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责任编辑：行 超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文学评论 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

■新作聚焦

在以《十七岁的轻骑兵》告别路小路之后，路内重新

出发，走入雾中。路途在哪？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

开始行走，行走会遇到故事，行走本身也是故事。《雾行

者》是关于流动的小说，人在动，时间在动，并且都没有方

向，小说则记下那些“被道路的尘埃所掩盖的光芒”，以及

光芒投下的阴影。文本开头，美仙公司外仓管理员周劭接

到调令，要从K市调往H市，在那里，一桩车祸正等着他

去清理后事。意外或是凶杀，并不清楚，但无论如何，读

者知道，那里将有故事。

或是曾有故事。在小说内部的叙事时间中，第一章

开头的2004年并非起点，小说所描述的主要内容，大约

发生在1995-2008年。而在1995年，故事的主角周劭

和端木云都还是文学青年。文学青年或外仓管理员，这

些身份给了他们充分的理由，在世纪末前后几年中流窜

四方。这一过程既构造出一种主体位置，又带来了叙事

的可能。事实上不仅是主角，《雾行者》中的所有人物几

乎都在流动，或是因为生存，或是因为职业，从上海到重

庆，从傻子镇到铁井镇，从H市到C市，每一次流动都遇

到新的人群，每一次相遇都带出新的故事。

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滔滔不绝。仿佛不是他们

讲述故事，而是故事借他们讲述自身。两人独处时的互

相倾诉，多人在场时的轮流讲述，乃至危难时刻的长篇自

供。说话，成了这部小说的基本语法。对话不仅推动情节，

自身更直接构成情节，填充人物。人们不知疲倦彻夜长

谈，从文学编辑到假药贩子，从外来打工的司机到本地

小镇的姑娘，从小说主角到不知名的护士，他们彼此欣赏

或憎恶，带着不可一世或虚张声势的样子东奔西走，然而

在交错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漫长的经历等待讲述。语言的

洪流泥沙俱下，《雾行者》是关于讲述的讲述。

正是在这样的讲述中，一个关于“十兄弟”的传说逐渐

显出轮廓，江湖儿女的恩仇大戏若隐若现，而对这个轮廓

的拼接，则为小说提供了一条似有似无的主线，也制造出

一种侦探小说的黑色氛围，成为阅读快感的要素。但在另

一方面，细数他们的形迹，却也无非社会边缘的萍水相

逢，反倒是其中成员各自的经历、动机与个性，更值得讲

述与聆听。依此而言，“十兄弟”与其说构成了一个完整故

事，毋宁说更像是一种叙事机关，一种收集故事的装置，

把本无关联的不同人的故事扭结在了一起。“十兄弟”的

设计所指向的，或许恰恰是这种无关联性，它们各自野蛮

生长，身世不明，因为偶然的际遇才得以交汇。

这样的交汇在世纪末前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正如

小说所言，每个人都可能是“十兄弟”，后者已经成为一

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的隐喻。其背后的社会学内容，则是

伴随海量外资的引入，伴随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而

发生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数以亿计

的人口从本乡本土被连根拔起，涌入以铁井镇为代表的

大规模制造业生产基地，隐入工厂流水线与单位科层体

系的单调运转，以及随之展开的城镇化带来的各种行当

里。这种迁徙不仅将他们作为生产力组织进入经济过

程，同时也彻底重建了他们所身处的社会关系。对很多

人而言，从这一刻起，乡土中国解体了，他们将作为原子

化的个体进入一个庞大而匿名的陌生人社会，由此引发

了前所未有的未知与危险。

《雾行者》无意再现或反思这一宏观进程，更无意铺

陈营造关于工业文明、关于资本进程中主体的“漂泊”与

“孤独”的陈词滥调，它

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要谦

