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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阅读乏善可陈我的阅读乏善可陈
——答舒晋瑜有关读书之问

□ 赵 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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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天近人远天近人 （（组诗组诗））

□ 戴凌云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戏与剧
□ 周 实

周实 编审，曾创办《书屋》并任
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剪影》，短
篇小说集《刀俎》，长篇散文《无法安
宁》，长篇随笔《老先生》《一个人在
书房里》，长篇小说《性比天高》等。

问：能谈谈您少年时期的阅读
吗？

答：小时候，家中书多，喜欢乱
翻。而真正的阅读记忆，似乎可从十
三四岁开始。跟众多同龄人相仿，当
时的课外阅读，常常处于一种冒险、
兴奋的秘密氛围中。邻居玩伴间，要
好同学间，悄然传递着不知从哪儿弄
到的文学书籍，并多是后来才知道的
外国名著。这些不少被撕去封面，或
者被另行拆订成册的书，几乎都需要
限期看完，准时奉还。在这一事儿
上，交情与诚信同等重要。两次以上
爽约，往往会使你断绝书籍的来源。
种种阅读中的陌生快感与传递时的
刻意掩饰，都是真实、具体的，又都是
飘渺、恍惚的，非常奇妙，数十年间，
常在记忆中可触可感地浮现出来，其
清晰俨若前天、昨天一般。

问：回顾一下，您有过系统的阅
读经历吗？

答：没有，只是一直在读而已。
至少同代人中，我算得上幸运。进入
大学时，恰逢国门敞开。同学们如饥
似渴相互攀比的，就是借书、买书、读
书、谈书。南开大学非常值得怀念，
图书馆藏书丰富，阅览厅宽敞安静，
东门马路对过还有一家二层楼的中
型书店。尤其是老师与同学之间，建
立起平等讨论的书评氛围。今天想
来，我其实很后悔。从小养成的随
心所欲式读书，没能在老师的指教
下得到根本矫正。曾有数门专业课
的教授都开过“必读书目”，我都虔
诚地找来、打开，凡觉喜欢的，便会
手不释卷地读完；凡觉枯涩的，便会
浅尝辄止地放弃。我只读那些开卷
就能让人兴奋的书、包括小说、散
文、诗歌、戏剧、理论。列出它们的
书名，会是一份长长的单子，往往超
出老师布置的数量。但我这种兴之
所至，必然与系统阅读相去甚远，也
是造成我知识结构先天不足的原因
之一。所以，说自己的阅读乏善可
陈，是实事求是的真话。

问：相对而言，外国文学和中国
文学，是否前者对您的创作滋养更
多？

答：至少表面看是这样的。前边
谈到的书目，一多半是早有定评的名
著，出自欧美作家之手。我不懂外
文，读的都是译作。好在从前的翻译
者，几乎个个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
学风严谨，文字老到，思绪飞扬，情感
真挚。他们的译本，不少可以媲美原
著，因添加上东方文化的蕴藉，甚至
不逊于原著。所以，我喜欢的作品，
无论何种体裁，何种题材，无论时空
相隔多久多远，在我眼前，都能生动
地展露出一幅幅迷人的异域图像。

扑面而来、沁入心脾的，全是不曾见
识过的风物、人情、社会、历史。于
是，常常感觉很奇妙，毫无瓜葛的事
物仿佛近在咫尺，闻所未闻的理念能
够洗礼自己。这种种阅读的偏好，后
来干脆诱导我的写作，进入悖于常规
的路径而难以自拔。

一位朋友，职业医生，但喜欢文
学，似乎也同时喜欢“诊断”我的写
作。她曾这样说过：赵玫的创作，通
常抓不住重大题材。所谓宏伟叙事，
于她始终怀一腔真挚的愿望，但又总
是有一些“够不着”的遗憾。因此，我
能看出她的苦恼，同时也能看出她的
放松。她的题材，她的故事，她的人
物，她的念想，无非一些生活中的细
枝末节，杯水风波，轻喜剧，小悲剧，
甚至对生活有些故意的疏离，有些不
符实际的想象，更乐此不疲的，有些
虚妄的精神诉求。于是，她的作品便
给人迥异的观感。已经厌倦生活真
实的读者，会高看、会喜欢她的写作；
始终纠缠生活真实的读者，会低估、
会质疑她的写作。一些企盼被物欲

