从他

嘴巴里组词成句走出来，都令人惊讶

和惊叹。扎西的语言，有飞翔和轻盈

之姿，有令人意外的准确，还有潜伏的

诗意，这些特点，帮助了扎西，使他在

描绘那些看起来无色无味无形的意味

时，轻松而容易。

读扎西的短篇小说，就像跟随一条

河流，你只需顺流而下。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

研班学员）

◤书海一瓢

书里书外谈往事——我和《我的特战往事》

《我的特战往事》出版了，很多战友拿到新书,第一

句话就问我：书里的故事都是真的吗？都是你经历的吗？

怎么回答他们，我还真没有想好。站在文学创作的角度，

《我的特战往事》肯定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从曾在特种

部队6年亲身经历的角度，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或

我本人，或我身边战友身上发生的故事，10多年来反复

“折磨”着我，让我不敢停下自己笨拙的笔头，一一记述。

我是2005年军校毕业，分配到驻鲁某特种大队的。

去特种部队的事，纯属我自己“招惹”上的，“怨”不得别

人。毕业分配前一晚，我喝了几口酒，逞能得不行，光着

膀子站在大院里喊着“我要去野战部队”，还宣称自己去

后勤岗位体现不出真正的价值。我学的是后勤管理，平

时根本不训练，全队100多号学员里，石磙一样的小胖子

过半。毕业时，我们队恰好有一个去野战部队的指标，领

导们正愁着消化不掉。我这一放狂，立马就“排忧解难”。

去特种部队报到那天，部队都在山里进行演习。一

个留守的副营长“接待”了我。他头发卷曲，身形消瘦，坐

在办公桌后低着头，边抠指甲，边听完我的自我介绍。

“啪”的一声扔掉指甲刀，副营长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瞪

着我说：“你一个后勤兵，跑到特种大队找死啊？明天就

给你安排个差事，参加追悼会。就你胖成这个熊样也别

指望啥了，除了伤残退回，最好的安排也就只能让你上

山。山上有个报废的弹药库，弹药库那儿有条拴了几十

年的老军犬。你们俩，困死在那里吧！”

副营长的一番诤言，让我耳朵嗡的一声响开了，深

深的恐惧顿时控制了我的中枢神经。他后来说的啥，我

都没再听见。惟一的意识，就是必须想办法“逃离”这个

曾经心中的圣地。无奈没有任何理由，我也当然没能调

走。干部干事狠狠批了副营长一顿，说他扰乱军心，然后

把我送到另一处营区的教导队去。

按照惯例，新来特种兵部队的30名学员要在教导队

经历两个月的集中训练。人家大多是特种作战或者特种

侦察专业，跑步时也卖弄地扛着一根大圆木。我不和他

们比这个，那是逞能。军校毕业分配前那次酒后逞能的

经历，让我长了记性，知道逞能没有好下场。我是实在

人，再加上浑身没有一块可供炫耀的肌肉块，老老实实

选择徒手。但即便这样，我还是每次绝望地拖在最后。那

些肌肉男就拿我开涮，说你下连后还是去山上弹药库

吧，好好休养。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看来弹药库这个地

方他们都知道，确实有。虽是开玩笑，但是他们的话还是

让我有点心惊肉跳。

趁着训练间隙，我常常去炊事班帮厨，这是我的强

项，也是拐弯抹角告诉他们别当我一无是处，我也有我

的“内涵”。当然，我也借机打听了弹药库的事，了解一下

山里的情况。

哎呀！那些炊事班的大头兵听我打听那里，马上大

叫起来。我越是不想更多人知道那点儿难言的秘密，他

们声音越是响得像炸雷：“你不会想去那个地方吧？可不

能去！去了就完蛋了。那就是发配边疆啊！往那一扔谁会

想起你？战士还好说，干部那就彻底废了！这样给你说

吧，别看我是个大头兵，我宁愿天天蹲在这边厕所里给

地板擦瓷砖都不去那里，简直就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我赶忙解释说不是想去，就是听说，随便问问。一个

满脸煤灰的老家伙凑过来，白眼一翻一翻地说：“那地

方，到最近的村庄都得半天路程，上世纪50年代的库房，

石头房子破门窗，冬天大风咬石头，夏天蚊子嚼碎骨头！

一年到尾，死人活人见不到，就守着一条狗。”