逊得多：这样的流动与

社会重建，对小说而言

意味着什么？

一个简单的回答或

许是，正是流动、正是陌

生人社会，使得每个人

的经历成为了可能被讲

述、也需要被讲述的故

事。人口的迁徙带来故

事的迁徙，不论是原乡的

经验还是流动中的际

遇，故事与故事相遇，汇

聚到车间、宿舍、街头、旅

店、甚至长途货车里，讲

述的欲望被一再挑起也

一再满足，语言成为人们

互相连接或是隔绝的中介。更进一步说，由这些讲述所衍

生的，不正是文学虚构的莫大可能吗？不正是陌生人社会

所给予的缝隙，使得小说里那些“假人”们的自造身世，有

了转圜的空间吗？虚构成为一种功能性的社会实践，每个

讲故事的人都是大说谎家，正如在《雾行者》里，每个打工

仔一开口，听起来都带着文学青年的声腔。

本雅明说，讲故事的人行将消亡，因为“经验”正在

贬值，因为交流经验的能力正在被剥夺，取而代之的则

是“消息”，是在新闻媒体中快速流转的讯息，“经验”的

讲述总是试图避免诠释，而“消息”在传到人们耳边时，

“早被解释得通体清澈”。借用这个区分，我们在这部小

说中看到的世纪末风景，或许正是一个故事与经验的时

代的落日余晖或回光返照。在那之前，是狂飙突进的短

20世纪留下的革命与后革命叙事，之后，则是大国崛起

的高歌猛进或百转千回，前后两种宏大叙事构成强大的

认知坐标，为其中的种种故事提供定位。如果说《十七岁

的轻骑兵》将老调的最后一个音符弹成了一曲略显喑哑的

挽歌，那么《雾行者》则记下了老调换新曲期间的短暂空

白，以及空白衬出的嘈杂。之后，时代将像火车隆隆碾过，

留下一地无用的故事，标记出当代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

更何况，“人人拥有手机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手机杀

死交谈，正如二代身份证即将取消匿名与虚构。脱离乡土

的个人结束漂浮，被重新锚定在信息网络中。在那里，失

控的同步性正要将一切变得扁平与均质，经验将以“非虚

构”之类的名义被改造成通体清澈的消息，所有的细节都

将被明确的意义与诠释所捕获，急不可耐地成为隐喻。故

事成为消息，消息成为商品，商品则将彻底废除经验。

那么，小说如何拯救故事？如何将那些无关联的、个

人的、异质的、无法为特定的宏大叙事所捕获的故事安

放其中？如何“捡拾”那些“破碎之物”？《雾行者》的形式

特征，正可视为小说这一体裁尝试将故事容纳于己的过

程中留下的痕迹甚至症候。为了记下路途中的故事，小

说也只能开始不歇行走。在一个“去过很多地方，但从没

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过有效的关系”的全知叙事者的引

领下，读者不断遭遇各色人等，聆听他们的讲述。这些讲

述自具章表，如短篇一般形神完足，彼此之间最多仅有

某种提喻关系，而无意于相互支撑，去组成某种更大的

命题的结构性环节。《雾行者》否弃成长小说式的线性律

令与意义法则，赋予文本在一次次的遭遇中无休无止地

拓展的可能。故事主角在叙事时间中的行迹，与其说是

成长，毋宁说是游荡，是本雅明笔下的“拾荒者”，他们遭

遇、记录、分类、重述。一次旅行、一场演唱会，都会遇见

新的故事，展开新的经验，文本化身饕餮，没有止息的可

能。小说结尾处的西藏之旅也因此显现出一种刻意，一

种属于小说的无奈：故事无穷无尽，但小说终要结尾。如

何结束相遇？电影散场之后的演员表上，每个人物都还

有戏可演，作者知道，读者也知道，那么，倒不如虚构路

途尽头，列出群山的名字。

当然，面对这样的文本，我们大可批评叙事者过于

强势的在场与控制欲，批评叙事者的语言对人物的浸

染，但这样的写法本身不也给我们以机会，去反思自身

关于何谓“人物”，何谓现代小说的定见吗？事实上，阅读

《雾行者》确实常常令我想起《儒林外史》以及由此“脱化出

来”的《海上花列传》。“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评语移用此

处，岂曰不宜？“穿插”“藏闪”之法，不正是《雾行者》的结构

方式？“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尚有一半反面文章，藏在

字句之间，令人意会，直须阅至数十回后方能明白。……此

外每出一人，即核定其生平事实，句句照应，并无落空。”

