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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歌如画通感美文
——评郭保林散文集《水墨里的声音》 □周纪鸿

郭保林是创作成果丰硕的散文家。他
鲜明的艺术风格、强健的语言驾驭能力、
广阔的视野、深厚的文学修养，其作品充
满丰富的想象力、诗性的优美、独特的艺
术魅力，深得评论家和读者的喜爱。从孙
犁、荒煤、冯牧、鲍昌到林非、王充闾、孙绍
振、张炜等200余位作家、评论家、学者、
教授曾撰文给予高度评价，称“他的散文
绝对是情、理、美艺术精品”，他的文化散
文被誉为“诗人、作家的文化大散文”“文
化美文”，内容丰富，情感激越，气势恢弘，
意境深远，风格沉雄。《水墨里的声音》多
篇仍是思维灵动、感情充沛、文字鲜活、散
文诗一样的美文，不仅文中如歌如画，而
且充满曼妙的音乐之声，激活了读者想象
的涟漪……

《水墨里的声音》中的篇什，令人耳目
一新、眼前一亮。以往，我印象中郭保林的
散文，立意高远，粗犷豪放。他的散文集
《线装的西域》，犹如执铜琵琶、铁绰板，唱
大江东去……而他的长篇传记文学《大江
魂》则以汪洋恣肆汉大赋般的笔墨，畅快
淋漓的文风，从长江的源头开始，一路沿
江而下，浩浩荡荡，寻找和追逐中华文化
的精魂，以强势笔墨营造出一个博大雄
浑、气势恢弘的艺术世界。这次阅读《水墨
里的声音》，感觉郭保林仿佛又换了另一
副笔墨，他用中国水墨画的手法，泼墨皴
染了神州大地上的山川变幻、王朝变迁、
时代更迭。不拘小节的诗人骚客，放浪形
骸的“竹林七贤”，对酒当歌的曹氏三杰，
以及李白、杜甫、苏轼、李商隐等诗词大
侠，范仲淹的青州羁旅，欧阳修的青州留
痕，众多在中国社会发展史和历代文学史
上留下墨迹的道德文章，在郭保林笔下焕
发出新的情韵和色彩。而无论是集中在这
些古代智者的人生观照,还是近现代文士
的情感寄托、灵魂拷问，都寄意着当代散
文家回眸历史人物跌宕际遇与情感的拷
问。透视历史人物，反观自身心灵，既深度
挖掘历史印痕，又高度概括时代命运。沧
海桑田，千年一瞬，历史过客，遗名留声，
伴随着散发在丹青卷帙里的书香，自然会
有很多不同的发现。在三曹父子的纷争智
斗中，在“竹林七贤”狂放不羁的随性生涯
里，在赵明诚与李清照的做官与读诗书的
岁月，在古徽州黑白分明的水墨画般的建
筑上，在江西赣州一座座古老的祠堂里，
都留下了作家“究天人之变”的目光和入
木三分的刻画。指纹一般质地的记忆与回
放，河流一般激荡流淌的岁月，一边追问
着历史，一边叩问着自身，对历史的关注，
对历史人物的反思，对中华文化的审视，

对历史世相的洞察，给读者以深深的启
迪。

特别是《一个丢失历史的王朝》，令我
想起余秋雨的名篇《一个王朝的背影》。余
秋雨写的是300年历史的大清王朝的荣
辱兴衰，而郭保林写的是距离我们更加遥
远的时空故事：大约1000年前，地处西部
戈壁的早已消失殆尽、神秘莫测的西夏王
朝。大清王朝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满汉全
席至今仍然活在“中国人的舌尖上”，满族
文化、历史、宗教以及与汉族、满族混血融
合之后的精彩，比比皆是。西夏王朝对今
天的我们来说还很隔膜陌生，很多人几乎
没有任何印象。丢失历史的西夏王朝给人
们留下了遗憾和思索。郭保林慨叹被成吉
思汗灭得如此干净的西夏王朝，“人世几
回伤往事，山形依旧忱寒流”。如果说，年
轻一代的散文家总是给我们奉献出新的
鸡汤类散文，那么像郭保林这样的老散文
家是在给我们不断呈现他们久经风霜的
深度思考和丰富芜杂、少人光顾的精神