集训队的两个月很快过去，走马观花地学了一遍特

种兵技能，学完也就忘光了。但由于持续的失眠和悲切

的心情起着作用，竟也压榨了我身体的油脂，瘦了20多

斤。然而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特种兵，需要具备很多要素，

我的身体基础还是无情地宣判了我的命运与那令我恐

惧的弹药库联结在了一起。

在弹药库的4个多月时间里，我和那条早闻大名的

军犬朝夕相处，我们从互相敌视，到相互接受，再到互相

牵恋，竟结下了深厚感情。

在山上，我并没有放弃对自己的锻炼。除了正常看

守值班，每天爬山跑步是我的必备科目。半年之后，全营

干部考核，我竟然成绩杀进前5名，这让营长大跌眼镜。

当然，我卷着铺盖就回了营区，并参加了战区侦察兵比

武集训。虽然在集训队里我依然是后进者，但作为集训

队这个响当当的团体，我却是其中一分子。

特种大队里，最炫目的一项训练就是跳伞训练，在

陆军里能跳伞的也只有特种兵了。但是，别人却无法知

道，最初的跳伞却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挫伤。我竟然

在空中自己学会了如何科学落地。只是不幸，我一头扎

进菜农的大棚里，但好歹保住了一条命。

3天后，军区报社的记者来到现场采访实跳。当时我

正在自己场地上叠伞，看见大队长带着记者向自己这边

走来，我整个脸顿时烧了起来，这不是要找个反面典型

的节奏吗？我正准备找借口跑开，大队长却声如洪钟地

介绍起来：”记者同志，我觉得你最有必要采访的就是这

个排长，别看他长得其貌不扬，但他是从一名后勤兵直

接走上了特种兵伞训场，按照训练级别，这是个三级跳

啊！”于是，没过多久，军区报纸的头条便以《一个司务长

的三级跳》为题进行了头条报道，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不

久，我写了《逃兵》《深山伞兵》以及《猎人日记》中的最后

一章《鹰击长空》等文字。

《我的特战往事》带着油墨之香诞生了，但愿她不仅

仅只是一场场“往事”，更是曾经从军的您，或未曾从军

的您，了解广大基层官兵生活的一个窗口。寄祖国以希

望，许心灵以慰藉。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

◤桃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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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我写

沈习武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届高
研班学员，其儿童文学《追

随狗的男孩》近期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
版。小说讲述了忠诚的导盲犬旺旺和盲童小满
之间的故事，其文笔流畅，故事跌宕，情感真
挚。该作品将视角投放在被坏人拐卖并被迫行
乞的残疾儿童身上，这也是近年来社会上关注
度比较多的问题。盲童小满的自强不息和机智
勇敢，向小读者传播了乐观向上的正能量。

张浩文为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研
班学员，其中短篇小说集

《鞋子去找鞋子的朋友》近期由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小说描写了底层民众的生活世相，表现了
他们身处困境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赞扬了他们
纯真美好的道德品质。内容上既有残疾人身残志
坚、拥抱生活的故事，也有乡村少年的成长史，在
困顿的生存困境中生出智慧和乐观的希望。