如是描述，放在《雾行者》前，似也分毫不差。

这样的联结，或许并非纯粹的臆测。《海上花列传》

的成书背后，自有一段上海都市兴起带来的人口集聚史

事，张爱玲一生痴迷《海上花》，或者也映射战争与离散

带来的迁徙经验？世纪末前后的人口流动，不意再度召

唤出一种绵延百年的书写形制，为说部与小说的古今之

辨以及叙事声口的重新定位，提供更为细微的观察通

道——不过对此，我们必须打住，因为这一点，早已超出

对《雾行者》的讨论所应涉及的范围了。回到作品，抛开

人流聚散的宏大图景，抛开文本结构的新旧迁沿，这部

小说用它近六百页的篇幅所记录的，或许是对一个忽忽

而过的说话的时代的乡愁，那时我们穷得要死，不眠不

休夸夸其谈，在陌生的城市街道彻夜闲逛与争执。那时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表达管道，在相遇以前，每个人都背

负着自己的半生经验行色匆匆，路过月色和铁轨。那时

我们两手空空，对一切都还没有答案。

散文风度与对话批评
——读张莉《远行人必有故事》 □武 歆

■评 论

关
于
写
作
与
生
活
的
随
想

□
路

内

路内长篇小说《雾行者》： ■创作谈

走吧走吧，，故事故事
□康 凌

■第一感受 时光流逝中的坚守与思考
——读《一厘米国境线》 □侯 磊

有时想起来，大量的传统名著都是军事文

学的范畴，就像从前的男孩子对欣赏作品最初

的印象：爱看“打仗的”。从《战争与和平》《西线无

战事》到《永别了，武器》，再到浩如烟海的前苏联

革命文艺、“十七年”红色文艺，都是“打仗的”。那

么在和平的年代该如何创作战争文学，或者如何

看待战争的影子？

侯珏的长篇小说《一厘米国境线》，书写的是

在战争日渐远去的背景下，我国边防军人在西南

哨所用一生守卫国土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老

零16岁那年战争爆发，被列入民兵特种小分队

去搜寻失踪的战士。3年后，他正式成为一名哨所

民兵，在哨所上一干就是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

他制止村民破坏军事设施、填埋堑壕，拒绝社会

上的老板花大价钱承包哨所搞“共建”，他还两次

放弃了民兵转人武部干部的名额，并动员年轻人

像他一样到哨所当哨员。直至他的女儿生产时

不幸难产，而已经转为城镇干部的老零，还和公

安在边防线上围捕着一个走私团伙。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老零经历战争的场景，

仅仅是本书的一个开篇，作品更多的篇幅是在

写老零如何在哨所上班、下班，往返边地居家过

日子。此时战争早已结束，仅仅是一片模糊的远

山。老零的三个姐姐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陆续出嫁外地。哥哥是民兵预备役士兵，在排雷

