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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震里的闪光人性大震里的闪光人性
——读卢一萍中篇小说《大震》

□ 钟正林

从春花烂漫到秋果丰硕从春花烂漫到秋果丰硕
——品读钟建平诗集《香炉湾絮语·山音》

□ 方守金

书里人生

本埠书评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卢一萍的《大震》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倾力
打造的“百花中篇小说丛书”中的一部，写了
一个死囚犯在汶川大地震中“逃往与回归”，
从而完成“人性救赎”的故事。其中的诸多精
彩，包括第一天报到即遭遇大地震的狱警谭
乐为、死刑犯陈尔璧和犯人杨耀东等身心所
承受的炼狱般的刻画，都是围绕金悦娴在大
震前一天送给恋人谭乐为的“一对红色小金
鱼”的细节引发的。

这“一对红色的小金鱼”使警官谭乐为
避开了死神的咒语。这对红色的小金鱼曾
经兴风作浪于神话《山海经》和安徒生的童
话，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文字中，那位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与谭乐为一样历
经炼狱般的人生，却在“小金鱼”里归于平
静。只不过谭乐为是托女朋友爱的神力庇
护，布恩迪亚上校却是以锻造小金鱼来排遣
失败和孤独。

《大震》里的“一对红色小金鱼”使我的
阅读视野星斗般闪亮，有了这个细节，小说
的内涵根系审美因而勃发出藤蔓样的生命
力，人性于灾难中的亮光，包括陈尔璧的母
子情、谭乐为对于恋人的痛念等都是值得玩
味的细节。如果说陈尔璧挟持杨耀东逃跑
寻找母亲途中救死扶伤是小说意义的开始，
那么，本是去追捕的狱警谭乐为受伤晕倒反
而被抬到陈尔璧的手术台上，无疑是值得玩
味的细节。这个细节非一般小说家能手绘，
它的独特处不止于审美的机巧，我以为，掬
捧出警察与罪犯的人性深刻与厚度才是笔
力意蕴。

文学是人学。高尔基关于文学定义的
句子到今天仍然是写作的指南。我甚至以
为只要文学表达存在，它的光照依然不会暗
淡。

“陈尔璧站定了，他看了一眼谭乐为，发
现他脸上有一道模糊的泪痕。”这道“泪痕”
既是小说家笔下的人性发现（铁血警察也是
人），亦是高尔基强调的“人学”。有了这“泪
痕”，“明白了自己的身份”的陈尔璧开始为
谭乐为处理伤口，对抗对立由此转为对话或
理解。人物在小说语境中的意义开始深入。

“泪痕”这个细节虽只有一句，很容易被
诸多的鲜活细节所遮蔽，但这工笔中看似不
经意的一笔，却是与贯穿全篇的一对“小金
鱼”对应的，准确地说是一对“小金鱼”金色
藤蔓触须的延伸。这“泪痕”是在后面的细
节中出现的：“他看着谭乐为的眼睛有些潮

湿”，但当视角转换为杨耀东时，恋人已成摆
放着的遗体。谭乐为想起女友怀里抱着的
孩子，怎么也掰不开她的手，想起恋人死亡
时还是奔跑的样子。我想起了小金鱼，作家
开篇描述的这个细节，成为了小说主角心理
恋人的身姿延续。有了这“泪痕”，“小金鱼”
细节的藤蔓触须因而有了支撑点，大地震后
的惨绝人世因而有了一线生机，警察的人性
在劫波中发出温暖光亮来。

因此，谭乐为脸上的“泪痕”这看似不经
意的一笔，却是点亮谭乐为与陈尔璧、警察
与罪犯对立壁垒的精致之处，这一笔是人物
内心深海呈现于海面的浅浅波纹。

一部成功的小说是有小说地理的。《大
震》的小说地理是成都西郊，年代是“5·12
汶川”下监舍人的心灵史。我们从文本中涉
猎的巴中客运站、成都城西看守所、诡异的
烂尾楼、茶店子、成都银行西郊支行等耳熟
能详的名字重返了大地震时的成都地理，卢
一萍笔下的警察与罪犯在那危情时刻的灵
魂淬炼就在成都西郊这片大震废墟中展开。

