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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此处
□彭

哪怕一粒草籽，也渴望拥有一段完整的少年时光

■品

乡的天和地，故乡的人和事，故乡生活的
种种，以及它们给予他的感受，成为了书
中最具魅力、最让人读来感动的部分。
书页之间，弥漫着浓郁的大自然的
气息。这种气息来自养育了他的故乡，吉
林西部的白城，一个历史上被称为“东北
水 乡 ”的 地 方 。他 描 写 著 名 的 湿 地 向 海
湖，这里是数百种鸟类的天堂，在涛声中
入眠，在鸟声中醒来。冬天，在厚厚白雪
的覆盖下，静谧得像是一个深沉的梦，翩
翩起舞的丹顶鹤便是照亮梦境的一道闪

鉴

读刘玉栋儿童小说新作《月亮舞台》
——

草籽是不起眼的，卑微的，然而许它一处卧牛之地，它便能织
就春之一角。刘玉栋儿童小说新作《月亮舞台》中的主人公胖墩子，
便是这样一个如草籽一样孤独、坚强，努力向生活实处扎下根须的
男孩，一个让人心疼的男孩。
胖墩子是个 11 岁的少年，是一个在苦难中早早学会懂事的孩
子。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车祸去世、母亲也带着年幼的妹妹改
嫁了，而他则和体弱多病的奶奶相依为命。因为没有父母的陪伴，
胖墩子要比同龄的孩子早熟甚至世故，看起来粗粗壮壮、敦敦实
实，却有着一颗自卑、敏感而脆弱的心。胖墩子很爱自己的妹妹春
妮，他想利用暑假的时间打工，好为即将入小学的妹妹买镇子上最
好的书包和文具盒。但是，打工的过程并不顺利，先是遭遇酱骨店
老板的冷漠拒绝；后来，因为同学田磊磊的帮忙，在健身中心打到
了人生第一份工，但又不小心把台球桌上的台布弄破了，被经理咯
嘣眼骂走；继而，辗转到了金嫂子米饭铺送盒饭，结果在送饭路上
摔了电瓶车，报废了 20 个盒饭……
作者不厌其烦地叙写主人公这些兜兜转转的现实经历，耐心
描摹一个男孩与“成长”这个字眼的一次次正面交锋，均是为了写
出一个失却成人关注的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那种俯拾即是的盲目、
无序，以及一层胜过一层的困顿与迷惘。然而，作者又是温情的，他
在袒露了生存粗粝一面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情感引渡：那就是
文本的另一条叙述线“爸爸的故事”。
“爸爸的故事”共有四章，行文跳脱，极具浪漫色彩，错落穿插
在文本之中，就像是在密不透风的墙上凿开了几处小窗，温暖而又
明亮。有评论家常说，儿童文学“真善美”的旨规往往会牵制文本的
深度和力量。但是，若没有希望可以寄托，无柴草可供取暖，很难想
象孩子们能在充斥着“绝然现实的理性”中获得生命的关照和情感
的滋养。
这四个故事以主人公胖墩子之口讲述出来，
与故事主线的全知
视角形成了有意味的互文性、对比性的参照。
现实的主线中，
胖墩子
是隐忍、落寞而孤独的，像一粒飘来荡去、无人问津的草籽；而在回
忆的副线中，胖墩子是活泼、开朗、顽皮的，在爸爸心中永远是不容
遮蔽的焦点。
同样，
在胖墩子的回忆中，
爸爸也不再是小镇中一个平
凡的父亲，
而是具有神秘能量、无所不能的
“超人”
：
在胖墩子的想象
性回忆中，爸爸变成了勇斗歹
徒的金色的老虎，变成了陪伴
□
年幼妹妹成长的朵朵葵花，变
成了深夜里的挖掘机，变成了
救人性命的水中巨鱼……
当现实阻滞了情感的正向
表达时，
想象和虚构往往能帮助
我们发现那些隐藏的真实。
作者
通过“爸爸的故事”慰藉了这对
兄妹灰色又黯淡的童年，
又在另
一个切面上袒露了他们缺乏关
注的童年成长中对所有温暖的
炙热渴盼。作者是善良而智慧
的，他在为我们撕裂现实疼痛、
呈示命运无可扭转的忧伤的同
时，也给了读者道义的力量、善
意的温暖以及悲悯的情怀。
此外，文章结尾处还有一个奇幻的梦境——“有一条闪光的路通在我的脚下，
不远处，是一轮巨大的明亮的圆形的舞台，一个手拿话筒、戴着礼帽、穿着燕尾服的
小丑正朝我招手”。主人公胖墩子来到亦真亦幻的“月亮舞台”，却因答不出小丑的
问题“你到底会什么”而窘迫不堪，台下尽是哄然的笑声。胖墩子的这种在梦境之中
的“失语”亦或是“失能”，其实也是一种虚构中对隐藏真实的袒露，而“月亮”意象的
出现，也是主人公对“圆满”
“完整”的一种焦虑性期待。其实，在少年成长的道路上，
胖墩子的内心深处一直是无力和恐慌的，他担心年迈奶奶的身体，他渴盼母亲的关
爱，他希望能与妹妹朝夕相处，他渴望变得强大，然而不管是在现实还是在梦境的
聚光灯下，
他都是一粒草籽，
渴望拥有一段完整而美好的少年时光。
作家张炜曾这样评价：
“刘玉栋的儿童小说，和他的当代书写一脉相承。他坚信
柔软的力量更能持久，始终以富有诗性的叙事，努力探寻传统的力量，是一种视野
高远、胸襟开阔的富有格局的写作。”
《月亮舞台》是一部直面现实、关注少年心灵成长的作品。作者心怀温情在逼仄
的萧疏晦暗中，点染一抹橘色的灯盏，写下了一位沉在生活底部的少年的成长之
痛，展现了少年在命运遭际前的坚韧和担当，让我们慢慢走进了一位孤独少年的
心，慢慢读懂了他的少年心事并见证了他的夏日成长，也让我们看到了童年的另一
番模样，并引导我们去感受生命的美好。这是一部能给予当下少年成长正能量的优
秀作品，是一部着力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