“青花瓦片”。他奋力地挖掘逝去的文化，
像鉴宝一样，以便后人们积极地扬弃、收
藏与继承。

最令我掩卷思索的是《水墨里的声
音》里的“声音”。在阅读的时候，仿佛听见
了他的篇篇美文里的或冲淡、优雅，或哀
怨、舒缓的“音乐之声”。这声音来自古老
文化的珍藏，来自悠悠岁月的交响，散文
中流淌出“天籁之声”。在美文的字里行
间，除了眼睛的阅读，耳朵似乎也可以听
到在凝固的建筑上，滑出曼妙的历史回响
和繁复的音乐之声。细读你会发现，原来
《水墨里的声音》不但是这本优美散文的
书名，而且还是其中一组散文的名字。一
般来讲，作者或编辑把一篇或一组散文作
为书名，肯定是有着多方面的考虑的。但
是无论如何，最能代表本集子特色、特质
则是无疑的。

在《水墨里的声音》这组散文中，一共
包括《遇到宏村》《走进唐模》《驿外断桥》
《永远的祠堂》和《登上屏山》等五篇美妙的
短文。正是在这里，我发现书中的水墨画，
不仅是在观察，而且是在“聆察”。所谓“聆
察”就是用耳朵听、或闻，从中分辨出优美、
迷人的景中之音，形中之声来。也就是美学
家所说的和诗人们常用的“通感”。本来，人

类接受外界信息诉诸多种感觉渠道，但随
着高度依赖视觉的“读图时代”的到来，视
觉文化的过度膨胀对其他感觉方式构成了
严重的挤压，眼睛似乎成了人类唯一拥有
的感觉器官。听觉叙事的开拓，通过弘扬感
觉在文学中的价值，达到针砭文学研究“失
聪”这一痼疾的目的。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
候，不仅是重读经典，而且是“重听”经典。
我清楚记得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荷塘
月色》，那里边大量的视觉叙事和听觉叙
事——通感：“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
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
荷塘里。……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
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
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vio-
lin（小提琴）上奏着的名曲。”

《遇到宏村》中写道，“这里水系精巧
奇特，一条溪水由山上流淌下来，经九曲
十八弯，流进南湖。街巷下面设有水道，水
绕屋，楼傍水，绿树摇曳，光影交织，‘流窗
而高基，点石而临池’。其间层楼叠院鳞次
栉比，古弄幽幽，粉墙斑驳，一庭一院无不
独具匠心。这流水很有韵致，既不扰人，又
不烦人，像一阙催眠曲。夜深人静，村庄睡
着，只有这溪水还在醒着，枕着涛声睡去，
流水似乎就在床下潺潺流过。”在宏村，在
唐模，在屏山，到处都有散文家耳朵和眼
睛的新鲜感觉，神奇而新颖的通感，有效

地传达了美妙深邃清幽的意境。
中国散文的抒情传统源远流长。常见

的抒情表现方式就是“源情于景”，而抒情
的表现手段是十分重视文章内流淌着的
音乐性。这种音乐性与汉语本身的抑扬顿
挫密不可分，也与音节变化、语调流转、优
美和谐的音乐美有关联。书中的《山水的
童话》《太阳走遍高原》等篇，不仅在内容
上丰富雄厚，囊括八荒，在祖国大地上自
由驰骋，把祖国的江河、大海、森林、高原、
乡村沐浴在朝阳与黄昏，春色与秋光中无
比奇幻的色彩与形态，用浓郁的情感，自
由奔放的散文语言描绘得那样美，像欧阳
修的《秋声赋》，人物的心境与环境的衬托
物我交融达到了一种“化境”；打开人们的
心扉，激发读者去玩味、思考，同时，用长
短参差、可伸可缩、形神兼备、生气灌注、
流转自如的语句，把阳光、山水、明月等自
然界的风景与苍凉、冷暖、愁苦、漂泊、童
话等生灵界的感觉描绘出来，把不可名状
的事物勾勒成可视可闻可听，可感可触摸
的荡气回肠的交响诗，用语言的节奏、韵
律和声调，汇合成一曲曲美妙绝伦的天
籁。刘勰所谓“情以物兴”，就是作家在生
活体验中获得情感，淋漓尽致地灌注于整
个作品中，让自己的心灵和读者一起同频
共振，在祖国大地上自由地遨游飞翔！

气盛成文，采飞成章。郭保林散文风格
多元，雄浑中有细腻，豪放中不乏婉约，他
追求艺术的极致、审美的高度。《水墨里的
声音》在浓墨重彩般的抒情美文中凸显中
国诗性文化的审美，烙印着中华民族伟大
精神底色的壮阔书写。在郭保林这类“老五
届”散文家中，都肩负着忧国忧民的职业情
怀，流灌奔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