中不幸壮烈牺牲，而嫂子却跟别人跑了，为此他

收养了哥哥的两个不成器的儿子。他的妻弟从

小辍学，参军后又做了逃兵，并离家出走气死了

老人。女儿上学后受男同学欺负，因为长期两地

分居，妻子总是对他有所抱怨。而为了守卫哨

所，他在自己父亲去世时也没来得及去看上一

眼。我们能猜想战场上的冲锋陷阵、血腥杀戮，

但很难还原出边疆人的日常生活。是《一厘米国

境线》里那种十足的年代感和人间烟火气，让我

们时刻想起硝烟的气息。

在哨员的身份下，老零要面对的，除了实施

他在哨所尽职的理想，更历经着现实的磨砺。小

说中记载：“老零于1984年结婚，每月工资仅有

30元；80年代末长到90多元；90年代最多时领

到400多元；从2001年到 2011年时 1000块；

2012年涨到1230块，2014年之后才超过2000

元。”后来老零兜里揣着500块的现金，手持家

庭新农合参保卡，却支付不起看病需要的700

块医药费。作品客观描述了西南边境乡镇集市

的风土人情，我们看到了边民真实的家庭伦理，

以及他们日常的经济生活。

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使得老零数十年如一

日地担任哨员？

自古以来，边民的生活与边疆的形势唇齿

相依。老零的祖父曾跟随着冯子材的队伍去勘

测边境，父亲职业务农且业余做唢呐师傅。在战

争来临时，父亲应征去做了运输队员，护送淡水

和药品去前线，血气方刚的他也紧随其后。就在

父亲给他点烟时，他眼睁睁看着父亲被子弹打掉

一块肉。这并不是战争的阴影，而是边境冲突所

带来的国防责任，如影子一般伴随老零一生。他

不仅深受这种责任的召唤，也用自己的行动影

响了他人。

边境的人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如果边

境的人不睁大双眼紧盯着国境线，不坚定地固

守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国境线以内的人都无法

幸福安居，是边境人民以自己的不眠换来全国

人民的梦乡。他们可能谈不出什么国家、民族之

类的大道理，对他们来说，戍边是上班工作、是

挣钱吃饭、也是传宗接代，更是最朴素的民族感

情，祖先留下的土地，一定要守卫住。

侯珏的《一厘米国境线》，所描写的是“城头

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之后，人们在时

光流逝中的坚守与思考。小说填补了当下文学

创作的空白，并让人思考，在和平年代的战争文

学会怎样延续与发展，也同时暗含着对很多社

会问题的揭示。

张莉的新作《远行人必有故事》（作家出版

社2020年3月出版）是一本文学评论集，也是

一本文字优美的散文集。非常具有张莉批评特

点——散文风度、对话批评。

冲破文体限制或是文体跨界的作家有很

多。比如《传记作家的传记》作者A.S.拜厄特，

她小说的叙事风格、语言特点，极像批评家笔下

的文章，理智、冷静、光洁；而《船讯》作者安妮·

普鲁的语言短小、精致、清新，又很有散文的风

格。文体跨界的批评家似乎不多，张莉应是其

中之一。从进入“批评现场”的那天起，张莉不走

寻常路。她要求自己的评论绝不枯燥、呆板，要

像散文的初始定义一样，文字要精美、优雅。她

重视批评文章的思想深度，也重视用来表达思

想、阐述理念的文字。

比如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对孙犁念念不

忘》，是纪念孙犁先生逝世15周年的评论文章，

读来更像一篇恬淡优美的散文，但并没有影响

文章的深度。张莉围绕着名篇《荷花淀》，从孙

犁先生生活经历、性格特点，分析《荷花淀》的魅

力，并且将这种魅力如何延伸进行阐述，于是我

们看到了孙犁先生作品的精神、意义对于莫言、

铁凝、贾平凹、张炜等人创作的滋养，从而形成

他们自己作品的风格。如此延伸式的评论，冲

破了狭窄和局促，变得更加开放。

张莉的评论疆域非常辽阔。新作中的文

章，既有深刻研读鲁迅作品的心得，也有对孙

犁、陈忠实等前辈作家创作的感想。此外，她始

终关注铁凝、阿来、苏童、毕飞宇、迟子建等五六

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保持密切的

追踪。而作为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评论家，

张莉的批评重心似乎更加倾向“70后”作家。

张莉坦言，她是通过对“70后”作家的评论进入

