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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表达内心体

验和抒发心灵情感的文学样式，它不以

情节取胜，而是以从作者内心深处迸发

出来的真情实感打动读者。山东省签

约作家林纾英，给我的印象是远远观望

中的那个“警察作家”。尽管以前读过

她的《失血的村庄》等作品，但是了解依

然是不够的。这次读《守望》，我才算是

对这位“警察作家”有了更进一层的感

受和思索。林纾英是有一腔柔情的、喜

欢宋词、对生活无比热爱的女作家，凭

借女性敏感细腻的触角，将自我的艺术

感觉投向诗词的长河与自己的现实生

活。在敏感细腻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

到其文字里蕴藏着浪漫色彩、理性的思

考和梦与幻、真与美、疼与痛的情感流

露。在穿越时空的诗意对话里，在守望

时光的日常岁月中，我们在阅读一篇篇

美文时不知不觉地开启了自己的心扉，

对林纾英融入于散文中的哲思真情、柔

情蜜意、离恨情愁生发出应和与共鸣。

一

散文集的第一辑《万叶千声皆是

恨》，是林纾英极具婉约之美的古风系

列散文，这一部分书写可以看作是林纾

英对于古典文化的一种守望。王国维

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

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

词之言长”。相较于诗广阔、博大的意

境，林纾英似乎对词耐人寻味的馀味、

婉约含蓄的情致更感兴趣。林纾英钟

情于读词，张先、朱淑真、欧阳修、冯小

青、贺双卿等人笔下的词曲都是她解读

的对象，展现了她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

诗词解读的功力。林纾英对诗词的解

读，不似学院派的细密、深入和严谨，而

是充分发挥了自我的主观想象：或在月

光下幻想与张先的直接对话，从而深入

探寻词人内心的情愁；或将自己直接化

作朱淑真本人，以第一人称尽情描摹

“我”内心的情痴与情痛；或穿越到欧阳

修生活的场景中，化身为蕙心兰质的小

女子，作为词人的写作对象去再造诗词

背后的故事与意境……林纾英在这一

部分的散文书写中，以诗语词句点化为

题，每一篇都专注于一个人的情感故

事，她关注的重点并非诗词的节奏、韵

律或是意象，而是从自己的感发和联想

入手，将自我的情感与古人的情丝相关

联，她关注的是诗词背后一个个精美别

致的爱情挽歌，绘就的是淡淡的感伤格

调。跟随林纾英的笔致，可以引发读者

对于古人缠绵爱情的无限遐想。比如，

在《宁负如来不负卿》这篇散文中，林纾

英以诗词为引子，带领读者去追寻仓央

嘉措倔强赤诚的灵魂、痛苦矛盾的内

心，以及对爱情的坚定与执著，仿佛要

将仓央嘉措从历史的长河中唤起，再次

演绎他的故事。笔致细腻，句句动情，

从细致体悟诗词入手，将自己的情思折

射如对仓央嘉措的体察观照，在古往今

来的动人情感中穿行。

值得一提的是，林纾英在不仅用细

腻、华丽、婉转的笔触来解读诗词与想

象其背后的爱情故事，还在其间穿插了

自己的大量诗词作品，进一步营造了古

风系列散文中缠绵哀婉的意境，体现了

作者的才情与古典修养。但是，林纾英

将自我带进词人的世界，把自己想象成

绝代佳人、空谷幽兰，虽然拉近了作者

与词人的距离，却难免沉溺其中，局限

于词人丝丝缕缕的情感纠葛，使文章缺

少了一份冷静与客观的态度、开阔的视

野和宏大的格局。

二

如果说第一辑古风系列写作，给人

以“美”的体验，那么从第二辑开始，我

们更能体味到林纾英“真”的抒发。《父

亲的太阳》《母亲的天空》《与奶奶有

关》等等，这一部分散文描绘的是作者

牵挂的亲人形象，蕴含着浓浓的真情，

展现了林纾英自传性的心灵历程。不

同于第一辑拘泥于私人情感世界的无

限遐想，在第二部分林纾英将自己的

孤独、爱、承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遵

照自己的生命感受来写作，更能触发

读者的共鸣。

“亲情”在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学世界中也是作

家的重要主题之一。散文注重抒发真

情实感的特点正契合了“亲情”这一内

涵，成为作家们创作的主要对象，如朱

自清的《背影》、莫怀戚的《散步》、龙应

台的《目送》等，这些散文作品之所以能

