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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南天三颗星
——三位广东作家的小说漫谈

南翔与《伯爵猫》

总体上，我很喜欢王威廉的近作中所表现出的沉稳和
大气，
这给他本有的诗意与灵气增加了更多的底气。

简说蔡东的《月光下》

王威廉的《你的目光》
王威廉是新一代作家中非常诗意，同时又非常有现实
感的一位。
这里主要谈一谈他的中篇小说《你的目光》。这是一个
内容绵密、容量颇大的小说，事关现实中青年人的创业、爱
情、人际交往、家庭伦理等，再往小处说，还涉及眼镜设计艺
术以及诗歌等等。
“眼镜”涉及看世界和观照人的方式，这就
把小说寓意化了。人物其实主要是两个，眼镜店店员“我”
与专业眼镜设计师阿姿。两个人偶然相遇之后，经历了一

女性的自我和解与相互和解
——关于蔡东的近年写作
蔡东是一位颇具想象力、理解力、表现力和社会情
怀的作家，也是时代变局和现实生活的观察者、思想
者。她能较好地与历史和现实、居住地和故乡建立一
种关系，使她能把自我的生命展望建立在她所移居的
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中，建立在新旧文明冲突和
想象的探索中，建立在个体的有质感的人物和细节之
上，并不断突破自己的艺术边界，颇具叙事策略和审美
个性。
作为一位内心有爱有光的知性女性，蔡东写了一
系列深圳新移民生存与精神创伤的作品，如小说集《木
兰辞》
《星辰书》等，形象地表现这个供初来乍到者做梦
的地方：深圳的疲惫、希望和活力。她以细小而尖利的
悲剧承载人们关于现代性和未来的想象，反省它摧枯
拉朽的商业力量，尤其追问家庭内部的灵魂依托、心灵
希求与自我反省。近几年，蔡东则更多地思考女性情
感与命运，她以一系列作品记录这个时代女性精神、女
性气质的变迁，不懈地关注当下的女性生活和女性生
存，思考女性在大时代大变局中、在困惑的心霾环境
中、在人类与城市现实的自我较量中，究竟生活在什么
样的世界里，尤其是面对生活的创伤，女性如何自我疗
愈与自我救赎。
当然，这源于蔡东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及其处理精
神与俗世的平衡能力。她把所见所闻所感当成一粒粒
金粉，包括日常心灵的每一次悸动、书斋阅读的每一缕
思绪、油盐柴米的每一个细节。蔡东以心性才情聚拢
这种微尘，熔合成金，锤炼出自己的“金玫瑰”。而铸炼
的过程，便是关于寻找自我，关于奇遇和秘密，关于救
赎与重生的过程。她从短篇小说《往生》
《朋霍费尔从
五楼纵身一跃》，到《伶仃》
《她》，再到《月光下》
《日光照
亮北斗》，生动书写了现代女性的挣扎人生，即从挣扎
到人性的瞬间裂变，再到自我救赎与生命重生，深刻阐
释了女性的自我和解与相互和解，及其寻找光和爱的
几个人生境地。
《往生》呈现老年妇女康莲的日常“挣扎”。康莲患
有心脏病，却要长年累月照顾 80 多岁患老年痴呆症的