郭保林的散文从来都不是沙龙里小资
情调的散播和轻松闲适的摆设，而是大气
凛然的草原长调，是长江黄河里奔涌的波
涛和大海里的巨浪，是生命力的闪电爆裂，
是壮怀激烈的金戈铁马，是一种大写意的
铿锵步履，是舒卷自如、文情并茂的《海之
歌》……《水墨里的声音》传达了庄严壮阔
的民族史诗、时代凯歌，书写了一首首古往
今来生命悲怆浩荡的命运启示录。

郭保林的散文，虽然大都是对自然和
生活美充满了激情的抒写和讴歌，他还有
更深一层的思考和探索。他寄情于人文追
寻，山川大海，高原大漠，同时也寄情于历
史，他时时都追求着一种苍茫浩渺的历史
感。豪迈、激越、高昂乃至于悲壮的感
情……具有阳刚之气。展示出一种散文大
家气象，体现着当代散文家一种文化坚
守、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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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传主与南昌有关，也许是《滕王阁序》分量厚重，让
我对《秋水长天·王勃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结识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聂还贵先生，是2014年中国作
协、作家出版社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
丛书创作会上。他写王勃，我写蒋士铨，算是惺惺相惜。其时，
我真为聂先生的勇气所折服：他所写的王勃，距今1300余年，
生命是何等的短暂，27年便赍志而殁。传主王勃虽然才华横
溢，可留下的飞鸿印雪，却是寥若晨星。为王勃立传，就算其于
南昌的经历惊世骇俗，过人之才惊艳四座，我作为南昌的后追
者，也是望尘莫及，不敢涉足。

可聂先生揽下此活后，竟至洋洋洒洒，将王勃27年生涯
全景式展现。二十余万字的笔墨文字，一位文华出类拔萃的初
唐才子便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将视野远光切换为近光

行走在岁月的时空隧道，文学总是以其独特的人文视野
成就生活的雅致与高尚。《秋水长天·王勃传》正是基于史料的
裁剪修饰，通过岁月的轮替，从人文的高度，展现了王勃的倜
傥不羁与放浪形骸的性格特征，以及“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
而不碎，按而弥坚”的诗文特征，催生了一位活脱脱的才子达
人。这也是作家笔力和泛情造就的硕果。

利用传主和旁白的角色转换，以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洒
脱飘逸的文字组合，独特新颖的写作尝试，让读者耳目一新。
写作的难度和写作的纠结交织，成为该书从容叙述的一大看
点。作家的写作节奏受到王勃才情的牵引，或叙事、或抒情；或
议论、或点评，作家笔下的王勃为人为文、笔下王勃的动人故
事、笔下后人对王勃的赞誉，就像流淌一股清泉，一泻而下，一
发而不可收拾。文首自山西独特的黄河文化源头上溯切入，与
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融为多元一体。光舜文德，如日月
之光，照耀汾水两岸。文化的传承周而复始，一代代“英才炫
灿：思想家荀况，纵横家张仪，盐商巨富乐奇顿，‘史圣’司马
迁，‘武圣’关羽，‘战神’薛仁贵，‘王摩洁’王维，‘柳河东’柳宗
元，诗论家司空图，史家司马光，戏剧家关汉卿……”

将汾河岸边众多精彩叙述一遍后，作家笔锋一转：
千古龙门开合之间，汾河谷地南畔峨眉岭上，秦砖汉瓦间，

坐落一个古村落，便是王勃故里通化村。一条鲤鱼跳龙门，王勃
横空出世。这种牵龙引凤的写作手法，不禁让人拍案叫绝。

“文采华绚兮若锦缎，开合自如兮似云海。”扬雄以辞赋进
殿面圣，以卓越之赋敲开了西汉王朝的宫门。王勃以短暂的星
云划过长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滕王阁序》。聂还贵
的梯度转移完成得天衣无缝，何等匀称熨帖。

生命的切换，文学的切换，才情的切换，在作家的笔下，形
成了独特的叙述语言。王勃的文华被披上了历史的华丽外衣，
所汲取的前人营养，似如海绵一样，浸渍了传主的周身。作家
似乎用神来之笔、得意之笔，纵横于汾河文化史中，成就传主
角色的切换，空阔浩瀚地讲述一位才子的前生今世。

