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岑桑老师是在 1980 年代初
期。那是一个被称之为“思想解放”的年
代，几乎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的年代。
许多长期被禁的中外文学作品解禁了，
如同沙漠中下了一场大雨，极度焦渴的
生物都在拼命吸水，并纷纷试着张开自
己的叶芽，整一个时代的青年，似乎一下
都成为文学青年了。岑桑老师是走在前
面的开掘者，他与几位前辈创办了《花
城》杂志，犹如掘出一眼泉，泉边很快生
成绿洲，沙漠中的绿洲。

岑桑老师是名作家，他生于书香之
家，在民国时期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而
我们这些文学青年，不幸连中小学都没
能念完，整整十年没有书，也不可能有像
样的自我教育。从文化素养来说，岑桑
老师是我们当然的老师，比我们更具备
写出大作品的条件。他在十年里备受压
制禁锢，失去了写作的权利，各种非常且
特异的生活体验积蓄得太多，创作激情
被压抑得太久，熬到这个有所松动的时
期，他本应该奋力投入自己的创作，写出
自己的大作品。然而，他仅把很少的业
余时间分给自己的写作，却把更大的热
情和更多的时间给予了我们，许多的文
学青年受惠于他，得到了他有力的帮助
和扶持。

那时我是个青年工人，因为爱好学
着写诗，刚刚发表了几首不成样子的习
作。因为我的稿件被岑桑老师看到，我
很幸运地收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中热情
鼓励我，并提出修改意见。在他漫长的
编辑生涯中，不知给多少作者写过信，
他将此视为日常工作，但对我来说，这
样的信却是至关重要的。初次到出版

社去见岑桑老师，他热心询问我的读书
和写作，表示要看我所有的作品。我以
为他说的是我发表了的作品，但他明白
地说，不只是那些，还包括没发表的，没
完成的，是所有作品。我很吃惊，一个
名作家，名编辑，办公桌上的稿件已经
堆积如山，竟然要挤出时间去看一个文
学青年的所有作品，而这样的文学青年
在当时何止千万。我遵嘱找出自己的

“所有作品”，那些自己都不敢拿去投稿
的，用铅笔写在练习本上、小纸片上的，
完全不成形的文字。岑桑老师真的看
了，很快看完了，他给予我热情鼓励，指
出我的长短。他看出我的怯懦，一再激
励我，要有信心，有勇气，有毅力。他说
没写完的篇章一定要写下去，不要轻易
放弃，不要写废品。他帮我向《诗刊》等
报刊推荐作品，对我说，你多写，我来帮
你出诗集。岑桑老师的鼓励给我很大
的推动，但出诗集这种事我不敢想，我
以为这只是一种鼓励的方式而已。不
久，岑桑老师真的帮我出版了诗集，并
且主动为我写了长篇的序。他在给我
的信中写道：“继续多写吧，诗要不断练
笔，千万不要中断，至死方休。”三年以
后，他再次询问我的写作情况，并帮我
出版了第二本诗集。我不是一个很有
自信的人，如果没有岑桑老师的鞭策，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否有足够的坚韧
走下去。我非常感激岑桑老师，但出于
敬畏，并不敢打扰，甚至连感谢的话也
没有对他说过。我从不敢向他提出请
求，当时因为年轻，除了简单的学习愿
望，也没有考虑怎样改变自己的处境。
岑桑老师为我着想比我自己更多，他不

但关心我的写作，也关心我的工作和生
活，为了给我更好的学习环境，他提出
调我去出版社工作，在办理的过程遇阻
的时候，他又主动帮我联系省作协。他
从未告诉过我这其中做了多少犯难的
工作，直到我调入省作协多年以后，才
偶然听同事说到，当时岑桑老师为帮我
费了多大的力。我没有对他说过感激
的话，无论说什么都难以表达我对他的
感激。

岑桑老师忙于写作，忙于出版工作，
许多震荡文坛的书籍经由他的手问世，
譬如戴厚英的《人啊，人》……为这些他
要承担风险，应付随之而来的一场又一
场波澜，一个又一个漩涡。在如此的繁
忙之中，他关注成名作家的写作，同时也
关注更多无名作者。那时候每天都会有
大量的无名作者来稿，本来可以交给一
般编辑处理，但他尊重和关顾作者，总能
体贴到无名作者的期盼之心，总不愿漏
过一颗可能发芽的种子，这需要耗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付出更多的心血，成绩
却更难为人所见。这些繁琐的工作，对
一位编辑来说，需要非常高的职业道德
和素养，对一位作家来说，需要非一般的
自我牺牲精神。岑桑老师二者兼备，遇
到他，是我们这些无名作者的幸运。记
得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看过一位名叫
薛广明的年轻人的诗，我说没有看过。
他很有兴致地讲起这位从来稿中发现的
作者，他正准备启程前往惠东去看这位
作者，并在那里住上几天，读完他的全部
作品。我非常感动。以那时的路况来
说，广州到惠东是迢迢旅途，来回一趟颇
为颠簸劳顿。岑桑老师年届60岁，工作