在小说的叙述视角上有两种：一是上帝
视角，二是自然视角。前者历来被广泛运
用；而自然视角注重的是人与事的代入感，
强调叙述者的在场，不乏侦探小说的推敲，
不是上帝什么都知道。即使知道，也要由合
理的细节来呈现。

卢一萍在陈尔璧这个人物的刻画上有自
己的叙述考虑，他运用的是自然视角，即通过
剪断脚链后依然想证明清白的杨耀东的心理
活动来口碑陈尔璧这个医生杀人犯的好。

“如果不被枪毙，不知道一生能救多少
人呢。所以，他真心希望他能逃走，永远不
要再被抓住。”作家的自然视角在通篇弥
漫。不止是杨耀东，还有递给他一碗粥的老
阿姨。当谭乐为描述自己在追捕一名身高
一米八、腿受了伤、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时，老
阿姨说：“只知道他叫陈医生，人家一直在这
里救人呢，忙得气都喘不过来一口。”

谭乐为在追捕陈尔璧过程中的思想也
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和蜕变，这是小说隐
喻，即意义的发芽。杨耀东反问谭乐为：“非
要把一个救了四五十个人的医生抓回去枪
毙吗？”当谭乐为来到手术室的窗外，看到那
个熟悉的身影，盯着他头上冒出的腾腾热
气，娴熟地做着手术，“心里突然涌出一种异
样的从未有过的感慨：‘人类为什么会犯他
妈的罪呢？’”

警察的温暖人性从这里开始开花吐
蕊。而在手术室里救人的陈尔璧也看到了
谭乐为，为他没有抓自己心生好感。谭乐为

竟然第一次没有想到要抓人，而是在那一刻
萌生了要帮陈尔璧找到母亲的念头，接下来
就在烂尾楼的一角找到了。

绝望的母亲得知自己的死刑犯儿子还
有资格救人，这无疑是儿子尚在人间并有着
某种命运改变的兆头，老人竟像个小女孩似
地哭了。这哭是好兆头的续笔，是发自内心
的悲喜交集。

小说中通过简洁而直戳人心隐秘的对
话体现了作家刻画人物的功夫。这是读者
的期待，更是警察职业操守在人性中的突
破，使谭乐为心灵的嬗变在这部小说中发出
别样的光来。由一个人的言行绘出另一个
人，由一个人的神情折射出另一个人的内心
变化，远比作家用上帝视角来形容高明得
多。这体现出《大震》这部中篇小说的叙述
流变和审美技巧。

而诸多细节的触须延伸到了陈尔璧与
谭乐为合力救一个废墟中的人时开出了灼
目的奇葩，这奇葩是人性的最温软处，小说
的最高光处：认定陈尔璧救地下伤者被余震
埋了后，犯人杨耀东与警察谭乐为决定认陈
尔璧母亲为干娘，共同照顾好这位救了许多
震中伤员的死刑犯的母亲。

小金鱼在玻璃缸里依然活得好好的。
这贯穿了整部小说的细节，为结尾处灼目的
人性叙述增添了活力，女友金悦娴用这对

“红色的小金鱼”挽救了恋人谭乐为在大地
震中的生命，她却以震中香消玉殒自始至终
为小说生长营造了吉兆。这个细节真好
啊！我们常常为读到一部优秀小说里的美
妙细节而感佩出声，好小说就如名画，是由
好细节锻造出来的。否则就没有跳出罗列
生活的庸常。

雨后的蒙蒙旷野里，谭乐为学着老人祭
奠儿子的样子，看着天空的深邃处，“他惊讶
地看到一个身影从蒙蒙雾气里走了出来，那
个身影一瘸一拐，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倒下
去，但他坚持着。”小说至此完成了书写大地
震小说人物心灵史的命数。