山西历史被人称为“表里山河”，仁、义、礼、智、信，外加一
个“文”字，历史的光影幻化为一串长长的特殊地域符号，王勃
就是属于“文”字系列符号中的一员。作家有意识地将王勃放
到历史的丹炉中提炼，在恰到好处的火候，将其倾泻而出，其
纯度略见一斑。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个人的写作观，一个人
的写作视野，一个人的为文动机。在提纯王勃的文学观这个层
面，作家聂还贵没少费功夫，也没少费笔墨。文学总是这样拆
除旧的篱墙，构建新的文学宫殿，王勃正是这样一位文学工
匠，用自己的技巧和才识去为大厦添砖加瓦。聂还贵认为：历

史上每一个重要文学浪潮，一定既粘连前波余韵，又震响引吭
后浪新音。而正是这样的新音，以乐魂的生命力，揭示甚至主
导着未来时代之旋律。

二、将君子风范观照临川之笔

在王勃短暂的人生中，尤其耀眼的一束光，正是他的交趾
之行。

江南大地的山长水阔，花红绿意，广袤与无垠，临川之笔的
启示，给王勃打开了灵动之门。沉醉于佳妙的化境，才思与文情
找到了契合点。作家倾心于这一细节的刻意描写，给传主吟诵
《滕王阁序》进行前期铺垫。在王勃的吟唱中，南昌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美好的江南净土，秀色可餐，珠帘暮卷西山雨，画栋
朝飞南浦云。在王勃的笔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这里的人，这里的物，这里的文化，与山西故地既有相似之
处，又有貌合神离之别。但文章的佳妙却是那样的相向而行。王
勃的才情在这里找到了出口，他的思绪纵横千里，而又泅渡于
彭蠡之滨。如椽大笔让阎都督傻眼尤惊，闻一序而另眼相看，惊
呼旷古奇才将给滕王阁带来千古绝唱，历史在这里翻开了新的
页码。高朋满座的盛宴，展现出初唐文化盛景。在书中，作家尤
其不惜用笔勾勒，利用旁白之功，赞美王勃架构演绎《滕王阁
序》的过程。利用阎都督的衬托为这一细节添彩。

聂还贵认为，王勃以一篇横空出世的《滕王阁序》令洪都
风月，从此江山无价。高度的赞美一下便吊起了读者的胃口，
也给《滕王阁序》下了定论。作家在写滕王阁聚会的前奏时，
也恰到好处地渲染了人们对王勃的不起眼、不论同、不在意、
不赏识。“王勃久负盛名，降临突然，人群轰的一声炸开了锅”。
随后他写到王勃从容镇定，淡定以对：“王勃双手作揖，对阎都
督与众人客气道：童子何知，躬逢胜钱。勃乃三尺微命，一介书
生，承蒙抬举，各位见笑了。”随后阎都督这个主持盛会的头领
的态度便惟妙惟肖，跃然纸上：搅局！砸场！阎都督“刷”地收起
笑脸，面色一沉，退居幕后，令书童随时留意场上动向，洞悉王
勃的文章好歹。当王勃叙说完南昌的地理形胜时，阎都督的

态度是不屑一顾：老生常谈，未见新意！当王勃吟诵物化天宝
句后，阎都督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有所触动，若有所思。当
王勃吟至高朋满座之句时，阎都督的口气又有所不同，先是蓦
地一惊：别出心裁，引人入胜。这种人物心态的变化、递进，深
深地刻画出王勃显露才华而招致阎都督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和变化，以及恰到好处的铺排演绎过程和时间节点。当阎都
督侧听王勃咏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句
时，阎都督不由得击节惊叹：神来之笔！神来之笔！无愧我大唐
英杰。整个序文吟罢，聂先生描述其时场景更显功力。王勃这
厢尚未收笔，那头阎伯屿便“腾”地站起，拍案叫绝：笔力非凡，
旷世之才啊！王子安！满座宾客“呼啦”跃起，夸赞之声如潮澎
湃，纷纷表达对王勃的认同和看重，大家都将其比喻成潘岳、
陆机。按说，故事至此，应该完整收官。可是为了更进一步衬
托传主王勃诗文的完美和不羁的狂放之才，聂还贵又安插了
一个反派人物登场，质疑王勃的序文为旧文。这种另生枝节，
释疑解惑的铺垫，无疑给传主王勃增色。随着吴子章的质疑，
众人闻之，皆愕然相向，面面相觑。仿佛满园夏花，突临飞雪，
现场气氛骤然一片冷凝。王勃淡然一笑，请君静观，随即挥笔
草就滕王阁诗一首。吴子章见状，羞红了脸。