极其繁忙，他不但与这位素不相识的无
名作者往复通信，还要专程前去看望，这
热忱实在让我感佩不已。在一般人看
来，无论从年龄长幼，还是地位尊卑来
说，都应该是这位不断投寄稿件的年轻
作者来看望老师，而不是相反。但岑桑
老师的看法不同于一般人，他对这位年
轻人颇有一些倨傲的态度毫不介意，认
为这是率真。他欣喜于看到年轻作者的
长进与成才，他的付出不求回报，也不在
意受惠者是否感恩。

由于岑桑老师的帮助，我获得了很
好的学习和工作条件，得以弥补自己文
化素质的缺陷，写作得以一点一点长
进。几十年过去，生活中所经所见磨砺
了自己的认知，也筛选了自己的记忆。
回头看去，愈发能意识到，在我的文学道
路上，岑桑老师是何等的重要，我应当懂
得感恩。

多年后，我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年老
的心境不时浮起，对写作也有了一些倦
意。但每当见到岑桑老师，我便不由感
觉振作。90岁高龄的他依然精神矍铄，
依然不倦地写作，依然主持浩大的出版
工程，雄心勃勃，充满活力。在他面前我
是晚辈，是年轻人。2022年春，岑桑老
师离开了我们，然而，他的精神仍在，他
是我永远的老师，有这样的榜样，我绝不
敢倦怠放弃。

筱敏 作家，1955 年生，居广州。著
有诗集《米色花》《瓶中船》，长篇小说

《幸存者手记》，散文集《阳光碎片》《成
年礼》《捕蝶者》《涉过忘川》《灰烬与记
忆》等多种。

严阵以待（版画） 席湖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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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路上的老师文学路上的老师
□ 筱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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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的力量虚构的力量
□ 陈再见

萍踪集（组诗）

□ 梁永利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在我的老家，故事被称为“古”，讲故
事就叫讲古，听故事自然就是听古。这
也没错，几乎每个讲古人都愿意带听众
走进历史，就算讲的不是历史故事，他们
也会神秘莫测地以“从前”或者“很久以
前”作为开场。

我二叔可以说是村里最后一个讲古
人，由他口中讲出来的古仔，或多或少都
会进行渲染和改编。从这个意义上讲，
二叔才是村里最早从事虚构事业的人
物。而且，他还懂得揣摩听众的喜好，同
样的古，跟不同的人讲，讲法上就各不相
同。巴金先生说：“把心交给读者。”我二
叔直接把心交给了听众。二叔大概早就
知道，人们对虚构的喜爱远超于历史真
实，这跟史学家的追求恰好相反，所以
《三国演义》永远比《三国志》火爆，野史
秘闻永远比正史更吸引眼球。大众之所
以更痴迷于虚构的事物，除了虚构更能
满足人们对事物的想象外，还有一个关
键点，那就是在虚构的基础上还可以再

“虚构”，于是僵硬的躯体就像是通了精
血，活泛了——虚构成了永无止境的艺
术。

历史多次证明，虚构的力量是无穷
的，无论是正义还是非正义，虚构在特定
的时间里会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马尔
克斯有一本演讲集叫《我不是来演讲
的》，里面就讲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故事。
他说有个村庄，有一天有个人说，村里会
发生灾难。这句“谣言”很快就在村子传
开了，人们都在惊恐地等着灾难发生。

几天后，村人开始打包家什，背井离乡，
还把房屋都放火烧掉了。于是，灾难便
真的发生了。我们不妨把“谣言”视作一
次成功的虚构；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
也提出一个观点，他说宗教就是虚构出
来的产物。你看，即便到今天，宗教的力
量依然无法撼动吧。

其实现在想来，我二叔也没错，真假
不分，这不正是虚构所带给我们的魅惑
力么？无论是讲古人，还是写作者，过度
理性和感性都不太合适，只有摇摆不定，
模糊世间万物之边界，不知哪些是真的，
哪些又是假的，可能真实的像虚构，虚构
的反而更真实呢……

大概从上初中开始，二叔的古就吸
引不了我了。我开始接触一种被命名为
小说的东西。小说隔三差五在班里流
传，残破的本子，有的甚至没有封面，不
知道书名和作者。在我们那个没有图书
馆的位于灯芯山脚下的乡镇中学，谁哪
天要是在书包里带来一本小说，谁就是
班里最受欢迎的人。