大地震看起来是一场天灾，实则是人性
的炼石场，每个人都在那惨绝危艰里接受试
探；大震实则是灵魂的大考场，不仅是小说
中的主角谭乐为、陈尔璧、杨耀东的心灵在
蜕变在自我救赎，还有你、我，以及芸芸众
生。正如卢一萍所说：“我们都需要救赎！”
这也使我想到，除了我们所读到的，《大震》
其实还有更深刻的隐含。

（中篇小说《大震》，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

品读钟建平诗集《香炉湾絮
语·山音》，我仿佛看到，漫山遍野
的烂漫山花，经由作者生命气息
的灌注，倏然间幻化为气象万千
的累累秋果。

建平久居珠海，亲历一个渔
村成长为世人瞩目的现代化宜居
城市，因而对珠海也怀有故乡般
浓郁的情愫：“我细细打量这座桥
的身姿/像一钩新月/泊在这湾水
湄/一端通往车水马龙城中城/一
端牵手野狸岛和日月贝/新建造
的沙滩与海浪嬉戏/逶迤情侣路
情侣如鱼与水/远处传来海边公
园的歌声/与新落成大剧院节目
媲美/渔女也惊诧眼前景色俊美/
从此不再羡慕大海的彼岸/香炉
湾畔风雨兼程四十年/见证这座
滨海城市的巨变”。他就这样即
目入咏，传达出的亲切、新奇与自
豪，连我这个外乡人读来也深有
共鸣。

《山音》与诗人的早先创作一
脉相承，依然是盛开着各种奇妍
的花朵，花朵上蝴蝶飞舞，鸟儿鸣
唱，随季节变化次第把大地装点
得绚丽风骚。然而我发现，“山坡
上樱花盛开如此妖娆/犹如天河
上哗啦啦的浪花”，如此充满才气
的浪漫诗句，虽然仍在《山音》里
一再出现，但建平似乎已不愿在
花海里过久流连了。他“听见每
一朵花朵的凋零，都是为了向果
实更靠近”，甚至“看见每一颗果
实的腐朽/都是为了向种子更
靠近”。基于此，诗人已不愿回眸
少年仗剑走马的英姿，而是任由
青春的脚步渐行渐远，转身将其
纤敏的诗心，由盛开的春花延伸
到暑夏直达秋果的成熟，及至寒
冷的冬天，也屏息倾听“春天的交

响从根部响起”。这喻示着诗人
随着阅历的增长，已将嘹亮的放
歌，嬗变为幽邃的沉吟。在由花
朵、草木、水湄、白鹭、彩霞、蓝天、
山峰、萤火、月色、星光等诗歌意
象合力营造的柔美氛围中，诗人
的心魂日趋淡泊，轻叩宇宙和苍
生。故，我特别喜欢诗集中多次
出现的“清空”意象。建平的清
空，跟坊间推许的“舍得”有得一
比。坊间的舍得生意经的味儿又
浓了些。清空则不然，它是对凡
俗欲望的弃绝，是对年少轻狂的
否定，是对心高气傲的抑止，亦是
对喧嚣浮华的远拒。于是卸下了
包袱的诗人，爽快地“将一生全部
奔跑退回给时光/像鸟儿一样占
领高高的枝头”。虚怀若谷，臻于
澄明之境。

由此可见，对存在的意义和
人性本质的严厉拷问，对精神与
价值的执着追求，是《山音》的魂
魄。其总体意蕴中的两大要义犹
有价值。

一是真诚的谦卑感。这个
堂堂的中年汉子，一边吟着“时
光不会错过每粒种子/我学会仰
望更学会低下头颅”，一边把自
己安放在比河流更低的地方，弯
下腰来，请教草木何为人生，且