在时代的浪潮中留存下来，感动着一代

代的读者，正是因为其语言文字背后绵

密真切的情感。林纾英笔下亲情主题

的散文，也因其汩汩真情而具有打动人

心的力量。

这份汩汩真情的自然流露，首先是

通过情感语言的细腻真切实现的。在

《母亲的天空》中，母亲得知“我”在北京

照顾生病的孩子病倒后，执拗地孤身一

人来到北京，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对

着怀里的我，妈妈凄惶地叫了我一声

‘英儿，你瘦了！’”接着母亲就当众“呜

呜地哭出了声”。透过母亲凄惶的叫

声、呜呜的哭声，我们可以想象到母亲

对女儿的心疼与关切。接着，作者写到

母亲照顾病床上的我时，“她慢慢地将

她的手从我的脖颈处绕到我背后，轻拍

着，另一只手轻缓的捋着我的眼眉”，

“慢慢地绕”、“轻拍”、“轻缓地捋”这几

个动词的运用，将母亲对女儿无限的温

柔、怜爱与慈祥描摹了出来。除了情感

语言之外，鲜活动人的场景描写同样将

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散文中的场面

寄托了作者的审美情思，是作者抒发主

观情感的寄托物和抒情意象。在《父亲

的太阳》一文中，作者由在阳光下睡着

了的父亲，联想到了自己的奶奶。奶奶

扭着小脚，盘腿坐在院中央晒太阳的场

景十分生动鲜活，她“就像不倒翁一样

前后左右晃荡着睡着晒着太阳”，“她盘

腿坐着，双手握住一双小脚闭着眼轻轻

柔柔地与我说着话”，作者将奶奶这一

标志性的场景描绘得非常具有画面感，

这一幅安详的画面背后，寄托着作者对

奶奶浓浓的爱与怀念。

在第三辑的《忧郁而美丽的土地》

这篇散文中，作者将父亲挖苦菜的场面

也刻画得十分打动人心，当父亲发现一

棵菜的时候，“他就弓下腰撅起屁股，将

四五斤重的锄头高高挥起，然后重重落

下”。父亲年纪已高，因病身体又变得

瘦弱，但为了挖到女儿爱吃的苦菜，依

然十分卖力，当“我”要上坡帮他时，他

怕我摔着阻止了我，就像20年前一样，

不同的是时光飞逝，父亲已不再健壮。

一幕幕场景都充盈着深沉而厚重的父

爱。另外，真情的刻画并不意味着对于

冲突的回避，有时候当两代人因观念不

同而发生冲突时，这份冲突的化解同样

动人心弦。在《与鲁院有关》这篇散文

中，父亲嫌海参贵，不舍得进补，“我”和

母亲既心疼又着急，在父亲面前抹起了

眼泪，又像哄孩子般劝哄父亲，从而化

解了这一状况，在分歧的化解中，两代

人的感情进一步深化。

三

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农村的冲

击与渗透，自鲁迅的《故乡》起，文学作

品中的乡土世界已经开始逐步走向萧

瑟与悲凉。“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

速，乡村生活、生产方式及其文化伦理

越来越被抛掷于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之

外，陷入存在的虚空和消逝的废弃世界

之中。”乌托邦式的乡土世界已基本不

复存在，“谁人故乡不沦陷”成为所有农

村儿女心头的刺，一座座工厂与楼房占

领了耕地与村庄，也不可挽回地带走了

滋养了几代人的青山绿水。

守望，有等待盼望之义。林纾英作

为村庄的女儿，带着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书写她的村庄，守望着滋养她的土地。

在第三辑《守望》中，林纾英将过去美丽

的故乡绘声绘色地展现给我们，同时又

道出了如今村庄正在沦陷、消失的现

实。作者在这一部分的散文书写中，有

对童年生活的怀恋，有对生态破坏的无

可奈何，也有对人类命运前景的思索，

可以说这一部分的乡村书写体现了林

纾英更为开阔的眼界，以及作为一名作

家的责任与担当意识。

对于像林纾英这样曾经生活在村

庄的儿女们来说，故乡的生态环境是生

养、滋润他们的生命母体，与他们的血

脉相连。林纾英在散文中回忆到村庄曾

经的流水潺潺，野花野草遍地，梯田与

瓜果肥沃而香甜，特别是在《流过家中

的河》与《被水富养着的村庄》两篇散文

中，描写到流经家中院子的小河，是如

何的清澈舒适，带给了村民们怎样的欢

乐，在春花秋实、水流不息中滋养了生

活在这个村庄的所有生命。然而，随着

城市化的发展，工厂的进驻，人们无限

度的开垦，曾经乌托邦式的自然环境被

撕裂开了一道难以愈合的创伤：河流消

失了，成片的山林轰轰隆隆地倒下，工

业废气废水的排放损害着人们的身

体……重污染、重消耗的企业建在了村