作为痴迷的小说读者，我的目的很
简单，就跟少时缠着二叔讲古一样，追求
的是故事的奇幻和出其不意。二叔的口

才再好，怎样借古讽今，深入浅出，肯定
比不上作家的笔墨。如果说讲古人只是
虚构故事本身，那么作家在小说中的虚
构则要更全面一些，他们不单要虚构故
事，还得虚构人物、场景、细节和情绪，甚
至虚构“语言”（初读王小波时，我就经历
了一场语言上的洗礼）。也就是说，虚构
一旦以文学的形式存在，它就不再是单
一的力量，而有了构造整个世界的洪荒
之力。

我就经常被一些让人击掌叫绝的虚
构所震撼，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比如王小波的《青铜时代》，比如萨拉马
戈的《失明症漫记》，还有毕加索的画作，
以及电影《楚门的世界》《魔戒》《前目的
地》等。

在我看来，好的虚构还需留有余地，
或者说具备吸引读者参与其中的能力。
就像我们经常听评论家们所告诫的那
样——千万不要低估读者的智商。当
然，这里对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不同的评
判标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
个时代，小说作为公众娱乐几乎唯一的
方式，就难免要充当扫描仪和记录器的
角色。这种堪称伟大的传统技法，一直

被我国的作家所传承，巴金的《激流三部
曲》、老舍的《四世同堂》，都带有明显的
来自苏俄的师承关系。这条被称之为

“现实主义”的宏大长河，固然出过不少
伟大的作品，却也有弊病之处，作者似乎
永远掌握着绝对的操纵力，因而很容易
导致人物的脸谱化、故事的程序化和语
言的口号化。

好的文学虚构应该是开放性的，它
们需要读者的参与，也允许多义的解读，
甚至方向迥异的评判。我们在赞叹一种
显性的、夺目的虚构时，往往也会把虚构
极端化、夸张化。如今，我更为看重那种
源自日常、遵从逻辑，或者说生活化的虚
构能力。所谓点滴见功力，脱去华丽的
衣袍，洗去绚烂的铅华，不再借助于各种
特殊的气氛和场域，把虚构秘密地隐藏
在日常叙述里，让它们不易被察觉，却又
让人心生暗暗的感念。卡夫卡那种把人
变成一只甲虫的荒诞，固然想象力爆棚，
然而，像罗萨那样想象出“河的第三条
岸”，虚构出一种隐性的生活状态和情
绪，看似并不惊心动魄，却又不动声色、
自然而然的表达，恰恰才是最为高级的
文学虚构。

陈再见 1982 年生于广东陆丰。发
表作品多篇，著有长篇小说《六歌》《出花
园记》《骨盐》，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
边拐》《青面鱼》等五部；曾获《小说选刊》
年度新人奖、广东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
文学奖等。

去年八月底，我在英国的爱丁堡小
住了几日。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休闲的
城市，安静的出奇，但是，我每天却热血
沸腾，心潮起伏，一刻也无法放松下来。

我住在卡尔顿山的入口处，一座几
百年前的古宅里。站在小院的中间，几
乎可以看见整个爱丁堡小城。坐落在
岩石上的城堡，以及用石头砌成的古建
筑，巍峨耸立。

我每天都要爬卡尔顿山，这座不高
的山峰可以看见远处的大海。卡尔顿
山周边的公路边缘，都是种满植物的山
坡。我坐在路边的一个木头椅子上，好
奇地发现木头椅子上镶嵌着一小块钢
板，上面镌刻着英文字母。女儿给我翻
译说，这是一个深爱这座城市的人去世
了，朋友们给他做了这把椅子，让他和
这座城市永远相伴。

我在山坡的草坪上，看见一个人正
在弯腰捡什么东西。他走几步，就弯一
下腰，低头捡东西。我觉得很奇怪，好
奇心大发，难道他在捡地衣？于是，我
也弯腰在草地上搜索起来。我发现在
草坪上，不知道什么东西挖出一个一个
比拳头大一些的小窝，我猜测，可能是
野兔，或者是松鼠挖的。最后，我确定
是小松鼠。在这个小窝里，有块茎的东
西，外表上有一层像紫洋葱那样的薄

皮。我很奇怪，小松鼠挖它做什么呢?
我终于明白了，那个人捡的是水仙的种
子。

回国后没几天，有个朋友从爱丁堡
回来，送给我七八颗水仙的种子，我喜
出望外，果然是我看到的那个人所捡的
东西。我把它们埋在窗外的公共绿化
带里。半年过去了，毫无动静，我惋惜
不已，也许都死掉了吧。毕竟，北京的
气候和爱丁堡的气候大不一样，而且干
旱的要命。我只能归结为不适宜在这
里生长。今年三月初的时候，我惊喜地
发现，它们冒出了小小的绿芽。爱丁堡
的水仙和我国的水仙貌似差不多，仔细
观察还是有区别的。我国的水仙叶子
比较水灵，看起来有灵动之气、娇贵，爱
丁堡的水仙叶子比较厚实，不会像我们
的水仙那样绿得发亮，它是有些暗的。