“愿意来生转世为一棵小草/让
世界充满一种草本的芳香”；又
因人类向地球索取豪夺太多，而
一次次向大自然忏悔，并警示

“物种的灭绝与人类息息相关，
它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对生活中的弱者，对所有卑微的
事物，他都谦恭地给予微笑，“以
这种方式对生命致敬”。众生平
等的观念，深深铆在了诗人心
底：“即使是天地间最卑微生命/
都有独一无二的稀声大音”，“保
持一种弯腰的姿态，用我们的勤
劳向土地致敬。”于是诗人进一

步主张，“一些卑微的事物无法
命名/诗歌应该为它们代言”。
如此谦卑的人生姿态，来自诗人
心中的博爱与慈悲，也来自诗人

“对已知和未知世界的敬畏”。
二是对不确定性的肯认。

《山音》弥漫着深沉的疑问和思
考。优秀的作家，面对宇宙苍
穹、多变人生和莫测的命运，多
将自己的困惑、迷惘甚至内在矛
盾等不确定性的东西抒写进作
品。中外文学史业已证明，这丝
毫不会减损反而增益了名著的
魅力。以中国现代诗人郭小川
为例，其一箩筐铿锵的抒情诗无
比坚定，今天看来，哪一首能比
得上他那篇遥望星空，进入人与
宇宙对话情境所表现出自省、惆
怅与感慨的《望星空》？基于此，
我对建平“迷路水滴禁不住失声
痛哭/经不住寒气跌落在枝头”，
以及“有时生命犹如波浪起伏/
一种莫名的忧伤在滋长”等忧郁
气质的流露，深表同情与理解；
更对“一条河流养育多少生命/
浩瀚天宇藏匿多少星辰”？以及
为何“万物依循神旨繁衍生息/
却无法逃离各自的宿命”？为何

“海边那些曾经挺拔的棕榈树/
如今握不住春天的一缕阳光”等
等大格局天问，给予激赏。此
外，诗人还将偶然与必然等量齐
观，视神秘与明白殊途同归，在
黑暗中发现光明，在绝望里寻觅
希冀，在瞬间追求永恒。这些，
无一不是纯诗所蕴含的哲思质
素。在对自然界与人世间不确
定性的肯认和探求中，已有相当
沧桑感的建平，颇像不屈不挠的
西绪弗斯，“明明知道是不能为
之事/却甘愿一次次地去尝试”；
又似《野草》中的“过客”，不管前
方是坟茔还是野蔷薇，跛了脚也
执意走去。

新华社伦敦5月30日电 英超冠
军曼城俱乐部主席穆巴拉克30日表
示，他不会催促2023年夏天合同就将
到期的主帅瓜迪奥拉决定去留，而是
要等待最恰当的时机与西班牙教头谈
未来。

刚刚结束的英超2021-2022赛
季，曼城凭借最后一轮逆转战胜阿斯
顿维拉的表现保住对利物浦的1分领
先优势，五年内第四次捧起英超冠军
奖杯。穆巴拉克坦言，曼城这一次卫
冕太过紧张刺激，他在球队与维拉的
比赛过后足足花了两天时间才缓过
来。

瓜迪奥拉作为“蓝月亮”近6个赛
季的主帅，已率队收获11个奖杯，其

中4个英超冠军分量十足。穆巴拉克
直言：“我们的合作创造了许多奇迹，
即将迎来的第七个年头，将会翻开又
一个令人兴奋的篇章。”

瓜迪奥拉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即便他选择与曼城续约，也要到
下赛季结束时。对此，穆巴拉克表示：

“我们一起实现了许多成就，（续约）谈
话会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进
行。”他还特别强调，一定会是在对瓜
迪奥拉而言最合适的节奏、时间以及
框架下进行。

对瓜迪奥拉来说略为遗憾的是，
他还不曾带领“蓝月亮”登顶欧冠。他
们上赛季闯入决赛但败给切尔西，本
赛季半决赛又倒在皇马脚下。

曼城主席：

静待合适时间与瓜帅谈续约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中国文联

31日组织召开全国文联职业道德和行
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回顾全国文联行风
建设及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并对职
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作出进一步部
署，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追求德艺
双馨，弘扬行风艺德。