“勾引”的男性读者及评论家，对赵玫
作品，都会深感失落而无话可说。但
不少出版机构保持着持续的追逐，因
为一大批女性读者是购书的主力。
而这些多个年龄段、从事不同职业的
女人，都对社会，尤其对人性怀着巨
大的期待，或者怀着深刻的失望。她
们都想在赵玫的书里，找到启迪，找
到答案……

我知道，我的书里没有灵丹妙
药，但能成为她们的朋友，引起她们
的共鸣，一道去探究人生的无穷奥
妙，终归是一件让人充实、让人知足
的事情。

问：可能这就是思辨的魅力所
在，也可能正是您喜欢伍尔芙、杜拉
的原因吧？

答：是的，是她们，让我见识到了
四面八方陌生的景象与声音，知道
了笔下可以有千变万化的文字组
合。于是，我会在许多场合，感恩般
地想到、讲到、写到她们。在对她们
锲而不舍的弘扬中，我根本不会去
顾虑他人是否厌倦，而始终表现出坚
忍的执着。

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常身临幻
境，与她们朝夕相处，共赴喜怒哀乐，
似乎已无诸如年代、环境、习俗、信
仰、语言的羁绊。心灵的衔接、交汇、
共鸣，已是零距离的心心相印。但莫
名的感激总会从内心深处涌出，因为
我的写作中，哪怕就是深陷于中国古
代题材的时候，她们仍旧守在我的身
旁，注视着我的劳作。自从“结识”了
这些非凡的女人，她们之于我，便成
为一个个座右铭式的偶像。

问：你的枕边书中，一定包括她
们的著作吧？

答：回想一下，除少年时有过一
阵儿“赶进度”的靠枕夜读，我还真无
床头读书的习惯。伍尔芙、杜拉的
书，都是在书案上读的；也只有伏案，
从容阅读，从容摘抄，从容体会，好像
才对得起她们。有几位朋友告诉我，
枕边放书，睡前闲翻几页，是为了催
眠。我多年来沾枕便着，便也无福消
受有关枕边书的种种雅趣。

问：您早年作为《文学自由谈》的
编辑，曾采访、评说过一大批当代作
家。这种历练对你的创作有何帮助？

答：采访、点评作家，一开始是工
作安排，后来变成一种自我需求。最
早好像是从 1985 年开始，持续到
1995年前后。我造访过的老中青本
土及域外作家、评论家、编辑，有数十
位之多，几乎同所有被访者都见过
面、喝过咖啡、吃过饭。后来，部分访
谈结集为《以血书者》出版。前些日
子无意间翻出这本旧作，又重读一
遍，好多鲜活的情景历历在目，令人
泛起亲切与感动，禁不住回想起自己
曾有过的勤奋与奔波。令人感慨的
是，当年的受访者，有的已经辞世，唯
留下音容笑貌；有的曾表现出与众不
同的忧思，历经漫长岁月，仍回到原
点，在他数十年前的困扰中挣扎；也
有的已变作自命不凡的哲人、大师，
甚至已物化为虚张声势的百科全
书……但我不太在乎他们目前的模
样，清晰残留记忆中的，还是他们当
初直露的青涩或伪装的成熟。那是
一个人人渴望腾跃、渴望飞翔的年
代，也是一个众多面相可亲可爱的年
代。受访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传递给
我写作的兴趣和激励，当然也有镜子
般的参照与警示。