“文学现场”的，并且也是追求“对话批评”风格

的具体实践。在这部评论集中，有一篇文章《我

和我们的十年》，坦诚讲述了自己进入“文学现

场”的前后经过。她说“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进

入文学现场，我希望‘空着双手进入’，不依靠推

荐和向导。”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张莉开始大量翻阅

文学期刊，通过一篇篇文学作品，了解一个又一

个“70后”作家，甚至在自己电脑中建立以“70

后”作家命名的文件夹。张莉不声不响地用了几

年时间追踪这些作家，并为他们建立“70后”作家

文学年谱。如此“笨拙”的做法，当时许多人不理

解，但她不改初衷，坚定地用自己的思考、自己的

方式，去完成“文学现场”的布展。于是，我们看到

张莉关于“70后”作家周晓枫、梁鸿、徐则臣、鲁

敏、付秀莹等人的准确评论，寥寥数语，一语中

的。此外，张莉同样关注“80后”作家，像孙频、

双雪涛等人的作品，始终在她视野之内，随时都

会用文字方式予以评介。

张莉的批评没有山呼海啸，也从来不会声

嘶力竭，她始终语气平静、言语节制地表明自己

的批评态度。“一个追求流行词语的作家，一个

恪守旧词语的作家，代表了我们的文学观、汉语

观、写作观、价值观。”这样的表述，显示出批评

家应该具备的通达。

这样的批评立场，非常具有“对话批评”特

点。张莉非常赞赏陈平原、钱理群等人的立场

和观点，“文学批评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对

话”。“对话批评”已经成为批评界、作家双方认

可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柏拉图美学思想的

根基，或者讲具体形式也是“对话”。最初柏拉

图是激烈的，甚至因为激烈而受到严重伤害。

公元前388年，柏拉图前往西西里岛讲演，可能

过于言辞激烈而得罪了国王，被卖为奴隶，后来

在朋友帮助下才被赎回。于是我们看到柏拉图

在《理想国》卷十里责备荷马的诗有毒素，之后

便是道歉般的解释，“我要说的话还是不能不

说”。张莉在《重新确定文学批评的对话性》一

文中，非常强调文学批评的对话性，她认为站在

“对话角度”进行批评，不是不讲真话，不是回避

问题，而是一定要认识到，批评本身不是直接攻

击作者或是作品本身，是代表着文学批评本身

应具备开放的性质，它不简单是批评家与作家

之间的事，它还是连接作品和读者的“桥梁”。

“对话批评”的另一方面，是用温和语调来

讲残酷现实。在《如何使中国文学成为中国文

学》一文中，张莉是这样讲的，“现代文学发生初

年，写作者的焦虑没有那么严重。也许，这与作

家本身的译者身份有一定关系”。这是对当代

写作者的批评。当代作家具有译者身份的少之

又少。当代作家时常出现焦虑感，这是因为没

有找到自己的书写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中的位

置，也是没有找到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

的位置。因为不了解才焦虑，因为无法直接面

对世界文学才迷茫。在“焦虑”和“迷茫”的陪伴

下，当代作家常常听不进去批评的话语。所以

也真的需要像张莉这样持有“对话批评”立场的

批评家去做做“思想工作”。

张莉的批评从不做高深莫测状，基本上一

两句话就会敏锐抓住事情本质，也就是我们常

说的事物的“核”。在《远行人必有故事》的“自

序”中就可以看出来，张莉站在作家角度同时

兼具评论家心理说，“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它

要记下那些万里之外发生的故事，更要踏入那

些不能描述的隐秘之地”。这样柔和的话语，

表面上是说给自己，其实也是说给作家。用优

雅的风度去进行严肃的批评，的确符合现代人

的理念。

一个人对异常事件的敏感（过敏），可能属于隐秘的能

力。曾经目睹客机坠落的农村青年，多年后向我讲述他的

经验，除了巨响和火光，还有四处弥漫的汽油味，天上落下

的人民币和外汇券、钢铁和肉体。他反复问自己（也是问

我），遇难的人在最终时刻到来前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从

他10岁萦绕至20岁，想必会更为长久，他说如果有钱了他

愿意去坐一坐飞机（灾异吓不倒他，他不怎么怕死），体验