□张燕玲

老公公，在日复一日的劳瘁中透支了身心，及至精神一
步步接近“涅槃”。它相似于颇具哲学意味和寓言性的
小说《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女主周素格照料失
智丈夫的日常，周素格与《往生》的康莲一样，也在绝望
中希望丈夫如猫一跃，
“了断他”大家解脱，人性裂变的
瞬间黑暗袭人。所幸，作者却在杳无人迹处找回爱与
光，重新找到自我救赎与自我和解之路。
而到了《伶仃》，这种寻找生路有了外援，小说以极
端的方式写了丈夫出走后卫巧蓉的“伶仃”况味。蔡东
明白女性的命运太荒凉了，男主说想一个人过，可以不
管不顾；女主不仅很难做到，还非得自己寻找无端的真
相，疼痛到令人寒心。当一切大白，卫巧蓉与生活和解
了，山峦连绵、白云飘过，万事万物都没有改变，但对卫
巧蓉来说“身边的黑暗变轻了”。与生活和解是蔡东赋
予《伶仃》的一缕阳光。小说《她》比《伶仃》还深邃压
抑，但更为坚韧与智慧，因为女主文汝静从来没有丢弃
梦想与尊严。
《她》中的文汝静心中一直有着光和爱，表
面上为了家庭暂时放下精神自我，把“真实的自己”藏
起来，但结尾我们看到镜子里的“她”的个人世界是沉
静优雅、坚忍高贵的，
“ 她”做了自己的神。小说寻找
“她”的过程就是发现人的尊严与生活诗意的过程。还
值得一提的是，
“她”文汝静，从未正面出场而又无时不
在，极大地凸显了蔡东的叙述力量。因此，这种种女性
人生困局的纠结、人性深处的幽明，在蔡东有血肉有痛
感有艺术的笔下，表现得既充满人间烟火，又惊心动
魄，更充满诗性，
直抵生之意义，
颇具艺术张力。
充满人生苍凉况味的新小说《月光下》则是在人性
深处表现了小姨晓茹多年后对精神创伤的自愈，与外
甥女刘亚与社会现实的相互和解与自我和解。这种因
叛逆而遭遇生活创伤、家庭离散的故事，我们分明生活
在其中。上世纪大多数人家儿女成群，头尾的兄弟姐
妹相差十几二十岁是常态，大多人家老小又往往长得
最好看，是小辈们的偶像、亦师亦友的启蒙者，而且近
朱近墨的。在此刘亚与李晓茹亦然，早年两人的生活
相粘，便是我们所有人成长的缩影：
“ 我和她年龄相差

十几岁，
辈分上她高我一辈，
我们却亲密得更像姐妹”。
为此，刘亚见证了小姨的青春期叛逆、对待婚姻的
幼稚及其梦想与家庭与社会现实冲突得头破血流并销
声匿迹。到了小姨当年人生阶段的“当下”，刘亚已经
历二十几茬的春夏秋冬，终于有了面对失联小姨的勇
气：
“这一刻，我辨认出胸口突然涌上来的热流是什么，
是庆幸，庆幸在我能理解更复杂的人世时，还有机会跟
她相见。”这份时代的记忆与沧海桑田般的人间情感，
不仅是刘亚的，也是我们的。疼痛不期而至，同情之理
解油然而生。
“ 她问，现在爱吃什么，我说，你做的都好
吃。”这何止日常对话？分明是失散亲人重聚的千言万
语。瞬间，傍晚母系的月亮不仅慰藉着这对失而复得
的曾经闺蜜，
也映照出女性成长的万万重。
相形之下，新作《日光照亮北斗》可谓在卑微中抵
达人生澄明之境。作品以深圳科技园女程序员赵佳心
理时空的阳光，照亮现实生活的逼仄溽热与潮湿阴
暗。故事把转型期深圳打工群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
性呈现了出来，而其中赵佳、徐璐呈现的万物向阳而生
的生命活力在作者沉静节制的叙述下有着不可遏制的
热流和隐忍力量，如对阳光的渴望与追寻、亲情的远
近、女性的友谊、梦境的隐喻、南方独特的人文地理、许
多不闲的闲笔，生动精细、美妙丰富，赋予了作品无限
的诗意和艺术张力。
“两性冲突”归根结底属于伦理冲突，
“当伦理秩序
赋予个体的伦理身份具有被压迫性或被歧视性，人们
应该如何做出伦理选择？”卫巧蓉没有勇气反抗伦理秩
序的不公，只能靠女儿帮助，康莲、文汝静、晓茹和刘
亚、赵佳和徐璐们则是在社会与人性的大熔炉锻造下
超越这种伦理身份，不再难为自己而获得与生活的阶
段性和解。但女性的梦想永远在路上。毕竟，女性解
放和个性独立是以两性互相妥协、互相融合为底色的。
在此意义上，蔡东较好地平衡了书斋与人间烟火，
以良好的文学修养、敏锐的直感心性、深刻的生活体验
以及对生活的还原能力和艺术表现力，创造出一个个
结构紧凑精致的文本、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盎然诗意
的智性情思。可以说，蔡东的女性书写为当下女性文
学贡献了新的美学形态。她深入人到中年近乎无解的
家庭困境，对中老年女性的开掘已到灵魂深处，所幸与
疼痛同在的是，作品呈现了在生活中挣扎的女性都梦
想能和所爱的人一起站在同一高度，仰望同一片天空，
然后各自成为更好的自己，哪怕难以抵达，也不难为自
己而活出尊严。蔡东用作品把这个梦想一点一点向前
推进。