记者从座谈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全
国文联系统认真履行团结引导、联络协
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的基本职能，采
取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举措，推动文
艺界形成倡导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
的广泛共识，初步建构起人人关注行风、
持续建设行风、共同守护行风的局面。

“2021年9月，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
作开展以来，包括中国文联在内的相关

单位积极参与，协同推进了一系列富有
成效的工作，文娱领域综合治理见到了
明显成效。”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李屹在会上说，但文艺行风建设还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短板弱项，必须高度重
视，认真研究切实有效的办法，真正让行
风建设各项举措落细落地落实见效。

李屹表示，各级文联协会作为党联
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必须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面推进和加强文
艺界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工作。要坚持
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正面倡导与负面惩
戒相结合、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相结合、
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统筹推进、重点突破，在发挥行业建设主
导作用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文联召开座谈会
推进各级文联加强行风建设工作

这是5月30日
在埃及首都开罗以
南的塞加拉地区拍
摄的装有木乃伊的
彩绘木棺。埃及旅
游和文物部 30 日
宣布，在吉萨省塞
加拉地区出土 250
具距今 2500 多年
的彩绘木棺和 150
个古代铜质雕像等
文物。塞加拉地区
是古埃及文明核心
遗址，拥有多位法
老的金字塔和许多
贵族的墓地，其中
包括最古老的阶梯
金字塔。新华社发

埃及出土2500多年前彩绘木棺

新华社巴黎5月31日电 皇马和
利物浦的欧冠决赛已经结束，但比赛
当天出现的“假球票”事件依然在持续
发酵，甚至有演变为“罗生门”的趋势。

28日的欧冠决赛离奇推迟约36
分钟。在原定开赛的时间，利物浦球
迷看台仍有大量空位。当时法兰西体
育场的广播通知称，一些球迷迟到导
致比赛推迟。但欧足联当晚表示，部
分球迷购买的假球票导致机器无法辨
认，造成了球场外的拥堵。

当天的法兰西体育场一度出现混
乱，无法通过检票的球迷在场外聚集，

一些球迷试图冲进球场，与负责安保
的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动用了催泪瓦
斯进行驱赶。

各方在事后纷纷作出声明。法国
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表示开球时间推
迟，皆因这是一场大规模、有组织的假
票欺诈事件，并称当天有“3到4万名”
利物浦球迷试图用假球票甚至无票闯
入球场。

他同时表示，利物浦官方要求球
迷购买纸质票而非电子票的行为助长
了假球票泛滥，而警方动用催泪瓦斯
是为了避免有可能出现的冲突和伤

亡。法国体育部长卡斯特拉称，大约
有2700名持正版球票的球迷因人群
拥挤未能入场。

利物浦俱乐部首席执行官比
利·霍根则表示，这是法国政客在推卸
责任，试图将黑锅甩给利物浦球迷。
他坚称，不论男女老幼，都遭受了“不
可接受”的待遇，意指法国警方对球迷
动用催泪瓦斯的行为。

利物浦已经推出官方渠道，鼓
励当天在场的球迷在线填写表格，
通过文字、图片或视频的形式将自
己的遭遇反馈给俱乐部。利物浦球

员罗伯逊举例说，自己送给朋友一
张官方门票，朋友却被告知是假票
而无法入场。还有球迷宣称，巴黎
在决赛当天的交通疏散和入口分流
没有做到位；警方疏散球迷时的做
法也受到诟病。

霍根呼吁开展独立调查，他表示
所有与这起事件有关的人和机构都应
该先等待全面和独立的调查结果，再
出来说话。

欧足联当地时间30日发布声明
称，已委托开展对该事件的独立调查，
除此之外没有交代更多细节。

“假球票”事件持续发酵

欧冠决赛将上演“罗生门”？

我是瓜帅我是瓜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