一下那种感觉。我当时才25岁，没坐过飞机。后来我只要坐

上飞机就会想到他提到的那种感觉，挺要命的。

那个朋友还对我说，锻炼一种对灾异的敏感，就像学

习围棋，必须从童年开始。他没有高学历，业余时间看地摊

法制文学（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这些故事往往品质低

劣，他也知道，但在他的认知范围内。他向我提出个观点：

如果你长时间大量地看低劣小说，你会变得比偶然看“名

著”的人更加“厉害”。他相信一个人经历的生活也是如此。

异常事件遍布人类历史和世界角落。不管你怎么书写

或报道，人类世界都不会因此获得教益，他又给我讲了另一

种理论：每一个因为灾难而死的人，都是在替其他人死，因为

概率如此；每一个像我和你这样在聊天的人，都是躲过了这

一分钟里地球上的（至少是地球）所有事故。此后那些年，我

再也没见过他。倒是一直想起他说的对灾异的敏感，好像学

不会这一手就会像达尔文奖获得者一样，最终被判为没有资

格将基因延续下去。让我试着讲述一两次真实发生的事件。

大约10年前，我搬到一所新房子里，换了全新的厨具。

有一天给孩子煮汤溢了出来，煤气灶堵了。钟点工自告奋

勇找了一位老乡来通煤气灶，说是专业做这行的。煤气灶

挺贵，新的，我需要专业人士。这位老乡在厨房干了一个小

时，敲敲打打，发出巨响，最后他对钟点工说修好了。我一

直在书房看小说，没出来搭理（对，像所有的懒汉宅男、甩

手掌柜）。老乡走了以后，煤气灶撂在那里，很安静。

晚饭时，又要煮汤。我对家里人说，把煤气总阀的开关拧到很小，然后

慢速拧开煤气灶按钮。她们照做以后，两个煤气灶的旋钮（不是灶眼！）上同

时喷出火苗。这位老乡把整个煤气灶给捅穿了。如果总阀再开大些，钟点工

的右手可能会炸没。

事后她们当然觉得我有一种对于灾异的洞悉能力，甚至掌控能力。我

自己好像也沉迷于此，就像我曾经认识的那位灾异有灵论者。不过仔细想

想，曾经在工厂里做过几年的我，应该还记得工人师傅教诲的话，大意是：

一个人干活时发出的动静超过正常值，他多半正在酿成大祸。（后半句话是

一个人要是干活干得没了动静，你也最好赶紧去看看，不要凑太近）我当时

在书房的感受，老乡不是在通煤气，而是在拆房子。

依靠听觉和嗅觉确实可以躲过事故，我的父亲，一位曾经的化工工程师，

他在实验室和车间里闻到任何异味都会立即警惕，这种习惯也带到生活中。当

然他闻不出自己身上的香烟味。严格说来，他不是先验主义者，而是经验主义者。

此后过了些年，一场太太娘家的大型聚餐，由于点的菜太多，导致必须

打包带走一半。服务员精心包裹出了八个大塑料袋，整桌人似乎只有我无需

扶老携幼，我接过了它们。当时我意识到双手拎八个打包袋子是相当过分的

事，在其他食客眼里，我像个动静很大的吃货，既不能在优美的餐厅环境里消

化掉美食，也不能潇洒地抹嘴走人。我走得快了些，悲惨地摔倒于手扶电梯

上，两块髌骨砸在90度角的钢制台阶上，双手还紧紧地捏着八个打包袋。部

分食客或许会像我的工人师傅一样宣称：“我早就知道这个白痴会摔残在手

扶电梯上。”

在漫长的两个月里，我躺在床上，想起那位谈论灾异的朋友。我渐渐理

解了他说的，长时间阅读低劣故事而生成的哲学感，差不多就像一个脑科

手术医生，此类手术固定的意外死亡率将导致医生变成哲学的人，或心理学

的研究对象。频频发生的灾异、阶段性发生的灾异、关键时刻的灾异、最初与

最后的灾异、被他人和历史所领受的灾异，种种一切，都是地摊小报的趣味，

但当你巨量阅读的时候，总有一些征兆（或所有的征兆）会带来灾异的概率。

2020年1月7日我在北京做《雾行者》的首发式，对编辑说了两件事：第

一是“一种不知名的肺炎”这个用词出现在报纸上，请尽快取消大型活动，

参照2003年；第二是你走路磕磕绊绊的，当心摔一跤。戴锦华老师在旁边说

我乌鸦嘴。当天没事。第二天编辑在小酒馆门口因为过于开心摔了个四仰

八叉，还好没事。我决定结束这个长达20年的关于灾异的先验游戏，以后做

个只看不说的人。

《《雾行者雾行者》》是关于是关于

讲述的讲述讲述的讲述。。故事主故事主

角在叙事时间中的行角在叙事时间中的行

迹迹，，与其说是成长与其说是成长，，毋毋

宁说是游荡宁说是游荡，，是本雅是本雅

明笔下的明笔下的““拾荒者拾荒者””，，

他们遭遇他们遭遇、、记录记录、、分类分类、、重述重述。。一次旅行一次旅行、、一场演唱一场演唱

会会，，都会遇见新的故事都会遇见新的故事，，展开新的经验展开新的经验，，文本化身文本化身

饕餮饕餮，，没有止息的可能没有止息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