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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第一感受

让人黯然神伤让人黯然神伤
却又甘愿舍身去过的浩瀚生活却又甘愿舍身去过的浩瀚生活

□□蔡蔡 东东

世务纷纭，片海茫茫，几年前与女性题材迷你剧《奥丽
芙·基特里奇》的相遇，算得上一桩美事。想来会倒吸一口
气，信息海量时代，淹没是日常，一不小心就错过了。居然
于混沌一片中把它找了出来，且拥有整块时间细细看完，确
实是美妙机缘，值得对生活道一声感谢。

此番次序与以往不同。往常先看原著，再去寻影视改
编，这次反过来，先遇见剧，惊叹之余发现竟有原著，快乐顿
时翻了倍。

剧集《奥丽芙·基特里奇》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开头。女
主角孤身一人来到树林，围巾铺在落满枯叶的树下，拧开收
音机，从包里拿出一块手帕。手帕里裹着的，是一把枪。她
装好子弹，深呼吸，抬头向上望。一幕幕画面干净节制，不
多煽情和卖弄，反而像在压抑着一波波汹涌上涨的暗
潮。这个准备离开人世的女人，表情异常沉静。仿佛有
一双手正掀开盖子，日常生活下面那个让人惊心的部分就
快要露出来了。极富包孕性的场景释放出巨大的冲击力，
这个开头让我有如遭雷击之感，后来读小说也不曾产生类
似的感受。

她会怎么样？悬而未决。收音机里的音乐声回荡在树
林里，场景一转，到了25年前。海边的一座房子里，奥丽芙
的丈夫亨利坐在餐桌前，正准备把情人节礼物送给妻子，收
音机里响着同样的音乐，转场自然，剪辑神妙。对，不费什
么力气，《奥丽芙·基特里奇》是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的杰
作。

很快找到原著小说的译本。原著书名是外国人名，出
版社大概担心销路，故名之为《微不足道的生活》。待到小
说再版的时节，剧已封神，口碑极佳，小说遂用回原名，即女
主人公的名字奥丽芙·基特里奇。

读小说，另有一番隽永滋味。从结构开始说起。小说
计有《药店》《殊途》《钢琴演奏者》《郁金香》等13个短篇，可
独立成章，分开阅读，好比13幅小镇生活的横截图，同时主
线人物奥丽芙·基特里奇贯穿始终，篇章间互有呼应，亦可
当作13个章节的长篇小说来读。先姑且称之为主题短篇
集吧。这类短篇集亦不少见，比如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
畸人》、珍妮弗·伊根的《时间里的痴人》，都有类似的布局和
结构。《奥丽芙·基特里奇》的优长之处在于，从首篇《药店》
开始，积蓄的一口气始终没散掉，情感冲击力越积越强烈，
一篇比一篇加深，层层叠叠地向你袭来；通过不同侧面的展
示，女主人公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相形之下，有些结构类
似的故事集，首篇精彩，后面却多像断了线一般松开来，整
体感不够。

伊丽莎白长于把握和展现复杂的生命经验，从开头的
《药店》到结尾的《河流》，每个篇章的人物都不是平面浅陋
的。比如奥丽芙，小镇的数学老师，她出场多，在她自己和
别人的章节里都能看到，是一个既有复杂性又有真实感的
女性。她丈夫亨利·基特里奇是药店的药剂师，也是有质感
的人物。圣人、君子和好好先生本不好写，一不小心就假
了、扁平了，没有活气了。伊丽莎白好笔力，她对亨利的书
写有层次感。亨利善良平和，对世界和他人怀有美意和善
意，身上有很纯粹的一面，可哪个人内心的犄角旮旯不曾深
藏秘密呢？亨利与药店年轻女孩丹妮丝之间的感情最为耐
人寻味，里头几不掺杂暧昧与欲望，却依然是复杂的、丰厚
的，是“成年人”的感情，表面并不热烈，只在内心蕴蓄无限
的宛转曲折。这方面，小说和电视剧的呈现都是蕴藉的、含