■书斋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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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而那些记述童年时乡野生活的篇章，
因为连接了生命深处的记忆，被时光发
酵过，便有了特别的韵味。那些尚未被现
代化进程打扰的往昔情景，令人怀念不
已而又不无怅惘：田野中飘荡着各种野
草的气味，瓜窝棚和毛毛道，印满了童年
的脚印和快乐；村边不远的西河，水草丰
美，一网下去就能够捞起十来斤活蹦乱
跳的鱼虾；钻进茂密的芦苇荡，时常会看
到一窝淡绿色的野鸭蛋……大自然生机
勃勃的诸多情状，被细腻生动地描画下
来。文学留存生命记忆的神奇力量，在此
得到了一次生动印证，让我在阅读中也
不禁意动神驰，回想起了在华北农村度
过的童年时光。同时，因为写作者有着十
分鲜明的生态关怀意识，因此在分享作
者生动鲜活的感受的同时，又不由得让
人有所思考，关于山川原野中的美和善，
关于人和大自然的关系等等。
在故乡的土地上，亲人们的生活在
展开。四季轮回，岁月递嬗，他们的命运
浮沉，喜怒哀乐，在文字中获得了复活。
他写了担任过大队会计的父亲，因为坚
持原则得罪了村里干部，从此命途坎坷，
一个正直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形象跃然纸
上；他写了积劳成疾 50 出头就不幸辞世
的母亲，她的勤勉吃苦，她对待艰难生活
的刚强乐观。他还写到了父母之间的相
濡以沫，母亲去世后 20 年中父亲的无尽
思念，写到了父亲去世后父母的合坟并
骨，质朴而深挚的爱情令人动容。他还写