问：前一段时间，赵大民先生的
话剧《觉悟》复排公演，您愿意谈谈您
父亲当年的读书喜好吗？了解他的
枕边书吗？

答：《觉悟》创作于四十年前，曾
引起全国艺苑轰动，是我父亲的众
多优秀剧作之一。比如，他执笔的
京剧《华子良》，荣获所有全国性戏
剧奖项，收入中国百年戏剧创作典
藏集。歌颂周恩来的《觉悟》，今年
由天津传媒学院易名《大江歌罢》复
排；他们不是单纯照搬原剧，而在多
环节加入纷繁崭新的艺术成分，给
人物、故事及社会意义的综合质地
添色甚多。此剧天津公演三场，场
场座无虚席。近日参加深圳的全国
校园戏剧节，一举成为获奖剧目。
这也证明，衡量一位艺术家的价值，
主要看其艺术生命的久长与否。我
父亲毕业于河北乐亭汇文中学，从

小饱读诗书，抗日战争加入八路军，
从事文艺工作。博览群书是他终生
喜好。父亲是有枕边书的。床头一
侧，始终摆放着更换阅读的书籍。
九十岁去世之前的两三个月，我们
遇到记不准确的文史典故请教他，
老人家释疑答惑，如数家珍。

问：如果去无人岛，可携带三本
书，您愿意选择哪三本？

答：既是无人岛，可以偷闲回顾
人生，我会带上自己的三本书。

第一本《从这里到永恒》。这是
一本异域行走的笔记。1994年，平
生第一次深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国
度。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刻骨铭
心，一直延续至今。这本书获得全国
首届鲁迅文学奖，是我进入写作盛年
的标志。从那以后，我不再主动申报
任何文学奖项，因为蛋糕有限，小时
候就听惯父亲的教导：“大家匀着
吃。”我觉得，无人岛上重温此书，可
以保持自己对外部世界的不懈关注。

第二本《欲望旅程》。这是我赢
得女性读者最多的一本书。每个女
人的心路历程，因阅历背景的差异，
总是各具形态。重温这本书，依然不
能穷尽思考，但可以保持自己对内心
天地的探寻激情。

第三本《高阳公主》。这是我
“唐宫女性三部曲”中自己最为看重
的一部。对这位大唐公主，我所依
据的史籍，仅有《新唐书》中的三百
余字。全书的故事架构、人物纠葛、
情感演进，等等等等，一概出自我的
劳动。之后众多影视作品所涉高
阳，多与我的创作雷同，明显属于照
搬。我从省事考虑，从未予以追
究。携带此书上岛，只想保持自己
对旧时岁月的追访兴趣。

赵玫 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职称创作一级。第四届天津市作家
协会主席，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
大代表，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
协委员，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
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公安部特约监
督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已出
版《武则天》《上官婉儿》《高阳公主》
等各类文学作品八十余部，计千余万
字。曾获第四、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奖，1993 年获中国作家协
会“庄重文文学奖”，1994 年应美国
政府邀请赴美参加“国际访问者计
划”，1998年散文集《从这里到永恒》
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11 年长
篇小说《漫随流水》获国家“三个一
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2014 年

《博物馆书》获国家向青少年推荐优
秀图书。

说起中国的戏剧，他说：中国
的戏剧喜欢大团圆。

我说是。我说这就是中国文
化，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大都以圆满
为结局，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先是担
心，然后不安，然后恐惧，然后流泪，
然后伤亡，最后一切都成为过去。
过去发生的所有一切甚至叫人不敢
相信。就像场噩梦。噩梦醒来是早
晨，过去的一切不复存在，全部消
失，荡然无存，仿佛没有发生过。

即使是悲剧，也是很圆满，冤
有头债有主，最后总是正义得到伸
张，恶人有恶报。比如陈世美，贪

图富贵，羡慕荣华，抛弃前妻，最后
也没能刀下留人，真是大快人心
呀！又如窦娥冤，虽然死得极惨
烈，结果却是感天动地，最后还有
当官的父亲为其平反和雪恨，也算
是个好结局了。