而不露的，得意而忘言的境界，鼓励观者补充和想象这人生
情境里可能的细节，意味悠远深长。女孩不美丽，被毒舌的
奥丽芙讥讽为“老鼠”，但亨利在人生的艰难时刻，几乎与女
孩秘密地相依为命着。女孩亦简单，她在不自知的情况下，
毫无刻意地慰藉温暖了另一个人——老亨利。老亨利是书
中最让人亲近和爱惜的人物，一个如此和善乐天的人，亦会
遭逢生命的艰难时刻，拼命挣出水面，渴望透一口气。婚姻
的隐秘创伤，生活令人窒息的一面，由此可见一斑。但亨利
的存在终究令人安慰，小说里有句话用来形容他最妥帖，

“他是个天真的人。对天真的信仰助他渡过生活的考验”。
奥丽芙呢，她又在经历什么？原著里写道：“吉姆·奥卡西的
车冲出马路后，连续几个星期，奥丽芙晚饭后都径直上床，
抱着枕头恸哭——于是他了解到，奥丽芙爱过吉姆·奥卡
西，很可能吉姆·奥卡西也爱过她。不过之后他从没问过
她，她也从来不说。”这里的“他”是丈夫亨利。伊丽莎白行
文克制，不多作解释，有戛然而止的魅力与自信。几句话一
笔带过，却有千钧之重，超越了简单审判，冷峻中包裹对生
活至深的悲怜和理解，是令人动容的情感的幽深之境，这
里有活着的苦楚，有成年人互相的察觉和宽宥，人心和生
活高度的复杂性也浮现出来。

这部小说是我心目中的女性文学经典，它对女性困
顿处境的呈现不是观念化和宣言式的，而是在生活的细
微褶皱间运笔。我也喜欢奥丽芙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不
美、不年轻，不是人见人爱的玛丽苏，不是爽剧里的大女
主。她没有一副现代先锋的面孔，并不擅长发出声音、表
达自己，她和传奇无缘，只是镇上一位无人注目的劳动女
性。她实实在在地活着，于生活的磨砺中悄然领悟、成长
和蜕变，暗夜中一个坎一个坎地过。奥丽芙是容易被忽
视被折叠的女性群体中的一员，小说耐心地把折叠的部
分缓缓伸展开。我热爱和敬重这样的女性，她们是凡俗
生活里的英雄，深藏着惊人的韧性和生命活力，多么不起
眼，又多么了不起。我总能在她们的故事里，看到众生，
看到真正的人世，看到让人黯然神伤却又甘愿舍身去过的
浩瀚的生活。

最后说说女演员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在很多人看
来，其外貌并不适合幕前，可她才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呢。她
气息冷冽，能力卓绝，会挑剧本，以重要作品立身。原著改

编收获耀眼的成功，赢得了2015年第67届艾美奖迷你剧
部分的主要奖项，首要的原因，是编剧的改编见功力，《药
店》《涨潮》《殊途》《安检》是小说里动人闪光的华章。电
视剧分为4集，也正是以这4个短篇的标题命名。编剧剪
裁和提取精到，还加入更加丰盈的细节和对话。其次是演
员的表演。读完原著会发现，选角厉害，演员们对人物的理
解深透，把握住了神髓和意韵。理查德·詹金斯诠释了老实
人身上的复杂，弗兰西斯则演出了不讨喜女性角色身上的
可爱。她的表演熨帖有深度，表现冲突不以大声说话和夸
张表情来尬演，表达不外露，妙至毫巅的细腻和准确。有一
幕令人印象极深刻，吉姆意外去世，奥丽芙躲进卧室，头埋
在枕头里恸哭，哭声喑哑断续。演员不是爆发着演的，而是
极精微地演出了一种孤独又痛彻心扉的感觉，冷漠外表下
压抑涌动的深情。奥丽芙没有讨巧人设和女主光环，不过
是一个言语刻薄性情又暴躁的女子，小说里描述她的外形，
多使用“壮硕、魁梧、块头很大”等词语。看剧的时候忘记了
名演员弗兰西斯，只是缺点不少的寻常女性奥丽芙，外在
和灵魂都是。非凡的表演艺术家让人物变得鲜活，有血
肉，无比真实，可以共情，恍若身边之人，并且，观众对她
也讨厌不起来。