庄附近，带动了乡村的经济发展，也为

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然而

这一切都是以食品污染、水污染、空气

污染等等作为高额代价的。童年记忆中

的自然环境快速地破败，被工业污染的

村庄的寿命不知还能撑多久，林纾英在

散文中写到，“村庄是什么？……是我的

精神家园。”当精神家园已不再如往昔

般美丽清澈，人们的生命之根已残破不

堪，这怎能不令人痛心与深思。正如梁

鸿在她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中

说道：“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

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

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

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或许只有离乡者才能对乡村的剧

变有触目惊心的深刻感受与思考。林

纾英在散文中谈及了农村目前存在的

土地问题、医疗卫生问题、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问题等等，她经常从自己熟悉的

景物、从自己了解的身边人出发，以童

年视角去追忆乡土世界曾经的迷人之

处，与当下乡村的沦陷作对比。而乡村

沦陷的背后，隐藏着人们精神上的创

伤，这种精神创伤是更加沉重而复杂

的。比如林纾英在《一根刺扎在妈的心

上》这篇散文中写到，由于土地被征后，

弟弟一家的生活没有了长久的收入来

源，于是就开始盯着父母的钱，动辄与

父母怄气发生矛盾；杨明亮一家人相继

生病后，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年纪

尚小无人看管的杨明亮在一次游行活

动中，因致人重伤被警察带走；“我”本

家的姑姑被儿媳妇赶出房子，患了糖尿

病后无人照拂，腿脚浮肿溃烂，最终死

在自家果园里……林纾英看到了在农

村变迁过程中，人们的伦理道德正在发

生着某种深刻的变化，故乡已不再似过

去般淳朴与宁静，环境、经济、教育、空

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等都是摆在百姓面

前无法回避却又无可奈何的问题。村

庄的未来在何方？林纾英并没有给出

答案，她作为离开乡土世界在城市中漂

泊的一员，已无法再真正地回归乡村，

于是她盼望着自己和子孙后代能够有

根可循，有家可归。

散文的受众范围不及小说广泛，但

由于散文抒发的真情实感，与文字营造

的相对逼真的审美境界，使得散文对读

者具有不容小觑的感染作用。林纾英

的这部散文集，创作题材丰富，既有雅

致柔美的古风写作，又有饱含真情的亲

情题材；既有涉及农村生存困境的散

文，又有纪实诙谐的女警手记。虽然存

在深情细腻有余，而深刻性、思辨性不

足的问题，但因其真诚自然的情感流

露，常常具有打动人心的效果。《守望》

这部散文集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

必定会潜移默化地浸润到愈来愈多的

读者心灵之中。

《秦淮水骨》是女作家叶灵写她行走中原大地

或他乡的记事和思考的散文结集。她像一个行脚

僧怀着朝圣的虔诚之心寻访了汉人奉为祖先的黄

帝陵墓，当年开疆拓土，铸鼎中原。她为远古先民

创造的华夏文化源远流长的辉煌历史写下了热情

的赞歌。她还艰辛跋涉山路来到陡峭的两峰夹峙

中的函谷关，千百年来在这里有过无数次的惨烈

战事，如今似乎还能感受到浸渍在黄土地里的血

腥气息。她从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中看到它呈现

的大汉王朝的瑰丽风姿，那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

充满自信和尊严的时代。她从赵匡胤在陈桥驿黄

袍加身开始的宋王朝兴废的历史中，看到一个特

异的时代，一方面对外用兵屈辱失败，她描写到：

“开封，两兵相接，宋的百万大军在金人的八

万之师面前，竟然不堪一击，守城将士望风披靡。

金人烧杀掠夺，杀人如麻，血染街巷，臭闻百里，全

城被洗劫一空。徽宗、钦宗目睹着一城狼藉，无尽

的耻辱涌上心头，只有痛苦转过身，无奈随着金军

北去。

汴京，像一艘触礁的巨轮沉没了。”

