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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思璐：幽深的水道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口也发生了大规模
的流动迁徙，城市化与移民浪潮共同构成了时代的
强音。

《余事勿取》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
发生的，摒弃了情绪的抒发，魏思孝用了大量闲笔
描绘了人物的来历和故事，勾连起流动的图景，零
度记录角色的行动，在人物的移动、交互中不断扩
大迁移的广度和社会的景深。

移动是一个双向概念，迁出地的空虚与挣扎成
为新时代乡土文学的主题。人口洼地、外来文化入
侵，原住民无论是出于对过去生活的眷恋和依赖，
还是对未知与陌生的惧怕，往往会不自觉地抓住原
有熟悉的文化以摆脱面临的冲击感和无助性，却徒
留他们失落的历史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侯军、卫
学金、卫华邦都是时代的遗民。

卫华邦是书中最明显地具备遗民特质的人。他
与时代总是擦肩而过：进塑料厂却遇上环保整治被
迫失业，买了骡车而放弃拖拉机，想要卖掉闲置的柴
油机却又赌气拒绝，习惯去小卖铺买东西而对超市
商场敬而远之。他活得辛苦，但仍然保留着淳朴善良
的乡土气质：他会宽慰关停的工厂老板，骡子受惊
会检讨自己，劝外甥别用不新鲜的菜做生意……从
辛留村大事记可以看到，现代化制度及基础设施建
设改变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齐鲁地区的传统农
村宗法社会看似已经开始有松散和解体的趋势，但
乡村的话语体系和文化模式仍然支配着人的命运。猛
然遭受冲击的人常常会寄希望于古老稳定的东西，卫
学金甚至期望玄学的力量能够指点未来，他去花钱
算命换来的只有51岁寿命的批语始终横亘在卫学
金的生命中。

另一个人物侯军则很早就发觉了自己的格格
不入。“以前，侯军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精神混乱
砍人的母亲、早逝的父亲、年幼的妹妹构成了侯军
仅有的家庭生活。侯军的精神世界是敏感而脆弱
的，在QQ空间里他写下“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战
争”“失恋不一定是坏事，可能是你下一个幸福的开
始”，昭示着他对摆脱自身遗弃状况的渴望。因此他
对于爱欲有着近乎疯狂的迷恋和无法满足的渴求，
他对卖淫女邓蓉一见钟情，为她“赎身”，带她见自
己的妹妹，布置爱巢，一起旅游，他试图用假性的婚
姻状态逃离孤独空虚的处境。他尝试进入现代生
活。但现代生活的虚无和颓废气质又进一步加剧了
侯军内心的裂痕，使他丧失了对生活与生命最基本
的敬畏，朋友王立昌的葬礼在他看来如同乐子，他

草率地杀人又随便地自杀。原生家庭赋予的天真与
残忍，社会生活的难以融入，使侯军成为了时代的
问题青年、社会秩序的局外人、精神世界的失落者。

卫学金的儿子卫华邦走出了农村、进入现代社
会，作为大学生前途光明，作为卫家子孙光宗耀祖，
但其实他仍然脱不开遗民的身份。命运的无力感已
沉淀在卫氏家族中，即使卫华邦未来飞黄腾达，卫
家也永远在下边坠着：卫华邦羞于吐露自己窘迫的
家境，却不得不骗父亲打钱好让前女友堕胎；前往
外地闯荡却毫无成就，最终回到乡村按部就班地结
婚生子；蜗居于村里的老房子，寄希望于拆迁分房
却每每落空。卫华邦代表着更为现代的青年危机，
他如同坠入生活的深崖，但却被崖底的大网柔软地
兜住，摔不死，也爬不上去，他只能挣扎，不能前进。

《余事勿取》就像一段幽深的水道，永不休止的
水浪推动着河床上的小石，有的随波前往他方，有
的相撞碎裂，更多的则是沉入柔软无声的淤泥里。
那些变革者、冒险家固然代表了时代发展的主要方
向，但仍然有大批的人遗留在历史舞台上，他们也
仍在表演，却已无人问津。

@温婉沁：虚弱的零余者
魏思孝笔下，2007年12月6日，黄历上危险程

度迫近于“诸事不宜”的日子，侯军稀里糊涂地伤人
致死，成了一起刑事案件的凶手，卫学金则稀里糊
涂地成了他的被害人。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卫学金，是“零余”的辛
留村中的“零余”的农民。父母离世，大哥出走，儿女
离家，家中仅有妻子为伴。忠厚老实的个性并没有
让他的日子好过些，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失业、人际
矛盾、患癌等灾难性事件接踵而至，而他在临终前
忽然意识到了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被逐渐抛弃
的过程”。