那么，树林里的奥丽芙到底怎么样了？
小说极尽时空错落转换之能事，电视剧亦然。到结尾

处，序幕里那个本欲饮弹自尽的女人，和另外一个头发花白
的孤独之人紧紧依偎在一起，这是两个孤独者的互相依
靠。在他们窗外，大海空阔湛蓝，海鸟的叫声充满生机。萧
索的调子为之一变，故事未流于低沉阴郁，反倒拓展出珍重
生活的明朗维度，走向生命的开阔之境。奥丽芙的故事和
人生到底是热的。最后一幕，奥丽芙对着身边同伴，也对着
所有读者说出一句话：“这个世界让我感到挫败，但我还不
想离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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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东在文坛上素以诗人著称，其实散
文亦为其所好，作品数量相当可观，或许也可
称之“左手的缪斯”。他在诗与散文之间游刃
有余地自由转换，两种文体互为浸润滋养，尤
其是在散文中，诗仿佛鱼儿在水里或沉潜或
扑棱棱跃出，从而使他的散文具有属于自己
的审美调性。新近出版的“诗人散文”《全是
爱》，可以从中一窥其崖略。

霍俊明在“诗人散文”丛书的“总序”中申
明，丛书旨在打造“一个特殊而充满了可能性
的文体”。这个宣示，陡然令“诗人散文”不再
是诗人写的散文那么简单，而变得意味深
长。我在阅读了大量的作品之后，对“诗人散
文”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一、作者是诗人；
二、文本特征具有显著的诗性。必须廓清，诗
人散文不等于诗人的散文，应将诗的艺术元
素诸如节奏、韵律、跳跃、意象、隐喻、象征等
带到散文中来，如普里什文所言“我带着自己
的诗进入散文领域”，拥有诗性思维和诗性语
言。按照余光中的说法，就是诗化的散文，讲
究弹性、密度和质料。它不是诗人的跨文体
写作，而是融文体写作，鲜明地有别于一般散
文。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诗人散文丛
书”第一季雷平阳的《宋朝的病》，可谓“诗人
散文”的典型样本；三、文体本质是散文，非散
文诗，须符合散文的审美属性，是诗人对世界
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观照方式。总之，“诗人
散文”应该是诗人高擎诗的旗帜在散文的疆
域里自由驰骋，散文是体，诗是魂。巴乌斯托
夫斯基形象地说：“真正的散文包含着诗意，
犹如苹果饱含着汁液一样。”

若再稍作衍展，散文的诗性呈现不仅在形式方面，还在精神气
质和心灵气韵方面，如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就是海德格尔所
言的“诗意的栖居”，是对生活庸常性的一种挑战；《庄子》的汪洋恣
肆，《史记》的灵动鲜活，亦皆为“无韵”诗性的淋漓呈现。

刘向东的《全是爱》分四个小辑：《动物记》《山庄记》《布拉格
记》《石头记》。这个书名明显带有抒情色彩，让我想起鲁迅说过的

“创作总根于爱”，这是写作的原动力，无论是写动物、写人、写历
史、写石头，都旨在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深情眷念。说其是一部爱的
歌谣，大致不会令人错愕，作家笔端所流溢出的悲悯情怀和人性温
暖，亦显而易见。四个小辑均冠之以“记”，而“记”可谓古代最典
型的散文文体，记人、写景、状物、抒情、议论等均可以笔记之。在
这个“记”里，分明跳动着一颗诗心。《全是爱》的诗性呈现概而言
之，是意境的诗意、文本的诗嵌和语言的诗性。