想起鲁院 □黄 璨

想起鲁院组织我们去外地社会实践

的那次，返回时等高铁，我和帕蒂古丽

（维吾尔族作家）拿一截干枯的木棍商量

着要做一个实验——随机抽查候车室几

个旅客，问他们如果把这截干木棍栽在

土里，木棍会不会发芽。

我们是捉狭，想要逗乐子。但心里

仍不免好奇，不知会得到怎样一个回答。

我们找了几个貌样不凶的旅客问，

一本正经，很认真的样子。我俩拖着长

裙子，在候车室走过来走过去。竟然就

有人说那木棍会发芽。哎呀，我在心里

简直要笑傻。

最后，我们笑到班主任郭艳老师那

里去问。老师也认真地回答了，大意是，

枯木棍能否发芽，全在于一个人的心。

此时我想起的愈加多了。想起一次

我不想下楼吃饭，不一会儿我404室的门

“砰砰砰”地响，古丽姐从餐厅借了餐盒

自作主张带饭给我，非要看着我吃下

去。她说，王东江同学跟她开玩笑，要是

他也不想下楼吃饭了，她会不会带饭给

他。

我想，如果王东江同学提出这样的

要求，古丽姐定也会给他带饭。古丽姐

是个热心肠，同学有难她总会帮。但我

心里偷偷幸福，即便我不提这个要求，古

丽姐也会这样做。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别人都知

道。我俩成天黏在一起。但别人不知道

的是，有一阵儿我干脆写不出东西，古丽

姐天天对我连骂带逼，逼得我有一次为

了篇稿子，一晚上没合眼，被她狠狠地一

次一次批，再一次一次地改。

那是一篇学员散文研讨会的发言

稿。每个组都要派一个代表发言。为着

不发言，我和同组的雍措（藏族作家）

争。雍措说她在公众场合一发言就犯

怵，非要我发言。我俩争得面红耳赤，感

觉都要翻脸。我比她年龄大，我让步了。

后来，我把古丽姐逼我连夜赶出的

那篇稿子也发给雍措看。雍措说，“鱼，

我就知道你行的，真为你感到高兴。”

“鱼”。这也是我和雍措之间的秘

密。这个秘密别人不知道。是我极喜欢看

的一个动画短片，名叫《僵小鱼》。第一次

我在一楼大厅拿手机放给几个同学看。

最后，只有雍措像我一样一气追完前面的

二十几集，并迫不及待等下一集上线。

我们就成为了彼此的鱼。

其实我和雍措在4个月学习期间几

乎很少交流。只在一次联谊会合作了一

首诗朗诵，之后也是淡淡的。直到离院

那天下午，我俩绕着鲁院的院子一圈一

圈地转，很激动地说了很多想说的话。

鲁院毕业，各自天涯，我和她的联系

却意外地多起来。有一次俩人在微信里

聊，因着那时候我特别想见她，一边聊一

边眼泪就下来了。她那头也说不出话来。

当然，聊散文和小说的时候，我们都

显得理智。那家伙的文字，就像天上的

云，变幻莫测又轻盈灵巧。说起文学来

一句是一句。我都不好意思开玩笑。那

家伙！

其实最显理智的应该是来自新疆的

赵勤。那个人直言快语，一句话会呛死

人。可我不知为何就觉得她真诚率直，很

喜欢她，不免看到她时就想笑一下。她冷

冷地看我一眼，说，“你看到我笑什么?”我

说，“我看你今天脸色不错，就高兴，就想

笑。”她就笑了，齿都吝惜露的那种。

离院前一天，在大门口聊起有些事，

我朝她吼了几句，自己也气得直流眼

泪。她扶着我的肩膀劝，说，“别把这个

世界想得那么简单，也不要偏听偏信，任

何时候，当你不知道真相的时候，永远不

要过早地下结论。”

风仍在呼呼地刮。这个时候，北京

的天气不知道如何。我们是去年3月份

开学的。赶上了春天的好时光。院子里

每天和每天不一样，各种名称的梅花（竟

有一种叫淡丰厚梅花，听起来又像水，又

像结实的玉米棒，把我搞糊涂了）发了疯

似的一层蹿着一层开，玉兰花也是。有

一次下雨，玉兰花瓣碎了一路，我们在雨

中踮着脚才能绕开它们。它的花瓣厚，落

在地上“啪”的一声，刚好又落在前庭花岗

岩的地板、台阶上，花瓣的影子叠在花瓣

的下面，在花岗岩上透着清亮，煞是好看。

今年3月底的时候，我很想回鲁院看

看。想看看鲁院的那些花，尤其是玉兰花

开得怎样了。我还想去看看几位老师。

一位老师对我说，“黄璨，我要在你

的文字里看到人性，像汪曾祺小说里的，

鲜明独特的人性。”一位老师说：“你如果

不努力，简直就是在浪费你的才华。”（虽

然我知道我并没什么才华，是老师在鼓

励我。）还有……我真是不争气，写到这

里，就难过，就特别特别想念。

我想念那里春天的梅花、桃花、杏

花、玉兰花，各种的花。想念那里夏天水

塘里的金鱼，有我的一条小黑和小金在

里面游，我还在那里从清晨5点一直到7

点坐等睡莲一点一点在水面上由花苞到

盛开。还想念我曾经的404室靠右侧窗

台下小拐角的墙壁上，我坐在那里看窗

外时脚尖踢下的几个小小的黑印子。

我的心，因着文学，以及与文学相关

的这些事，一部分早就丢在那个叫鲁院

的地方了。它们亦早就已经发芽了。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二届高研

班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