柠柠

蔡东作为“80 后”中有较大影响的作家，一向以很强的
现实感、精细的人物刻画、成熟的小说笔法而著称。作为一
个山东人，她身上可能承袭了更多传统文化的负荷，而长期
生活于深圳这样的南方移民城市，生活本身的异质性的磨
砺则给了她更多敏感。所以对于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与心理
情态，她的感受就特别精细和强烈，对于她笔下的人生故事
的伦理思考也就特别沉浸和深入，对人物情感世界的表现
也会特别敏锐和丰富。
蔡东已然有许多短篇小说的名篇，像《伶仃》
《往生》
《朋
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
《布衣之诗》
《她》等等，这些作品或
者写人物的情感创伤，或者写日常的柴米油盐，都深入到生
活现场的细节与人物心灵的精神末梢，她所有对于人物的
观察与剖析都是如此哀而不伤、藏而不露，冷静中透着悲
悯，
旁观中显现出纤毫毕现的理解。
这里只能简单提到他的短篇新作《月光下》。孟繁华教
授的评论中说她“走到了人性的深处”，我深以为然。这篇
小说将小姨与外甥“我”之间的交往作为历史的一个影像，
在时间与空间的大幅挪移中写出了今与昔、故乡与深圳，以
及这一处境的变化所催生的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她非常强
烈地暗示和明示着我们，
“这就是深圳”，就是人的成长与变
化、记忆与遗忘。即便是在亲人之间，也会发生着情感的戏
剧性变化。
在这个充满世俗意味的亲情故事里，蔡东看似淡然而
漫不经心，实则精描细摹，暗藏了哲学式的分析与观照，写
出了人性中易有的自私与淡漠、虚荣与卑贱。当然，她也满
怀深情地写出了童年的纯真与朴素、成长中的丢失与找回。
这篇小说的戏剧性逻辑也许没有那么强，但作者在处
理人物的时候设置了漫长的生活作为根基，将散碎的记忆
埋设于小说的主线两侧，随后又始终坚持在心理的微妙变
化中来塑造人物，所以最终显得十分精致而复杂。加之，蔡
东小说的语言与节奏一直都掌握得非常从容优雅、适度而
得体，
所以称得上是短篇小说中的妙品。