本章结尾，又以“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 自流。”句中
空一字，让在场众人猜测度量，以求填字入句。一时间，填字组
句者不亦乐乎，可不是觉得词不达意，就是离题千里，用什么
字都觉不合适。

阎都督逢此尴尬场面，也面露难色，随即命人以快马追赶
王勃，王勃这时似乎傲然以对了。卖弄一番后，收下银两，也不
道破，故作惊讶，道：“何苦大人下问，晚生岂敢空字？”阎都督
豁然开窍，笑道：“一字千金，不愧为当今英才俊杰。”王勃一笑
了之，作揖而别。

聂还贵如此一招，画龙点睛，将王勃吟唱《滕王阁序》的过
程交代得别致新颖，也为王勃的才华横溢写下了最好注脚。

三、将生存理念超然物外

聂还贵在书中有意识地讲述了《马当神风送王勃》的故
事。这个故事似乎是一种宿命，说是王勃从湖中入鄱阳湖，经
过马当山口，船遇风浪将倾，王勃在众人惊慌失措之际，吟诗
一首，抛于水中：

唐圣非狂楚，江渊异汩罗。
平生仗忠节，今日任风波。
也真怪，此诗一入水，片刻间，鄱阳湖风平浪静，烟消云散。
众人避免了一场船倾人亡的悲剧。
这个故事所叙述的悲剧色彩就在于暗示了王勃的命运遭

际。漂泊水上，灾祸降临，借以神风相送，让其七百里而一日到
达洪都，这样的运气不能说不佳。可当他再度将命运之舟寄予
风浪时，神力突然消失，呜呼哀哉！冥冥中好像注定王勃的命
运起于水，兴于水而亡于水。

在这里，聂还贵利用旁白长吟短叹而咏：
弯弯兮月牙，/魂梦兮南海。/南海迢迢，/云兮雾兮飞白……/

远春兮蓬蓬，/流水兮采采。/柳阴路曲，/云兮雾兮飞白……
交趾之行，原本是王勃极尽孝道之行，对父亲的挚爱让他

不辞劳苦，远跋南国，恰似一支蓝色箭，飞向雍州。
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
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王勃看望父亲后，又思念远在北地的亲人。條忽见一对鸿

雁从北方飞来，不禁睹物相思，诗情涌上心头：我想念北地却
归不得，而你们为何还要往南行？诗人的伤感无以寄托，只以

诗来冲淡涌泉般的乡愁。
随后，聂还贵用了几位文人知悉王勃不幸亡故的消息后

对王勃的百般认可和高度评价来消减内心的怅然。骆宾天仰
天悲叹：知音何所托，木落雁南飞……谁羿长沙傅，独负洛阳
才。他还用长篇吊唁王勃，其中有句：桂枝芳气已销亡，柏梁高
宴今何在。

寓居洛阳的卢照邻，捶胸顿足，长歌当哭：昔时金阶白玉
堂，即今惟见青松在。

杨炯痛彻心扉：命不与我，有涯先谢。呜呼！天道何哉！君
平生属文，岁时不倦，缀其存者，才数百篇。嗟乎促龄，材气未
尽，殁而不朽，君子贵焉！

四、将长歌短调为传主安魂

聂还贵与历史对话，与初唐文坛对话，在其笔下，完美地
叙述了初唐才子的照耀与辉映，展现了唐初文学的勃兴景象。
适度的浪漫渲染与质朴的事件叙述互为交织，从一个事实的
高度点缀传主的文学成就，宛如一条温缓的河流，朝着文学的
远方延展。

王勃命运的坎坷，生存的无常以及他人不及的才华在聂
还贵笔下和盘托出，令其短暂的人生分外靓丽，让人看到了一
颗星彰显得炽烈光亮。

王勃以华美的文字留给后人，留给中国文学史；给我们留
下了那么多脍炙人口，岁代传唱的绝妙佳句，启发了多少后人
的诗性和文学。

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才子登临滕王阁，写下了不计其数
的文字，至今能够初略统计，历史上文人描写滕王阁的诗文多
达两万余首篇。群星璀璨，却难见奇才再现，千古一序，已成绝
唱。聂还贵用他的文学讲述，给王勃的命运以特殊含义，也给
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研究资料。