卫学金是虚弱的零余者。廖技术员来他家暂
住，将就睡在逼仄的沙发上，卫学金却连把女婿房
里唯一一台电扇拿来招待技术员的权力也没有。在
女婿面前，他没有尊严，在廖技术员面前，他更为鄙
薄。没有人把他当作“人”来看待，卖掉骡子后他自
己成了骡子，一条看家的大狼狗都比他健硕、精神。
当他无意识地将自己和动物比较，并由衷认为自己
不如一个畜生时，已然放弃了自己作为人最后的尊
严。卫学金的“零余”体验也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
澜，不过是在环卫工面前点燃荒草，没多久，火又自
己熄灭了——他的反抗也是如此孱弱。

魏思孝的《余事勿取》多陈述少抒情，笔力是冷
峻的，却隐约漫上了无力与空虚。小说的语言与其

组成的言语共同升起一层虚弱的网，笼罩着书中的
人物与书外的读者。在尼采对后两个世纪的预言
下，西方确已被虚无的精神支配。虚无主义作为抗
击超感觉偶像的武器，最终又失去了对抗自己的能
力。尼采的虚无有两极：积极虚无主义意味着精神
权力提高到以往的目标无法与之相抗；消极虚无主
义则表示精神权力的衰落，创造意义与价值的力量
的缺席，最终丧失了信仰。消极的虚无主义沉入现
代，沉入人群，成为一种感觉上的虚弱的蔓生。

从卫学金到侯军到卫华邦，似乎就是一条由虚
弱迈向虚无的路。卫学金是衰老的、无能的，他孱弱
的病体和不知前路何在的迷茫造成了他的多余和
灭亡。而侯军则是浮躁、自私而平庸的，最终也只能
浸泡在被遗弃感与虚无感里，理所当然地蹉跎时
日。卫华邦看似拥有更大的空间、更多的选择，但他
对自己来路的遮掩又是一种变相的虚无，那些所谓
的上升空间和充满希望的未来，只不过让卫华邦为
迎合他者的认同屡屡买单。

精神力量的衰落使人们丧失自我控制和自我
约束的能力，也失去了确立目标、理由和信念的能
量。年轻人为无法拥有和保持主体性而焦虑，却亦
无力替自己负责，只能从众把精神根基安放在看似
坚固实则更为摇晃的幻影之上。于是，语词代替人
本身，成为了超感觉偶像陨落之后支配新一代人的
力量。为了成为“绝对正确”的一部分而攀附“流
量”；为了名正言顺地“躺平”，便替追寻意义与价值
的人扣上“内卷”的帽子；在社交圈精心装扮自己的
人设，却忽略了经营现实生活……不易察觉的虚无
感已经趁虚而入，会在某些十分平常的时刻，把我
们变成卫华邦、侯军和卫学金。

因此，卫华邦、侯军与卫学金，三人朝着不同的
方向走着，却殊途同归。无力于反抗虚无的侯军也
无力于修正自己的命运；没能成功驱散虚无的卫华
邦放弃了追寻自己的出口，或许也将成为又一个衰
老而困惑的卫学金。

@彭秋豪：法制规则与“关系”文化
《余事勿取》故事主体在21世纪初，作者对社

会治理问题的关注贯穿全书的脉络。小说给读者更
多的可能性，魏思孝讲述的故事，提供的正是法制
不健全的社会中，法律意识淡薄的普通人走上犯罪
道路的可能性。

《余事勿取》中辛留村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一
个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一千人的小村庄，三十多年间
入狱十几人，死刑三人，自杀九人，意外死亡数据不
详。作者将大量的特例聚集到一个极小的空间中，

让人不禁好奇，这样的一个“非自然村落”的文化与
社会根源，究竟是什么？

魏思孝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书中人物淡薄
的法律意识。邓蓉受侯军虐待后未曾报警，只想要
杀掉侯军；侯军砍伤人被警察带走，在他和村民眼
中竟是某种“履历”；社会青年向李青收取保护费，
李青也选择私下复仇；李道广死后，父母孩子的性
命则相继受到威胁，吴永林报警使王立昌被拘留
三天，他出来后就把吴永林家的电视机和茶几砸
了。作者抓住了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法制，也同
样抓住了基层乡村的核心观念：关系。书中人物的
命运都是在这二者的博弈上逐渐展开。