南翔的短篇小说《伯爵猫》发表之后，为
《新华文摘》
《小说月报》等多家报刊转载，上
榜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好小说，同名小说集也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可以说评价都比较高。
南
翔的小说我读得比较多，像早期的《绿皮车》
《老桂家的鱼》
《回乡》，还有《北京文学》刊发
的《果蝠》都读过，他无疑是一个写短篇小说
的高手。
短篇小说实际上跟诗歌非常相近，
它
不像长篇，
一个长篇的构思可以写一年两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对于短篇小说，
一个好的艺
术构想、一个精致的创作，可能一周、十天就
结束了；
接下来就有下一个，
但是下一个什么
时候能够完成，形成另外一个创新与审美的
东西，是很难说的。因此，短篇小说是很有难
度的，并不一定说篇幅长就难写，短就好写。
短篇小说要求对艺术有敏锐的感觉。
所以，
我
特别尊重短篇小说这样一种文体。
南翔的短篇小说写得很特别，
《伯爵猫》
□
这个万余字的短篇一上来就给人一种南国城
市黄昏的感觉。
对南国城市，
我认为它白天是
一回事，黄昏是一回事，夜晚又是一回事。南
方的黄昏是最热闹的。黄昏是一天中的一个
临界点，
它既不像白天那么嘈杂，
也不像夜晚
那么热闹。
在南方，
深圳人或广州人这个时候
要准备做什么呢？肯定与北方不一样。
《伯爵
猫》一上来是一个有点吊儿郎当的电工出场，
他是为这个书店的最后一次活动修理店招。
都要关店歇业了，
灯坏了就坏了，
为什么还要
去修理呢？
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细节，
这个细
节体现了南方人、深圳人的敬业精神。
一个叫伯爵猫的书店要歇业了，小说通
过集中书写了这个书店歇业前颇具仪式感的
一次聚会，
把南方生活的多重场景带出来了，
特别有南方温润的生活气息。
《伯爵猫》当然
不是所谓重大题材，
不是某种英雄传奇。
英雄
传奇类的主题面临的都是紧急状态，处理的
都是重大事情，必须要有一个英雄出面才能
扭转乾坤。
《伯爵猫》不是，
它在南方生活中找
到了一个非常小的切口，即一家非常小只能
容纳 20 来个人的小书店歇业前遗憾而又温馨的一幕。这里不需要
英雄与传奇，
不需要大开大合，
如同一首歌结尾的部分，
余音袅袅，
慢慢淡出与消失。
这样的故事和场景是难写的，
怎样写才有艺术性
呢？不像传奇，传奇好写，通过传奇故事，英雄出场，在紧急关头化
险为夷，
小说就可以结尾了。
那么，
作为一种日常生活里细小的事件要构建小说，
使它成为
一个艺术品，不创建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而使之成为艺术是很难
的，
既对作者的想象力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同时也对读者阅读
的过程提出了挑战。在这里，你不可能获得某种传奇式的刺激，吸
引读者的是细腻而丰富的生活本身。
通过这么一个夜晚、一群读者和他们的忆旧带出故事，
《伯爵
猫》的氛围酝酿得很足，
非常精致。
这里面有女主角娟姐姐的回忆，
她的演说、她的叙述，带出了主人公的过往，包括她为何要办这样
一个吃力不挣钱的书店，而且一办就是 16 年；又通过书店的铁粉
老刀、陆工的回忆，将曾经来书店分享过新书的作者、诗人以及电
影导演带出来了，
立体地呈现了一个书店的形象，
让人惆怅不已的
同时，
又感到爱意缠绵。
我觉得把日常生活的细节变成故事，并且把这个故事升华为
艺术，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难点，迄今仍是一个难题，南
翔在这个领域里艰难地探索和跋涉达 40 年之久，非常值得敬佩。
对中国文学而言，自 20 世纪至今的 100 多年以来，如何把个人的
经验和日常生活变成艺术主题，这需要几代作家坚韧不拔的努
力。南翔长期以来对这样一个题材的探索确实值得我们注意。他
通过一个短篇小说，把生活琐事背后的那种理想主义色彩传递得
非常好，
一个小书店的寄寓超越了物质生活，
令很多精神指向隐藏
其间。