《动物记》显然受到法国作家法布尔《昆虫记》的影响。我读过
《昆虫记》选本，刘向东说他读过多卷全本。《昆虫记》有科学的普
及、有人性的体察、有感性的挥洒，被雨果誉为“昆虫的史诗”，可谓
一曲生命的乐章。在《蝉鸣记》一文中，刘向东说他曾写过《蝉鸣》
一诗，读了法布尔对蝉鸣的描述，纠正了他一个错误认知，“我原来
还以为蝉是用嘴鸣叫的呢。幸亏是写诗，不然‘对心中的秘密守口
如瓶’和‘我的嘴唇总是湿的’之类，会不会让雌蝉知道了也大声惊
叫？”由此他说，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尤其是诗，美在不能说清，谁
知偏偏另一种美，在于仔细观察、描述准确、说得清楚。孔子曾说

《诗经》的作用之一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中有识，识中有
诗。刘向东写动物，观察细致、视角新颖，融进了不少科普知识。
如《养蚕记》说蚕从头到尾13节；《啄木鸟》说啄木鸟每啄一次的速
度达到了每秒555米。还有用嘴咣咣凿，为什么不会脑震荡和感
到头痛；《野兔子》说为什么兔子会直接撞树，因为眼神不好，两眼
视野不能重叠，没有立体感，等等，读来都十分有趣。一般来讲，儿
童都喜欢动物，刘向东写动物大多写的也是他童年的事，因此，文
字里含有童心、童趣、童真。即使成年的诗人，也有童年的举动，

“把活着的小鱼一条条捧到不远处的水坑里”（《渔猎》），“曾经拿罐
头瓶抓了几只蝌蚪养着，试图亲眼看看蝌蚪怎样变成青蛙”（《蝌
蚪》），对生活庸常磨损的抵抗，保持盎然的生命情趣，正是人生诗
意所在。

《山庄记》和《布拉格记》大体属于“游记”。前者是作者对故乡
承德的历史回望与自然人文景观的聚焦，含有对美的咏叹和史的
沉思。《布拉格记》则是作者随作家代表团访问捷克的一次游历。
作者以诗人的热切寻找卡夫卡、哈维尔、马哈、塞弗尔特等作家诗
人的精神存在，试图在这个异域空间与之达成心灵的默契和时间
的和解。

《石头记》是作者藏石、赏石的记录。一般来说，我们称文人玩
的石头为雅石，刘向东却不以为然，他说，谁若以玩石为雅而自诩，
真是小看了石头，也小看了自己。在他看来，石头就是石头，浑朴
天然，有大美，有灵性甚至是神性。人与石同构，孙悟空是石头，
贾宝玉也是石头。《红楼梦》原本就叫《石头记》。中国有愚公移
山的故事，西方有西西弗斯推巨石的故事。石头里有文化，石头
里有人性，石头里有诗性。《石头记》有几处描写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一是说西方的雕塑是把被禁锢在石头里的人解救出来；二是
父亲从山上捡来一块石头，上面有“活”字，父亲患了胃癌，这个
活字成了神谕；还有一个是贾平凹讲的，他的石友把街上穿印花
布大棉袄的女人看成了他家的石头。石头原本没有生命，刘向
东却将其写得性灵漾动，原本沉重却写出了轻盈，原本沉默却写
得趣味横生。石是实，实打实，却成了诗。千姿百态的石头，通过
想象，以美审之，意境全出，意趣盎然，这诗意的生活岂不胜过纸上
的吟哦？

读《全是爱》会发现，许多篇章都有诗行或诗句镶嵌其间，这不
能不说是诗人本色的潜意识显现。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书中大约
引用了46首诗，有中国古代诗词，有当代诗人作品，有外国诗人佳
构，还多次将自己的诗作为散文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注解或延伸。
如《玉米苗》，引录了作者自己的一首《土炕上的老玉米》，诗的长度
甚至超过了文章的长度。这种文本上的诗文同构、和谐交融，无疑
使散文作品跳跃着诗的音符。