许桂英的吉星旅馆设有暗娼，生意的存续全靠
她原来同事在公安局工作的儿子在扫黄之前能通
个气，然而一次声势浩大的扫黄行动使吉星旅馆关
门。魏思孝对许桂英命运轨迹的设计，用一个角色
的际遇使读者切实感受到时代洪流中的社会治理
问题，启发读者对人情与法制的思考。卫学军和卫
学金兄弟的厂房污染严重，又不愿意花钱装环保设
备，只寄希望于请客打听消息和托人找关系。两个
故事本质关注的是同一个主题，我们的法制落实在
怎样的层面上？灰色地带的人物、产业显然更表现
了法制在落实中的某种复杂性。

侯军这一角色的人生更是魏思孝对规则和关
系这一对照组的充分表达。侯军童年时期不被关
爱，他的“关系”是缺失的。他对爱的渴望因此转变
为对关系的渴求，演变为常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控
制欲，和祈求他人认同的自卑感。因此他选择了好
控制的邓蓉和能够认同他的王立昌和李道广。同
时，他无人照管的童年也同样让他缺少规则的概
念，他的恶更多是一种无意识。侯军的杀人行为是
非主观的，他和李道广把一个人脱光绑在冬天的
树林里，又因为懒惰而不去看一眼，他的无知、无
感、无意志在这个荒诞的杀人事件中达到高潮。

落网之前的侯军和李道广走在和平路上，李道
广说，怎么这里都关门了，这个老板背景挺硬的。作
品中常常出现的类似话语，构成了魏思孝笔下乡村
生活的基本概念，强大的乡土传统在这里仿佛一道
大网，“关系”二字是这张网中所有人唯一的“常
识”。他们身处现代社会、现代生活，他们已经在现
代性中处处碰壁，但他们仍然不能理解“关系”之外
的社会结构，更无法理解法律、规则乃至法制社会
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余事”对于书中的人物而言究
竟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在指引着人物一步步在“关
系”的语境中迈向灭亡，这是魏思孝留给当代底层
叙事的一个答案。

《余事勿取》:移民时代与时代遗民

…

故乡的再现与变形，传奇的生成与失真
——关于林培源《小镇生活指南》

@李协如：平庸生活中新的生命力
在阅读小说时，会发现某些人物、故事，和我

们自己的生活经历有相似的地方，会产生极大的
共鸣。比如《青梅》中蓝姨的形象，我们认为她真
实，因为或许在我们的身边就能找到。其原因在于
我们有着相似的地域习俗，又同处于城市化演变
的大潮流的背景中，我们的所闻所见与作者笔下
的世界是相似的，也总能在作者描绘的世界中找
到自己生活的影子。虽然作者是从潮汕出发，但并
没有采取冷僻的方言俚语来塑造地域特色，而是
选取了一些更为通俗易懂的方言与习俗，这拉近
了与非潮汕地区的读者的距离。脱胎于世俗，聚焦
于小镇，作者善于拍下一幅幅小镇群像，真实地照
出小镇生活，让我们的情感在这里碰撞与共鸣。

作者认为：“小说一定要飞离地面”。受马尔克
斯等作家的影响，《小镇生活指南》中不乏抽离现
实的抽象虚构的作品，如《濒死之夜》《他杀死了鲤
鱼》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展现了作者另一副叙
事面孔。通过违背常识的手段来建立另一条与现
实联系的纽带。借助想象，作者让自己的故事“飞”
离现实，给读者带来崭新的体验。扎根于故乡土壤
的平淡故事，因不断探索叙事的可能性，被赋予了
传奇色彩。作者将自己的世俗经验熔炼重造，虽使
文章变得颇具“匠气”，但在华丽的层层面纱和怪
诞的氛围的背后，还是他想传达的小镇生活困境。

《小镇生活指南》给了我新的写作指南，或许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生活也许平淡无奇，但若选
择的不是漠视它，而是吸收它，体验它，经过自己
的炼造，总会“化腐朽为神奇”，赋予平庸生活新的
生命力。

@唐侨汝：潮汕文化的精神内核
这部林培源谦称“学徒之作”的小说集，折射

出作者的文学想象力和野心。林培源将自己比作
故乡的“异乡人”，在他的笔下，清平街上“畸形”的
人物在看似静水般的日子里纠缠厮打，但在那些
不经意的变故中转变成正在发生的“天塌下来的
事”，将人的孤独无助和支离破碎的命运联结起
来。

《小镇生活指南》里大量融入了潮汕的民俗文
化，但又不全盘吸纳，作者的野心也正突出于
此——打造一部每个人心中认同的潮汕文化故事
集。用十篇发生在清平街的不相交的市井生活，娓
娓道来潮汕文化的精神内核。“我对故乡的瞭望，
都与潮汕有关。”文中既有潮汕当地浓浓的地域文
化特色，也不乏作者的亲身经历。《奥黛》里迎娶被