王勃的才华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如井喷般迸发，聂还贵似
乎也被王勃的诗文所带发，全书语句精练凝结，洒脱空灵，抑
扬顿挫，醒目入心，大手笔的布局使全书充满异常的灵动。

聂还贵给王勃戴上了一顶顶桂冠：
初唐“四杰”之魂。
大唐诗歌的启明星。
杰出诗人，文学家。
独特的易学家、思想家。
不坠青云之志的王勃精神。
不平之气郁结的王勃之痛。
王勃开创了一个诗歌时代。
从聂还贵的传记中我们看到王勃身上流淌着中国历史文

人共有的血脉；一脉为官本位思想，“报国莫若进贤”；一脉为
信仰的摇摆性，仕途顺达之时，儒家思想遂居统领之位，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鄙视裙带关系，挥一支凌云健笔打天下。仕
途厄逆之时，道家思想便占上风上水，“上策怀神仙”。傲然不
群的个性，“才夺造化”的天赋，“诗书具草”的家传，雕塑了王
勃雄眄高视的人生姿态。而宫廷生活的切身感知，被逐出皇宫
的痛苦挫折，巴山蜀水的浸润滋养，虢州深陷困厄又起死回
生……大起大落的特殊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不啻为天赐王
勃的一份思想与写作财富。

聂还贵先生写王勃尽力了，写得到位，写得有滋有味，写
得流光溢彩。他不落窠臼、不以俗套，云淡风清，耳目一新。相
信人们读过《秋水长天·王勃传》能够从中得到启迪和更新思
维，也相信王勃的精妙之笔和文学天赋会传承得更久远。

文以载道，诗在远方。

第一次接触朱燕的作品，那还是十多年前，她的
第一本书《总有些鸟儿你关不住》出版时，出版社交
给我的工作，为这本书写个书评，那时，朱燕还叫朱
飞燕。

写完书评后，我也就忘了这件事。10年后，我在
书店里看到一本旅行随笔《开车带狗去西藏27天》，
我翻了几页就决定买下来，当天就看完了。

我对书中这个叫朱燕的女性，一个人开着一辆
车带着一条狗，从北京出发，穿越西藏，27天行走
8629公里，侠肝义胆，巾帼须眉，她做了我想做的
事，她走了我心心念念的路。后来，我又买了她另一
本旅行随笔《开车带狗去云南28天》，接着，我发现
她还出版有两部长篇小说《情》和《飞》，我又关注了
她的微博“朱燕-独侠客”。这时，我才知道，十多年
前，我曾给她的书写过评论，而《飞》就是《总有些鸟
儿你关不住》的再版。

我断断续续地关注着朱燕，看到她又带着狗去
了新疆，去过中国很多的城市。我看着她的行程，拟
定着自己的自驾计划，但始终没有成行。我羡慕她钦
佩她，她就是我心中的侠客。

5年前，从微博上得知她裸辞公职，开始专业写
作。通过朋友还得知，她住在北京繁华地段却断了很多
朋友的联系，并不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她就是个奇女
子，她活成她想要的样子——大隐于市的“独侠客”。

不久前，知道她又出新书了，以她的狗朱旺为原
型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朱家旺》。我私信祝福她，想去
买本她的书，她却向我要了地址，快递给我了一本。

两天时间，我读完了《朱家旺》。这本书依旧保持
着朱燕一贯的写作风格，没有华丽的词藻，娓娓道来
的是平常人的平凡生活，书中的人物就是我们工作
中的同事，我们大学的同学，我们街上遇到的大妈，
我们门口的保安……繁华的都市，自信孤独的男女，
就是我们自己。

小说中的狗“朱家旺”的
生活资料来源就是她养的那
条狗“朱旺”，但小说中男女
主人公的爱情，就是我们、你
和我的爱情。一切都是那么
熟悉，那么原始那么接地气，
她说：“没有人是完美的，人
生就是由一件件不完美的小
事组成的……”

这就是大隐于市的朱
燕。

曾经的你，想仗剑走天
涯，但现代社会中剑是不能
带的。我想手中的笔就是朱
燕的刀剑，而写作便是她行
侠的江湖。

我和朱燕，我们默交了
十多年，却从没有见过面。但
希望，与独侠客朱燕的江湖
永不相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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