到家里的枣红马的一生，它不仅仅是一
个八口之家的生产工具，也因为长达数
十年的相互厮守而成为了家庭中的一个
成员。特别是它与一直饲养使唤它的二
弟的生命的交集，那种深厚的人畜之情，
被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些地方，都十分真
挚动人，读来不禁眼眶湿润。
这是一本让人感到温暖的书，
被美和
真情所灌注。一个人在日常平凡的生活中
应该秉持的操守，
对大自然的态度，
对亲人
和朋友的感情，
都有着明确的表达。它们
被朴素真诚地写来，
许多场面和细节都栩
栩如生，
仿佛一幅幅清晰的画面，
深深镌刻
进了他的记忆，
时光流逝也难以漫漶。它
们的生命力，首先正是来自真情的充溢。
这一本篇幅不大的书，
却同样有力地印证
了文学以情动人这样一个最基本也最核心
的命题。
就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我更希望
作者今后能够沿着上面这些文章的路
子，不断地走下去，写自己生命中受到最
多触动和感动的东西，尽量避免那些人
人都可以写的内容，避免那些浮泛的抒
情和高蹈的议论。只有真正打动自己的
东西，才最终有可能打动读者。我也高
兴地看到，这样的篇幅在书中占到了大
多数。
生活在此处。此处是我们生活的真
实泉源，生动而富有质感。文学之树将根
系深深地扎在这样的泉源之旁，才能够
生长得高大茁壮。

一部厚重的命运之书
——读长篇小说《嘎山》

高方方

风水命相先生凌子罟收了家境破落
的缪家后生缪百寻为徒，自此，师徒二人
遍行三山地区，为人看命相指迷津，既刻
画了闽南风土人情和山川形胜，又铺垫
了善恶因循的定律，强调了德行的重要；
既讲述了马、奚两大家族的兴衰起落，也
刻画了各色草根人物的性格命运。闽地
百年风云，就这样在古典的中国式的传
奇氛围中氤氲而至。
表现闽地风云，自然少不了闽南话
的助力。作为一个北方人，初翻《嘎山》，
便被“查某”
“爸囝”
“姆子”等表示称谓的
词汇难住了，
“ 顶晡”
“ 觳觫”
“ 覕囥”等词
汇使人更觉深奥，像是突然从几千年的
时光中解冻出来的古董词汇。可一旦顺
着页脚的注释闯过语言上的小障碍，生
活在三山地区的人物命运便像种子一样
种到了心里，引得人一页一页地追下去，
越读越畅快。
整部小说主要围绕三个人也是三代
人的视点进行叙述，且三代人的视点各
有特色和用场。
师傅凌子罟生活在清朝末年，这个
人物的设置，负责打开的是三山地区一
个时代的横切面。小说从“清光绪乙未年
初秋的一个圩日”写起，凌子罟收了缪百
寻为徒，带他游走于山路和水路之间，将
各个圩场和村落接连起来，完成了对三
山地区地理环境和人文特点的介绍，并
引出了马、奚两大旺族，以及郧瘸子和汤
家等草根家庭、嗥头墩和响廓山的土匪，
以及拳师、青皮、小生意人、妓女等各色
人物的出场。这个独属三山地区的时代
横切面，纹理细致，生活气息浓厚。在徒
弟缪百寻指点奚家扩建豆油庄声名远播
之后，凌子罟在小说中的使命基本完成，
并因砬山崖和家庭的变故，参透命相中
善恶因循的定数，绝然离世了。
徒弟缪百寻卒于民国时期。
他处在时
代的变革之中。在这一时期，缪百寻见证
了两位传奇女子马缨花和奚寄奴的出生
和成长，并安排了马缨花与奚柏庐、马心
云与邵红珠、郧小妍与汤亥三段姻缘。这
三段姻缘打开了全新时代的生活格局。
当
老一辈人逐渐离世，
曾经的人情大多不见
了，曾经的世道变得陌生了，缪百寻感叹
着
“毕竟一代人过去了”
，
在一个暴风雨的
暗暝，与妓女花蕊一起，被埋在坍塌的瓦
窑之下，
完成了人物在叙事中对新旧时代
以及新旧格局转换的承启作用。
第三代人马缨花则是一位具有传奇
色彩的人物。她似是缪百寻之妻凌缨花
的转世，出生于清光绪年间，卒于公元
2012 年，享年 112 岁，见证了从清末到
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各个发
展阶段。她不懂命相，但缪百寻留给她三
个小袋子，却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既托
付了自己的身后事以及汤漏子的婚姻，
并一再预见着马家后代的命运。马缨花
是个处事通达、主见分明、乐善好施之
人，她撮合同为草根家庭的邛家与汤家
联姻，将革命力量的兴起与发展，由一个
家庭写起，更加直观地表现时代的变化。
但这一部分与前两部分偏重于横向书写
不同，更侧重于时代的纵深感，对时代的
各个阶段都有所表现。作家遵循时代发