另一方面两宋时期却是经济、文化学术、工程

技术发展到了历史的巅峰：

“一千年前的夜晚，当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

漆黑时，只有中国的开封灯火辉煌；一千年前，欧

洲最大城市伦敦只有一万五千人时，开封已是超

过百万人的大都市……”

她说：“这无疑是华夏民族文艺复兴的伟大时

代。”

同时这又是一个腐败的时代，无论北宋的汴

京，还是南宋的临安，“皇室贵族、官员、地主和商

人们。就在此日夜酣宴歌舞，醉生梦死。”强拆民

房修建花园楼阁，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军中将领

贪财赎货，整天忙于经商盈利……”一个王朝就这

样“在昏君和小人的弄权中付之东流”。

当然也有像岳飞、韩世忠、文天祥、陆秀

夫等等民族英雄坚决抵抗外族侵略。在蒙古铁骑

追杀下，“三十万宋军将士只有两万人被俘掳，其

余全部战死。”另有十万余人纷纷蹈海殉难。“华夏

民族血液中的血性骨气瞬间被激活……为了民族

尊严和生存，义无反顾，这崖山精神，这春秋大义，

这伟大气节，足以让人荡气回肠！”

作者对这个“崖山之后无中华”的复杂时代，

进行了考察、追问和思考。看到奢华无耻、妄自尊

大的统治阶级和文化学术、工程技术等繁荣发展

的两个极端现象，看到野蛮战胜了文明，孱弱腐败

的朝廷和民众血性骨气的分野。看到中华文明的

发展进步常常与战争这个怪兽连在一起。战争就

是杀人的机器，换朝更代是在互相残杀争夺，弱肉

强食，血流成河中不断扩张的。近日听到有的学

者说：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防范性、而不是扩张

性的国家。看来他完全不了解这个国家的长期发

展历史。正如本书作者的思考，“战争是残酷的，

充满了血腥和牺牲，但文明的进步就是在经历了

血与火的考验中涅槃。”进而追问，“在文明不断发

展的同时，如何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

所以，她还留意对那些古老的活的遗存的关

注。她走访了豫西的黄土高原上已经淹没了的杨

公堡，那建在塬顶的城堡已是断壁残垣，周围是悬

崖峭壁。虽是清代建筑，究其根源早在西汉时期

就有富豪士族之家构筑自卫，抵挡外来的侵犯和

攻击，都与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有关。作者

感叹说：

“一部沧桑的书，仅翻开扉页，就隐隐透露出

一股血腥之气。一阵疾风穿过山谷，猛灌进城

门。这阵风不知从何而来，不知穿越了多少时空，

目睹过多少沧桑，最后把歇脚的地点选在了城

堡。我倾听着，古远而神秘的风语。”

同样她还踏访了陕县的地坑院，那些建在地

下的类似四合院的民居，尽管现在还有人居住，仍

然年复一年地保留着沿袭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看

到当年因为自然和社会等各种因素先人们的智慧

和创造的奇迹，但是“在历史发展中渐渐无形禁锢

了人们前进的脚步”。到了如今却让作者似乎“瞬

间跌落到一个深邃的遥远。穹庐似的窑顶从上面

紧逼而下，令人压抑甚至有种近乎窒息的感觉。”

叶灵还把目光注视到一些与历史有关的传奇

故事，如秦淮河畔的李香君和侯方域，明末陈圆圆

和吴三桂，蒲州普救寺里的崔莺莺和张君瑞，瓜洲

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和李甲，都是描写女性的坚

贞，在国破家亡之际不屈于异族侵略者的淫威，或

是追求真爱而自尊自重；倒是那些知书识礼的士

人为了富贵功名变节降敌或始乱而终弃，显出了

传统文化中文人把仕途看成身家性命所系的陈腐

卑俗的观念。这些原是人们熟知的故事，已经为

戏曲小说等反复描写过。如今在叶灵笔下重现

时，更集中笔力写出了女性的人格和尊严的美

丽。她说李香君,“她的骨是炽热的，不知曾温暖

过多少文人骚客的笔尖；她的骨又是犀利的，曾几

何时，把南明的历史毫不留情刺得血迹斑斑；她的

骨又是坚硬的，几百年来，历史的风雨都不曾侵蚀

她的风华……”叶灵还为历来被视为“红颜祸水”