如果说刘向东的散文以诗入文多少还是诗性外溢，那么语言
的诗性呈现则是其内在的关键所在。其一，长短句结合，以短句为
主，形成朗朗上口的节奏和旋律，富有音乐感。二是善用修辞。记
得诗人王久辛说过，文学就是修辞，大有道理。修辞是作品文学性
的保证，诗歌被称作“文学中的文学”，其意也在这里。如“看大鸟
在天空静静地飞，有时还静静地停住，像天空的补丁。……大鸟冲
下来的时候，树也是要把腰猫下的，让它拍一下，树也昏倒。”（《大
鸟》）寥寥数言，运用了比喻、夸张、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在满屋
沙沙沙吃桑叶的声音里，村庄边缘的桑树哗哗发抖。”（《养蚕记》）

“我发现这块石头的时候，它已经离开了河滩，在河边的沙地上等
我，我看见了它，它也看见了我。”（《神来之笔》）这些语言鲜活、饱
满，富有弹性，令人别有会心。

巴乌斯托夫斯基说：“散文好比是布，诗意就是织布的纬线。
散文中所表现的生活如果没有一点诗意，只能是粗略的自然主义，
既不会飞翔，也没有号召力。”（《散文的诗意》）我以为，此说对于散
文写作者是一个提示，而对于“诗人散文”显得尤为紧要。

远方的远方
——读李朝德报告文学《蝴蝶的翅膀》 □朱 镛

李朝德的报告文学《蝴蝶的翅膀》用朴实、诗意、准确
又清晰的表达方式，以一种独特的角度讲述了女高校长
张桂梅和孩子们的故事。区别于一般主题写作、先进模
范人物简单颂歌式的一贯写法，《蝴蝶的翅膀》充满了感
动、心酸、振奋、激励，又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和温度。李朝
德写出了一个人的黑、白、灰，更写出了立体的、真正的
人，写出了生活和生命的周期。

在书中，作家并不是仅仅写张桂梅有多么伟大，而是
重点体现生活的本真和生命的本意：“一个对生活心灰意
冷之人，无问远近，无论东西，她要走得更偏更远，到边疆
的边疆去。哪里更需要自己，就到哪里，也许忙一些还能
忘记生活的忧伤。”其间的艰难、痛楚、欢乐、眼泪和笑声，
在故事和文字里弥漫，令人思索。

书中写到，“华坪大地，百里群山，苍茫起伏。喊出一
声，不见回音”。多么苍白的声音，多么奇异的宁静。出
生于遥远的东北的张桂梅，来到这边疆的偏僻山中，就是
随时手里拿一个小喇叭，去唤醒一个个灵魂。由于生活
所迫，有很多女孩被挡在了学校的大门外。然而，因为有
了女高，这些女孩的命运改变了。在作品中，李朝德写到
周云丽两姊妹，她们是女高的第一届学生，女高建立，命
运向她们伸出了橄榄枝：“姐妹俩在一所全新的学校找到
了自己的名字。周云丽说，当看到那张小小的字条写着
周云丽时，她感觉一切都像做梦。她从来没有如此认真
地打量过自己的名字，是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的沉重。”
当张桂梅把她们姐妹录取入校后，周云丽残疾的父亲，一
个历经生活磨难不会流泪的男人，他的内心产生了巨大
的震荡：“那天看着姐妹俩走进学校，拉着素不相识的张
老师却突然掉下了眼泪。”这些文字背后，看得出山区女
孩的家虽然穷、残缺，虽然父亲爱护女儿，女儿疼惜父亲，
却往往爱莫能助！

这种在场感，不仅凸显了生活的场景和人的真实，还

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感和微型世界。同时，又带给读
者一种伤感又温暖、心痛又甜蜜的感动。最终，周云翠、
周云丽姐妹也成为了教师。这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
文明和爱的传递。所以，女高的日常，是远山的风景。这
种知识和文明的延续，如一眼山泉，永不枯竭。

张桂梅是一位老师、一位妈妈，也是一个倔强的女人。
她选定的事情，哪怕刀山火海在眼前，她也毫无顾忌往前
走。在课堂上，她是老师，在生活上，她是家长，在人生的路
途中，她是她们的拥护者和毫不妥协的引领者。所以，华坪
女高还有一大特色就是从来不在学校召开家长会。即使
开，也是开在大山里，老师上门，一对一召开。这是家长会，
是家访，更是无边的爱。其实，这也是张桂梅的倔强，她在
看到当地重男轻女的陋俗后，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要
管她们，我要捞她们，要把她们从大山里捞出来。”