□安殿荣

展的特点，写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小说的
叙事风格逐渐由传统的传奇叙事过渡到
现实主义叙事，语言也由带有古典意味
的语言，渐渐转化为较为现代化的语言。
作者在马缨花离世后，结束了对三
山地区百年风云的讲述。但他仍旧留下
了将小说续写下去的可能，倘若要继续
下去，也会有像马缨花这样的人物诞生，
比如奚少强的妻子巫映云就是一个周全
通透之人，完全可以接过作为线索人物
的接力棒。总之，
《嘎山》不失为一部编织
绵密的作品。单是对凌子罟、缪百寻、马
缨花三个主要人物的设置和刻画，便可
见其用心。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也都
是有效人物，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前后穿
插对应，使得故事圆满。
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还承载和传
递着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
他们心地仁厚、乐善好施，且具有扶危救
困、周全他人的能力，这样的人物也势必
受到乡邻尊重，在危难时刻得以相互周
全。如此风土，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也与当代提倡的核心价值相契合。
同时，
这也是一部传奇色彩浓重的小
说。
其传奇特质主要体现在缪百寻的妻女
凌缨花与缪寄奴转世为马缨花和奚寄奴，
尤其是在对奚寄奴的刻画上尤为突出。
奚
寄奴出生即显异现，成人之后超凡脱俗，
常有宝光相随。后与马缨花一死一生，共
享祥瑞。
为其所建的雾松庵，
亦灵验非常，
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一处关键场所。
而命
相师对人物命运的预见性，
也加重了小说
的传奇色彩。但小说中所讲的“命”，并非
狭义上的迷信的
“命”
，
而是几次三番地借
由人物之口，
道出
“所谓命相，
不过是看得
懂人心；
所谓风水，
不外乎晓谕天理、
地理
和人理”
，
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更看重
一个人的后天修为。
因此对各类人物命运
的反复书写，
便进一步夯实了个人与家国
和时代之间的紧密关联，
以及命运与个人
德行之间的必然联系。
稍微遗憾的是，小说后面的部分时
光兜转迅速，在时间的纵轴上，偏重于大
事件的串连和概说交代，未免线条粗犷，
横切面铺展得不够，缺少一点细致的生
动。也许是因为马缨花太强了，太明亮
了，她更像是一条串联时代的线索，经历
的故事虽多，但着重于她的周全应酬，使
得自身开掘有欠深入。