是啊，如果没有好结局，看戏
的人如何安心？这戏又如何能唱
上几百年？

中国的戏剧讲到底就是一个
大圆圈，有头有尾，周而复始，像那
阴阳合抱的知白守黑的太极图。

听着他的这个结论，我不由得
又想起看过的许多电视剧。

一连几天，我和他都在追着看
一部正在热播的“神剧”。

晚上看了，第二天，工休的时
候就聊剧。

虽然觉得漏洞百出，即使感到
幼稚可笑，还是乐意看。

编剧者越是胡编乱造，我们也
就越乐意看。不得不承认，人都爱
娱乐，特别是爱胡编乱造，因为只
有胡编乱造才能更好地娱乐自己。

尤其是一天工作下来，什么都
不想再做了，正经事也懒得想了，
能看看各种胡编乱造真的是一种
很好的休息。

至于历史，或者说是历史的真
相，过去和如今确实是有点不同
了。过去真相似乎只是让人们有
所感悟的故事，所以，我们多的是
传说。现在，也许潜意识里，我们
还是这样理解，所以，很多很多戏
说。

半坡初冬

一声脆响，皂角落地炸开
皂角几天前就开始掉落
一会儿一个
四处都是同样的响声
夜幕降临的半坡
巫师仰头，面对寒月占卜

一阵风，吹走月亮
半坡上，能有
多少人还留在原地
摆弄盛了水和粟的陶瓮
他们盘算着，首领的指令
可以违抗吗

满眼是六千年前的人影
四周闪烁着蓝色的眼睛
他们不愿意让我听到
只能耳语
不能交谈

寒露有感

土豆已经入窖
还有白菜和萝卜

葡萄园
只摘下最好的那些
把成色不足的留在树下
让蚂蚁和虫子享用

要留几个柿子在枝头
在大雪封冬的日子
当阳光在树冠上闪耀
这些橙红的柿子
就是鸟们的欢乐

一切都会沉寂下来
小径多日未扫
墙角最后一朵玫瑰
结上了蜘蛛的细网

再不需要什么宏大计划
只考虑那些最家常的事情

暗示

手心上的字迹
笔画清晰，刻痕
散发着热气
执刀人离去不久

特意用左手去刻
才可让字迹显得笨拙
比如有意把一横拉的很长
把一竖写的很短
行笔一定要快
如同大雨中飞奔的男子
以为只有这样
才会躲掉大部分雨滴

一束花
从另一个人的手中滑落
触碰到另一个摊开的手指
花粉四散，过敏体质的女子
心事重重地离开

不必事事都过分在意
书写人难免会有笔误

边墙残迹

当最后一片树叶缓缓飘落
安静地覆盖了你

成为松软的衣衫

黄河北岸，枯叶离枝
昔日的边墙
一边春雨潇潇
一边大雪纷飞
彤云压过，有人倒下
鼙鼓声咽，有人站起
你最愿意看到的
还会是什么样子

任凭北风呼啸
大雪纷飞
千百年的站立
也没能阻断战马的嘶鸣
而七十年前的拆毁
更不用给它再添新砖

春色浸染着岸柳
河水拍打着弃船
一句是歌唱
一句是诅咒

七宝镇

两次去过七宝
距今已三十三年
漫步在秋天
是小桥流水旁的名吃
是勾栏瓦井里的小唱
恍惚北宋
宋词中的盛世

七宝在闵行
往北是虹桥
往南是莘庄
往东是漕河泾
往西，再往西
是我现在居住的兰州

二零一九年十月
在七宝镇的不远处
有一次师生展
在美博美术馆举办

诗人

屈原割草去了
李白割草去了
杜甫割草去了
苏轼割草去了
鲁迅割草去了
饥饿的羊，等着他们回来

羊吃光了园里的青草
开始盘算啃吃同伴的毛
因为饥饿，羊只能把
声音压得很低
只让自己听见
现在，羊在等诗人回来

青草丰美时节，羊
避开被人踩过的草
低着头，从根部把草咬断
现在，连草根都很难找到
等待诗人回来

这些年，是饥饿和懒惰
让许多人无所事事、目光呆痴
是割草的诗人还没有回来

饥饿的诗人
用怎样的诗句
给自己充饥

秦岭风景（布面油画）

戴凌云 作品

戴凌云 60 后 ，
祖籍甘肃。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甘肃画
院油画院画家，出版
个人诗集、合集3部；
多次在省内外举办个
人油画展。1987 年
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
美术系。现供职于甘
肃日报报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