拐卖的越南新娘是真实存在的，但越南老兵的这
一特殊身份却是经作者精心选择和虚构；《青梅》
中青姨的顺从父权、压抑沉重、无私奉献是潮汕女
性形象的真实写照，但日常生活场景的冲突描述
又是中国传统女性面临窘境的普遍状况。林培源
试图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带着疏离、平静的语调阐
释在潮汕这片喧闹嘈杂的土地上，平凡人命运的
无常。

林培源说，讲故事时，自己的声音是被隐藏起
来的，如同自己对故乡的观察那样。但是作者在本
书并没有完全做到。《青梅》里，作者是用小孩子的
口吻来揭发成年人生活中隐秘的苦难，但里面还
是融入作者对青姨这一人物的同情与怜悯，结尾
处带有自己的主观性，无法真正做到“置身事
外”。《最后一次普度》中高裁缝一家的故事也颇
有戏剧性，为了强化儿子被拐，妻子因痛失挚爱
而发疯的悲剧性色彩，缺少故事本应具备的纯真
与反思。《拐脚喜》中一个失恋的人物庆喜，被人
挑断脚筋后致残的堕落者，其故事实质是为了反
映一个当地死亡的民俗——“哪户人家死了人，
死者生前穿的鞋就会挂到门前”，为了渲染民俗而
撰写故事，缺少真实性和共情力。

@田娇美：隐喻与虚无
林培源是一个崇尚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

且致力于书写潮汕故事的青年作家。所以他的很
多作品讲述的都是潮汕的一些小故事，极具乡土
色彩。比如《小镇生活指南》这本书，是一本以“清
平街”为地理空间基础，展开对潮汕小镇的人与事
的描写的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是在这本书的
最后一篇《濒死之夜》却一改常态。

上世纪工业革命的开展，极大地冲击了年轻
人的身心。现代社会科技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实
世界与内心世界存在的巨大差异，让现代青年对
未来感到迷茫与彷徨，进而消极颓废。《濒死之夜》
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在受到多方面
的挫折打击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价值与
生存的意义，最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生活
中的失败，所以他只能从其他方面来寻求自我的
满足感和成就感，这是他偷盗的原因，也是他杀
害神婆的原因。“现在无人知晓这个月夜发生的
凶案，但是天一亮，这桩案件就会传遍整个小镇，
人们会谈论阿娘的死讯，猜测凶手到底是谁。他
确信无疑，不出一天，警察就会找到他，不管在哪
里，他都无处遁逃。”“现在大家都不知晓是我杀
的人，但是天亮以后大家都会开始讨论凶手是

谁”，这种心理像不像是一个充满了孤独感的小
孩，窃喜自己做坏事不被人发现，但是又渴望得
到别人的关注，以此来认定自己的人生价值？于
他而言，他觉得自己杀了神婆，就意味着保住了
自己的秘密。就好像现代的年轻人执著地想要抓
住自己的命运，想把生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
年轻人突然发现，杀了神婆，自己也会面临法律
的处罚，把神婆未说出口的生死秘密验证了。所
以最后他的精神世界崩溃了，选择以投江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生命。

作者作为一个同样在新时代成长的青年，他
对现代的年轻人的状态有着清晰的认知。因而，在
这一篇文章中，作者选择一个没有姓名的年轻人
来隐喻一代人，采用现代主义的叙事结构，以新奇
怪诞的艺术表现形式，把当代年轻人迷茫、彷徨，
在时代冲击下的虚无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何婉翰：缺一点真正的潮汕味
《小镇生活指南》是一本关于普通人生活日常

的小说集，大多数故事发生在潮汕区域。尽管作者
也曾强调，这是写给家乡的，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
的潮汕人，并没有在书中读出过多的潮汕味，更像
是把各个地方不同人的不同故事，置于潮汕区域
这个背景下，例如《最后一次“普度”》主要讲述一
家人搬迁后，在经历儿子失踪后，母亲精神失常。
其实这样的故事内容几乎不局限于任何地域，唯
一具有潮汕风味的，大概就是关于“七月半”的风
俗。个人认为，想要成为一本真正的潮汕小说集，
这些特定的方言、习俗只是一层外壳，只能够让非
潮汕人觉得这是一本潮汕小说集。而想让本土的
潮汕人真正认同，还需要更多的乡土元素，特别是
这个地方独有的，一旦踏出这片土地，再也找不到
替代物的元素。