《红楼梦》传神之笔所在众多可谓有目共睹，今天研
读玩味《红楼梦》更要多多追问其叙事文笔何以能传神，
且可传诸久远？
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其三）》
一诗，有“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的感慨，一
个“搜”字颇值得留意。即便《红楼梦》的作者为不世出的
大才，在用文字来写人叙事谋篇布局传情达意，亦有字斟
句酌之艰辛，搜肠刮肚之不易。其实，我们今天研读《红楼
梦》，解析文本的精美华彩，同样需要一个与创作者异曲
同工的“搜”的过程。
《红楼梦》的作者并非一个普普通通的写手或作家，
他能做到其事本无可写可述，但一经他的生花之笔，人和
事即尽态极妍，令人愈看愈爱欲罢不能。他以自己的文学
才华和功力所呈现出的文本，大都与心急气躁浮皮潦草
粗枝大叶无关。小说家似乎能全然洞察自己想要什么样
的效果，确信笔触能捕捉到自己要描绘的东西，且预见透
过文本能传递出什么样的阅读体验。例如，刘姥姥一进荣
国府时，人生地不熟还遭遇冷眼，只得携板儿绕到后门上
打听周瑞家的，看见闹吵吵的三二十个小孩子在那里厮
闹，于是便拉住一个问：
“ 有个周大娘可在家么？”孩子们
奋勇热情，他们的回答之语值得品咂一番：
“哪个周大娘？
我们这里周大娘有三个呢，还有两个周奶奶，不知是哪一
行当的？”刘姥姥初来乍到显然不知荣府一宅上下有三四
百丁之多，只能想当然地问“有个周大娘可在家么”。孩子
们大概极熟悉荣府这里的情况，对府院里各家各户都摸 □
得门清，不回答先反问：到底是哪个周大娘？因为这里可
称之为“周大娘”的，都有三个呢，另外还有补充说明——
还有两个“周奶奶”呢，言语间洋溢着童真的自豪。值得我
们深究的是，孩子们说“周大娘有三个”，而非简单的语义
转换“有三个周大娘”这么简单。孩童的言语表达天真天
然，语义聚焦先在“周大娘”，后转移至数量词“三个”之
上。因为刘姥姥询问的是——有个周大娘在家么，
“有个”
是虚化表述，不是多少个的意思，而是特指有一个；
“周大
娘”是实词实意，率先传达出来，顺此孩子们认为周大娘
是有，但有三个。而补充的“两个周奶奶”，这是刘姥姥没
有问及的，是孩子们顺承“三个”的主动表白，颇有显摆之
意，语序自然调整为“还有两个周奶奶”。在荣国府后门街
市的众声喧哗中，在看似简单的小儿口中语精细地摹写
出孩童烂漫无心的情形，且内涵老少如此问答之理。此即
如英国小说理论家詹姆斯·伍德所言：文学和生活的不同
在于，生活混混沌沌地充满着细节，但极少有引导我们去
留意注意的可能，但文学不同，它教会我们如何去留心留
意。由此，我们对《红楼梦》的阅读和阐释还当在文本的细
节处下足工夫。
的确，任何一个意义在被说出来、在被领悟之前是不
存在的，不同的表达方式即蕴涵不同的意义和意味。作为
经典文本的小说《红楼梦》值得也经得起我们进行精雕细
刻式地阅读、
解析和阐释。
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宫花，
从王夫
人的住处出来，先顺路前往王夫人房后的三间小抱厦
内——因黛玉的到来让贾母的住处有些拥挤，
于是迎、
探、
惜三人移居至此。周瑞家的进入内房，
“只见迎春、探春二
人正在窗下围棋”。学者于“窗下围棋”，有校订为“窗下下
棋”
（周汝昌），或为“窗下下围棋”
（冯其庸、蔡义江）。窗下
进行的
“下棋”
“下围棋”
活动，
与
“围（用作动词讲）棋”
自语义的表达和理解
而言差异并不大，但若要追问究竟三者哪个更优，哪个与作者的下笔命意
更相契合，
或许就要我们多加思量，
在中国的叙事资源中去找寻依据。
葛洪《西京杂记》“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宫内
时……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
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宫廷女眷中间有对弈行棋之风尚，时令场
景皆已点明——秋天八月，竹荫之下，且胜负之际还牵连出独特的小风
俗，阅后令人印象深刻。是为“竹下围棋”。再回到描写迎春、探春两姐妹对
弈的第七回，这回紧接第六回的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之事而来，而刘姥姥进
荣国府的时节是“秋尽冬初”，天气冷将上来，农家在冬事上尚未办妥。
“竹
下围棋”
“窗下围棋”两者自时令上言两者大致相近。
《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引沈约《俗说》“
：殷仲堪在都，尝往看棋，诸从在
瓦官寺前宅上，于时袁羌与人共在窗下围棋。”窗下围棋自此成为一个具
有范式性质的意象。揆之以后世众多的围棋诗歌作品——“楚江巫峡半云
雨，清簟疏帘看弈棋”
（杜甫《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
“ 鸣局宁虚
日，闲窗任废时”
（元稹《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弊居见赠二十四韵》
）“
，别后
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复吴图”
（杜牧《重送绝句》
），等等，可知“窗下围棋”
乃中国文学对下棋场景的诗意化表述。
贾府中的尊长和小姐们下的是静雅的围棋，小厮们则玩的是闹腾的
象棋，例如第二十四回写焙茗和锄药两个在下象棋，为夺一个棋子“車”正
在拌嘴，而其他四五个小厮则在房檐上掏小雀儿玩。丫鬟小姐有时候则会
玩简单热闹的赶围棋的游戏。贾政因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在公暇之
时，
“ 不过看书着（有版本作“下”
）棋而已”；众小姐们下围棋，同样与“看
书”并称，例如第四回写道：
“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处，或看书下棋，
或作针黹，倒也十分乐业。”此处下笔用“看书下棋”，属泛写勾勒，简单交
代小姐们的日常生活内容，与“窗下围棋”传递表达的情境情致大有不同。
作者如此用笔，亦可视为在行文上前后不相犯之考虑。
第十七回贾宝玉在大观园试才的过程中，受父亲贾政之命在有凤来
仪处又题一联：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庚辰本脂砚斋在此有
批语：
“ 不必说竹，然恰恰是竹中精舍。”
“‘尚绿’
‘ 犹凉’四字，便如置身于
森森万竿之中。”综而观之，下围棋的意象虽散见文本各处，作者从诗体表
达到叙事文句都在对既已有之的“竹下围棋”
“窗下围棋”等诗意化表述进
行积极回应。
一场对局在大的叙事格局下看似无足轻重，遣词造句看似漫不经心，
实则在《红楼梦》文本中独具审美之价值，亦大有功于人物之刻画塑造。第
六十二回：
“ 探春因一块棋受了敌，算来算去总得了两个眼，便折了官着，
两眼只瞅着棋枰，一只手却伸在盒内，只管抓弄棋子作想……说毕仍又下
棋。”治家要筹划谋略，慎思明辨，下棋亦是如此。探春总管府上事务，不免
要眼观耳听，权衡得失，苦思冥想。大小是非亦如棋盘上之局面，既然有受
敌之危，那就无妨先稳脚跟找到活水源头，打通关节盘活上下左右。棋品
即人品，与宝琴对弈的过程并无间断，探春举重若轻三言两语不动声色即
处理清四姑娘惜春屋里的一桩人事问题。难怪黛玉评价探春治家之风，认
为三丫头探春是一个“乖人”，
“ 虽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儿不肯多走”，
要是换了他人大都早耍起威风作起福来了。由此来看第七回写探春和迎
春的“窗下围棋”当为一个淡淡却又幽深的伏笔。及至后文写到迎春出嫁，
宝玉伤感之极，在领略寥落凄惨之景后情不自禁信口吟成一歌，其中有
“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两句。棋声不再，棋枰有污，怎能不伤
感。由人而思棋，由棋而念人，抒写出宝玉内心深处的那份手足亲情。写棋
亦是写人，言辞语句的精微处经得起审视，值得玩味品读。
《红楼梦》撰述者们（包括早期重要的批书人脂砚斋、畸笏叟等）精心
建构起的文本世界，是今天唯一可见可读的载体，是我们进行学理研判和
审美鉴赏的基石和重心。今天研读《红楼梦》理应首先回到作品的文本世
界，批文入情，以明目去照形，以敏心去照理，在中国文学的大传统中让经
典文本的芳华和美好虽幽必显。