人世间所有的道路都要向前走，注定没有永远的平
坦。张桂梅沮丧过、痛苦过，活着的沉重不仅仅是她自
己的命运，还与山里的孩子、世间的每一个人相关。张
桂梅非常清楚，冬天过后就没那么冷了。所以，她对学
生非常严格，学生们也会在背后叫她“周扒皮”、“半夜
鸡叫”、“女魔头”等，最终，是她的勇气、执着，照亮了孩
子们的前程。

张桂梅还有一个身份是儿童福利院院长。李朝德写
道：“为了捂热一块块寒冰，为温暖一个个在现实中的弃
儿，从2001年建院起她毅然决定直接搬进去和孩子们住
在一起。”李朝德在写这部书时，捕捉到了这块土地的厚
重和人生的波动，文章情感起伏、结构严谨，章节与章节
之间逻辑清晰，但独立开来，每篇都可以当精美的散文来
读。全书写得大气而又精细，作家对生活足够了解，对教
育认识深刻，对人生有足够的感悟，无情、失望、痛楚交
织，爱与温暖伴随，在平静的文字中叙述出了一种闪光的
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个体的张桂梅，她以自己的

毅力走出了生命的发展与创造之路，也引领着越来越多
的人一起走在这条路上。

在写作的世界里，有人用听觉来感受，有人用视觉来
感受，在《蝴蝶的翅膀》里却两者兼得。所以，书写的内容
便呈现出斑斓的色彩。虽然整部作品主要是写张桂梅的
生活、事迹、教育和理想，但是，文字背后却透出了一个时
代，命运、环境不同的人的人生百态，也传递了他对教育问
题的深层思考。这是作家写作的责任和意义，也是这部报
告文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作家还写出了张桂梅的爱与
行动，那种深沉的爱和深邃的思想启蒙——愿每一个哭泣
的孩子，都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因此，这是一部值得
教师、学生和家长去读的报告文学，它能让人体味爱的本
义及教育的本真。

作品隐藏着双重意蕴，一种是遮风挡雨的雨衣，另一
种是色泽明亮艳丽无比的色彩。作家写到了蝴蝶：“蝴蝶
在云南很常见，华坪当地也很多……蝴蝶的一生大部分
时间是痛苦的蛰伏……所有在黑暗中的蛰伏和忍耐，不
就是为了这一秒的展翅翩翩飞舞吗？”这正隐喻着张桂梅
的人生和经历，也代表着千千万万个孩子的成长与蜕
变。蝴蝶翅膀斑斓的色彩，不正是一个个在生活中历经
磨难留下的印痕？

人与蝴蝶一样渴望飞翔。曾经生活伤痕累累、患有
多种疾病的张桂梅，离别、病痛、孤独，生活和生命的伤，
似乎都让她一个人承担了。但是，她却把所有的伤转化
为爱和温暖。她宁愿用头脑、用瘦小的身板为教育献出
一切，她单薄的身体发出生机勃勃的力量，为女高的学子
们挡住暗处的危险、挡住黑夜的冷风。她用自己的心血、
思想和精神乃至生命创造出的世界，把暗夜的群山照亮
了，把心如死灰的无望的人生点燃了。《蝴蝶的翅膀》就如
同蝴蝶，它散发的美好和给人留下思考的空间，正是它飞
翔的美丽的翅膀。

“
”

我热爱和敬重这样的女性我热爱和敬重这样的女性，，她们是凡俗生活她们是凡俗生活

里的英雄里的英雄，，深藏着惊人的韧性和生命活力深藏着惊人的韧性和生命活力，，多么多么

不起眼不起眼，，又多么了不起又多么了不起。。我总能在她们的故事我总能在她们的故事

里里，，看到众生看到众生，，看到真正的人世看到真正的人世，，看到让人黯然神看到让人黯然神

伤却又甘愿舍身去过的浩瀚的生活伤却又甘愿舍身去过的浩瀚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