张张

南翔已渐成当代短篇小说的大家。我曾为他的小说集
《绿皮车》写过短评，我印象中，他将当代的历史、现实，各种
个美好而漫长、幸福而波折的爱情故事。两个人物分别出
敏感的伦理问题、社会问题、底层生存问题、人的精神世界
自两个普通的有遗憾甚至有残缺的家庭，尤其是阿姿，母亲
的问题汇于一炉，用了极具有现实感，同时又颇具有寓言意
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哥哥因斗殴入狱，父亲悔恨而致病，母
味的笔法，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擅长处理现实”的能力，
亲在阿姿带其外出散步时偶然落水而死。这一悲剧事件导
是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品质。并非有太多作家有这样的能
致阿姿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总之，都差一点彻底葬送了他们
力，大部分的人，喜欢堆砌现实的材料与现象，而艺术处理
的爱情。但最终在“我”的精心呵护下，阿姿终于战胜了病
的完成度却很低，不过是在重复别人的处理罢了。
痛，
有情人终成眷属。
之前南翔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有很多。
《老桂家的鱼》
日常生活的凡庸与艰辛、普通人生活的挣扎与奋斗，这
写了大时代困顿的渔家生活；
《抄家》展示了抄老师家的无
是小说中最多的场景与细节。王威廉努力还原日常生活的
知的红卫兵们与精通音乐、艺术、历史、人文、军事等等知识
本来样子，在凡庸中完成了这个砥砺人性、温暖人心的故
的谦卑的老师之间构成的鲜明对照；
《1978 年发现的借条》
事。令人感慨不已。还有，如何建立人格的自尊，如何获得
写了一张革命年代被征用了粮食的借条，持有者始终没有
爱和信任，这是小说的现实性与生存关怀中的一个重要命
得到归还；
《无法告别的父亲》说的是一个身份复杂的老人，
题。小说中的“我”本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虽然爱着诗，有
在病入膏肓之时讲述历史……还有最有名的《绿皮车》，通
一点才华，但因为生活的迷茫，缺少奋斗目标，其实过得浑
过一个即将退休的普通铁路职工的视角、他的最后一次值
浑噩噩。只是在遇到了懂“设计艺术”的阿姿之后才仿佛被
班，观看着这即将被历史淘汰的绿皮火车，回忆他的半生职
唤醒了，有了爱，才有了生活的动力，有了责任与担当。之
业生涯，生发出历史变迁的百感交集。这些都从不同侧面，
后才逐渐获得了人格上的成长，由一个沉湎网络游戏的胖
触及了当代历史与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其中还有多篇可谓
子变成了一个充满诗意和格调的真男人。
上升到了历史质疑与哲学追问的层面。
“由生活中的随波逐流者，变成了新生活的观察者，和
所以某种意义上，南翔是既具有现实自觉，同时又具有
生命蓝图的设计者”，这仿佛是一个充满寓意的主题逻辑。
先锋精神或寓言意识的小说家。我原先为他写的一篇文章
这是很高明的一个设计，
也可以说是从人物关系中的发现。
的题目就叫作《在现实与寓言之间》。
从上述的意义上说，我以为，这是当下写作的一种微妙
《伯爵猫》作为南翔近作中一篇影响较大的作品，也可
的价值转向。威廉是用作品在参与某种新的文学理念的构
以说承续了他之前的写作，但更凸显了现实感与忧患意
建与想象。这种新的文学理念可称之为是一种比较沉浸和
味。一家书店倒闭之前，店主举办了一个仪式，将众多“铁
内在的“新现实主义”写作。或许这也是 1980 年代以来逐
粉”读者召集起来，举办了最后一次聚会。这仿佛是一个寓
渐走弱，但又还一直存在的“现实主义”的一种延续。前文
言，它让人心里充满了酸楚。在现实的经济与营商环境中，
所谈到的南翔的《伯爵猫》也是同样情况，不久前我谈到的
一家勉力经营了 16 年的书店就这样关门歇业了，不免令人
广东的杨克和卢卫平两位诗人的写作也庶几近之。这里我
悲从中来。这些出现在书店中的人们大约也都是小人物，
想强调的是，如今的现实主义写作显得更加内在和深沉，很
但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真正的读书人，也是真正
少流于表面文章，而充满了生活表象下的哲学思索与伦理
的精神的主体。他们很卑微，但也很真诚，他们支撑着百
求问。
业，支撑着生活、伦理、契约、友谊、爱情，他们是可歌可泣
还有笔法的问题。这篇小说写得十分绵密，绵密得略
的，值得尊敬和礼赞的。对照他们，我再回看我们的文化界
有些冗余、密不透风，有些地方显得有些沉闷了。但是叙述
知识界，我甚至感到叶公好龙者的羞赧和汗颜。
两个家庭各自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也给两个主要人物的性格
《伯爵猫》讲述的是一曲精神意义上的挽歌。这些小人
与生活做了必要的铺垫。同时，这也反过来增加了小说的
物倚靠一家书店，共同营造了一小块精神的家园。从店主 “浮世绘”
意味。
娟姐姐到店员阿芳，到那个略显粗俗的电工，还有那些在这
里分享他们的读者经历和人生故事的人们，陆工、律师，那
些有名字和无名字的人们，他们并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也
没有出离世俗的太高境界，但他们都值得我们对照，像许多
面灵魂的镜子。
小说的笔法是南翔一贯的：看似朴素实则精细，落笔于
现象，求意于内里，透过小场景，看见大时代。他书写了作
为寓言的现实，也可以说，在现实中发现了寓意。同时，他
的温暖中又有着坚硬的内核，
悲悯中也洋溢着批判的力量。
南翔在短篇小说领域的多年耕耘，可谓不急不躁，不计
功利得失，是值得我们致敬的。