张敏杰

丁利长期生活的地方，是东北的一
座地市级城市，因此相比许多大城市中
的写作者，他算得上是一位地方的、基层
的作家。他的这部散文集《鸟知道》中的
作品，从内容的地域属性上讲，大致可以
代表这一类作家经常表现出的特点，即
它们通常是两种方向的目光投射的收
获：一种是向外的，一种是向内的；一种
是此处的生活，而另一种则属于“生活在
别处”。
远方天然地富于诱惑，
“ 别处”总是
更容易吸引目光，所以才会有“远方和
诗”的说法。对丁利来说，这样的“别处”，
是新疆阿勒泰的广袤雄阔，也是湘西的
幽深神奇，是济南千佛山的云雾缭绕，也
是浙江安吉的竹海无边。这些地方多数
都是旅游热点，他身为一名外来游客，贪
婪地感受、精心地描写，每每有超出同类
文章的用心和着力，也因此而有了更多
的发现和更好的表达。从文字间能够感
受到他的激动和迷醉，作为读者当然也
受到感染。
然而，比较起来，我还是更喜欢他的
那些关于“此处”的篇章，也就是那些写
故乡生活的，不论是今天还是昨天的生
活 。只 要 有 一 颗 敏 于 感 受、善 于 吟 味 的
心，同样可以从日常熟悉的生活中发现
所蕴含的诗意。而且，因为那些生活都是
作者亲历的，带有独特性，难以替代，故
往往更能够带来个性化的体验。这部集
子中的不少作品就体现了这种特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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