没过几天，我看见水仙的叶子中间
有了小小的花苞。等水仙长到两寸高
的时候，水仙的花苞赫然挺立了出来。
我们的水仙是白色的，爱丁堡的水仙是
黄色的。我们的水仙是美貌的女子，爱
丁堡的水仙是英俊的男子。在爱丁堡，
它们会长的很高，而在北京的室外，长
得却只有两三寸高。

我很喜欢爱丁堡的水仙，因为它会
让我想起爱丁堡那座令人震撼的城市。

爱丁堡水仙爱丁堡水仙
□ 安武林

纤手出芙蓉（国画） 李涛 作品

南风行

逆潮而上的云朵
黑色的，动作最快
譬如黑马，观察行空的身姿
在岸边，春燕来了，一剪双翅
民情带雨直下

一路南巡，试水前的腾跳
如暴风之海鸥
鸣叫惊世，做广告、上网络
沿路畅销托辞，酸雨冒出烟囱
污水堰塞海口。大工业的迷雾
在小城镇盘旋

借南风之力，一位老人的言语
变成去锈剂，利刃除根斩草
大地返青，江流激荡
五星下的国门，喇叭裤
走私烟、流行曲将生活的颜面
贴得多姿多彩。时间长了
热了，烂了，原来
我们需要快感
奔驰高速路、高架桥甚至高铁
还给城乡一个套路。南风一吹
高新区、商务圈、创意园
围绕一棵棵大树谈谈落叶
落去的是时间，谈谈新枝
新挂的是一百年的梦想
再朝南，大风口越来越低
当风帆升起，台风眼睁开或闭上
我们都是多年翻滚的海浪

青城山

众多树木，都往山头赶
游客分布在天然图画坊一带
青色挤满手机，毛虫养活树叶
沿途，我与老妪谈论葛薯的斤两
索道的生意因问道人兴隆
门票上的价格存在变数
爬山的石阶苔痕如旧
将汗水逼出来有何意义？我想
上清宫圣火熊熊与青城山有关

洞庭湖记

文正公写完岳阳楼之后
湖的周边，大活云影波光
大做油菜花生意，都不及黄茶动心
洞天福地里，标注十大贡品
一支银针刺穿才子屐痕
那封家书越送越远

岸边听渔歌，时节分出阴阳
秋天围住芦苇，芦苇围住游船
龙女在小岛里等我的快递
忘了填写八百里，寄件的入口
竹眼有泪，井边的妃子
人间烟火你懂不懂，地下或海底
生与死的游戏
黄药师赏月时制成了情爱宝典

我采访过柳姓人家
他演绎的湖中传奇有点离谱
在假戏真做的时代
云泽乡研究会长正在竞选
奖学助学同时进行

锣鼓声击中飞鱼
一日游，我相中导游湘女

古渡遗址

欲上岸的鲸 掠开一面坚硬
刺穿古船
在历史的梦境中漂流

看见蓑衣垂钓 孤舟横摆
众多的显贵也踏歌蛮荒
古渡风凄草瘦
叹逝川者是谁

两千年的世面太难见
唯有雷鸣电闪震荡古渡的神经
它的遗骸
为今人的欢颜复活
涨潮之时
鲸的眼睁得太大

月下记

其实光阴是偷来的。我把中年
放在桂花树下，芳香洒遍人间
今夜，嫦娥如画，我砌好曲径
以气味为暗记，寻灵丹的人
必定狭路相逢。我放出飞碟
秋分沿路晃来晃去，
与游手好闲的白露玩残蒹葭。
野菊安居窗台
它的花胎分出冷暖，冷的一瓣
烂了千年传唱，暖的一瓣
孕育解愁的良宵。玉兔经过渔村
大户人家点起篝火，烤肉将熟
我手持银斧，削净刺眼的月光

梦回井上

花蝶的双翅切开暗光
蚂蚁低头穿过草丛
夕烟涌起，牧羊的身影
浮游山坳，玉米地，黑瓦房
口哨吹来“啊呀嘞”的歌谣
停止了七十年的旧痛。此后
一场泪流，换来夜雨无声

五指峰能靠近吗
熟悉的形样，如熟悉我的财富
冒险一词悬挂半空
在改写历史之地
开垦这里的草芥，山高风大

有人模仿野鸡啼叫
有人在天街遇见岩耳的美貌
华灯冲着情歌一路闪来
映山红失去睡意，花苞
提前绽开。今年的溪流长了几段
寻找石头的人，非失蹄之马
火把燃烧的声响传过对岸
竹林里，叶子翻卷晨曦
老树生花时，梦回井上
是哪一朵花诞生我

梁永利《湛江文学》主编，湛
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
于《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
100多家刊物，曾多次获奖。出版
个人专著5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