□张清华

南翔短篇小说《《伯爵猫》》的启示

虽然从年龄结构上讲，南翔、蔡东、王威廉并不是完全
意义上的“老中青结合”，但他们确乎是广东省乃至大湾区
现今的作家结构地图的优秀代表，尤以其中短篇小说的写
作最具影响力，因为这里的生活节奏更快，生活的状况也更
像是万花筒，所以出现中短篇小说的丰收景象是毫不奇怪
的。他们像三颗明亮的星，镶嵌在南国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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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
目光
、生命与记忆
——王威廉与未来诗学

□刘大先

王威廉从 2018 年开始将科幻元素纳入到自己的小说写作中。确实，科
技是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它是现实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从科
幻文学史的进路所牵涉的亚文化。因此他晚近的小说很难说是那种作为文学
史边缘类型文类的“科幻小说”
，他既非技术流的“硬科幻”
，也没有过多从
政治与哲学角度进行的“软科幻”色彩，毋宁说他是在做一种从现实问题生
发想象而产生的微型思辨文本。那些文本从“文学性”上来说也许并不很讲
究，因为那本来就不是它们的侧重点所在；或许也谈不上太多的“思想
性”，因为几乎没有涉及任何宏观政治经济学议题，而主要着眼于技术垄断
及其造成的人的情感与精神方面的变化。他念兹在兹的话题是：如何面对野
蛮现实，如何想象人文的未来。
王威廉体现出呼之欲出的综合性写作的野心，要将他此前作品中涉及的
主题都囊括进来，以至于作为读者的我，第一反应这是一个“主题写作”。
《你的目光》 在两个城市边缘人的交往与爱情中，将深圳的发展史、潮汕地
方文化、客家人的历史、对于世界观察方式的哲性思考等等都一股脑包裹在
一起。尽管我并不认为它在既有的文学观念中取得了多大成就，但不妨碍它
得到很多的关注，因为人们对于当代写作中遍布的一般悲欢离合故事、个体
恩怨情仇、某种文化的符号化表述已经感到厌倦，对超越于此的“宏大叙
事”充满了饥渴，而 《你的目光》 是以中篇的篇幅书写了一个长篇的内容，
包含着各种可以阐释的维度，这让它在形式和修辞上不够成熟圆满，但恰在
这种粗糙有时候有点生硬的表达之中显示出了创造性的生命力——生命力是
最为难得的品质，构成了无法确知的未来的基础。
在 《你的目光》 中，王威廉试图在爱情故事的框架里综合此前作品的一
系列主题：目光笼罩的景观社会、生命意义及其与经验和记忆的关系。主人
公是开眼镜店和设计眼镜的小人物，随着情节的进展，“我”在设计不同眼
镜的过程中，不断回溯历史和记忆，这似乎回到了柏拉图关于回忆的论说，
回忆通过向过去的沉溺而达到对现在确证，成为建构此在的方式，可以说是
人的生存方式本身，但是其背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于时间和时间感受问
题。现代以来，如同阿伦特所说，“现在”似乎消失了，成为在“过去与未
来之间”的东西。对“现在”的遗忘使得我们不得不或者回溯过去，或者展
望未来，从而形成一种“未来已来”的错觉。如同我前面所说，其实未来可
能从未到来，或者只是到来了其中的某种可能性，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现
在，而 《你的目光》 将时间贯通起来，实现了柏格森意义上的生命的“绵
延”。王威廉所说的“未来诗学”在这个意义上便成为寻找当下生命存在意
义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