的陈圆圆辩诬，写出这“一弱女子陈圆圆表现出的

非凡的民族大义，无疑给这暗淡的晚明历史带来

了一抹嫣红”。她摒弃《董西厢》《王西厢》中张生

和崔莺莺大团圆作为结局，而是以最早元稹的《莺

莺传》为本，却又有别于元稹的狡辩，为崔莺莺唱

出一曲“她用一生书写了一个大大的‘爱’字，这深

沉而炽烈的爱，遂成千古绝唱”。

叶灵对自己的家乡中原大地情有独钟，那些

遗存里曾经有过的血肉丰满的历史，不是在历史

教科书而是在她的笔下又重新活了过来。但是她

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重在发掘历史的真相，总结

历史的经验，而是用自己的足迹探赜索隐。对于

往昔的史实遗址不只是凭吊，发思古之幽情；更多

的是对乡土的深沉的爱恋，对先人的创造奋斗的

思考，对历史变迁中人性的变异进行深入的探

索。譬如，她从被鲁迅称为“深沉雄大”的汉画像

石中，感受到大汉王朝时期的自信和进取精神，丰

富奇特惊人的艺术想象力透露了意气风发、开放

活跃的自豪感。许多强大的王朝曾经显赫一时，

“最终，它们都如昙花一现般地消失于历史的天

空”。大汉王朝却演绎了400多年，就因为形成了

完善厚重的汉文化。就如她在函谷关感受到了

2000多年前的惊涛骇浪，同时，耳边还隐约地响

起当年老子的娓娓劝诫声。特别是她对历史滚滚

向前同时还涌动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有着特殊的

敏感。她在《函谷沧桑》中先后五六次提到“血

腥”，还有“流血”“血泪”等这样的词语，实际上触

及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悲剧性。

同样，为什么类似李香君、陈圆圆等人的故

事，还有叶灵没有写到的柳如是，都是发生在明亡

前后，都是生活在底层的青楼女子，都比男人坚

贞，侯方域、钱谦益，以致吴三桂等这些大男人却

都卑躬屈膝献媚降敌。那个时代是讲节操的、讲

人格尊严的、讲家国情怀的，叶灵和人们一样鄙夷

那些为了功名富贵堕落的文人，颂扬了那些身份

卑贱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是，那个时代也出现了

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等大思想家，他们都曾顽

强抗清，失败后避居家乡山林，著书立说，教学课

徒，即使清庭多次征召诱惑也拒不出山，“虽死不

辱”。人性的差异竟如云泥。更可贵的是，他们的

思想达到相当的高度，对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做出

了严肃的抨击和思考，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

者，君而已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他们的

目光没有顾及这样一些光辉熠熠的历史人物。其

实这样的历史文化对今天的中国尤其有着现实的

意义和启示。

叶灵的文笔沉郁大气，流畅而有文采。谈古

论今时常怀激情，爱憎分明却有清晰的分析，使她

的文章多了一份豪情和感染力。她在叙写史实或

描绘古今历史场景方面也颇逼真而有现场感，显

示了她的文字功力不俗。如果她的视野再开阔

些，把这些历史故事、传统文化置放在更广阔的背

景下，置放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下去思考、去描写，

也许会更深刻动人且有更多的新意。

让历史又活了起来让历史又活了起来
————《《秦淮水骨秦淮水骨》》札记札记 □□陈丹晨陈丹晨

叶灵对自己的家乡中原大地情有独钟，那些遗存里曾经有过的

血肉丰满的历史，不是在历史教科书而是在她的笔下又重新活了过

来。但是她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重在发掘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

经验，而是用自己的足迹探赜索隐。

叶灵的文笔沉郁大气，流畅而有文采。谈古论今时常怀激情，爱

憎分明却有清晰的分析，使她的文章多了一份豪情和感染力。她在

叙写史实或描绘古今历史场景方面也颇逼真而有现场感，显示了她

的文字功力不俗。如果她的视野再开阔些，把这些历史故事、传统文

化置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置放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下去思考、去描

写，也许会更深刻动人且有更多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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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英的散文集《守望》，创作

题材丰富，既有雅致柔美的古风写

作，又有饱含真情的亲情题材创作；

既有涉及农村生存困境的散文，又

有纪实诙谐的女警手记。虽然存在

深情细腻有余，而深刻性、思辨性不

足的问题，但因其真诚自然的情感

流露，常常具有打动人心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