其次，关于小说的“匠气”，笔者认为小说“匠
气”较为浓郁，例如《秋声赋》这一篇，一连串不幸
的事情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将一个正常人逼
得只能被铁链拴着度过余生。所谓“无巧不成书”，
因而这里面还是有作者的故意安排，显得有些“匠
气”过重，而过重的“匠气”会消减部分的“生活
气”。这也是该书“潮汕味”不足的原因之一。

而本书最大的亮点是从这小部分人的普通生
活经历，让无数作为“局外人”的读者产生共鸣，也
想找到自己生活的指南，摆脱现状，走出困境。

@韦晓薇：民俗刻画与叙事视角
作为千千万万潮汕人中的一员，在阅读完同

是潮汕人写出的《小镇生活指南》之后，我也在书
中看到了同林培源共有的潮汕记忆。正如林培源
所说的，他生活的这个潮汕小镇是他瞭望世界的
源泉。这也正意味着他的创作必然是有真实性成
分存在的，但是作为一名作家，有些东西免不得
会主观化或者是理想化，因此我在林培源的小
镇里看见了虚构中的真实。

回望中国当代文学，故乡写得好的，不得不提
周家两兄弟——鲁迅与周作人。在周家两兄弟描
写的故乡作品中，多采用故乡风俗进行描写，这似
乎成了书写故乡时的一个极好的写作角度，林培
源的《小镇生活指南》也不例外，在人物对话中采
用潮汕方言如“姿娘仔”“鼎”等，也有一些如岭南
养蜂场景、青梅酒、鬼神信仰等地方特色。可是林
培源《小镇生活指南》里的民俗与鲁迅故乡里的
民俗不一样，鲁迅作品里的民俗就只是他的故乡
的民俗，只适用于浙东地区，是浙东地区独一无
二的。林培源《小镇生活指南》虽然是立足于潮
汕，可是在其中我所看到的除却方言其他东西放
在潮汕之外的地区也是同样适用的。或许应该
说，作为林培源早期的作品，在运用民俗刻画小
镇他是成功的，但是用民俗刻画故乡却显得有些
牵强。

除了民俗运用，我也同意婉翰的看法，让林培
源的小镇故事失去“真实感”的还有写作上的匠
气。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多着眼于语言上的雕琢，而
在故事里失去了更深层次的元素。小镇承担着一
整片地区的传奇故事，这样的小镇故事有可能会
面临溃散与失真。另外，在语言叙事方面作者也稍
显稚嫩。除去《青梅》之外，大多数作品都采用了上
帝视角即第三人称来进行写作，相比于第一人称，
第三人称叙事所要花费的功力其实是更小的，但
同时第三人称也存在无法较好呈现人物心理等方
面的缺点。在《奥黛》中越南女人走后阿雄的内心
想法仅被一笔带过，虽然后面借阿雄找小姐之后
的作为来侧面烘托，但是在人物刻画方面力度还
是不够的。再回到第一人称的《青梅》，这是最打动
我的一个故事，在其中看见了大多数农村妇女的
影子。我想打动我的原因也有第一人称拉近距离
的作用存在，但是第一人称之不好驾驭也使得故
事出现了一点漏洞，作者拉不开与故事的距离，用
第一人称的视角却偶尔显现出全知，在人物描写
中不够细腻也不够全面。

尽管如此，在林培源的这部潮汕故事集里，特
别是在他的小镇“真”与“假”的结合中，我还是看
见了自己家乡的影子。

李协如、唐侨汝、田娇美、何婉翰、韦晓薇5人正在讨论中

…

慢派读书会：2019年4月23
日由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教师徐威组织成立，成员主要为
惠州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
生。在快节奏时代里，慢派读书
会主张各位成员慢下来，多读
书，读好书，从而学会思考、学会
审美，成为一个有见识、有品位
的中文学子。本次读书会阅读
书目为林培源的《小镇生活指
南》，该书以潮汕小镇为中心，讲
述潮汕故事。参加读书会的成
员，有的就是潮汕人，有的是广
府、客家的同学，还有几位来自
外省。大家对这本小说集，有着
不同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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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溪学社:上海大学中文系
本科生读书会是上海大学文学
院班导师指导制体系下的重要
单元，学生在班级导师的组织
下，每学期选择一定数量的理论
原典及文学作品，开展读书、讲
座及研讨活动，旨在协助中文系
本科生在专业课程的基础上，拓
展阅读范围、深入文本内部，逐
渐形成自身的文学文本及文学
理论研修风格。

丁思璐、温婉沁、彭秋豪3人正在讨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