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人生大事》的英文名
不是直译，是“Lighting Up
the Stars”。若用电影中的一
句话，应是“种星星的人”。

故事的开始，从事殡葬行业
的莫三妹送走了小文的外婆后，
就被小文缠上了。小文不理解
外婆去世的事实，以为外婆是被
莫三妹带走了，就死缠烂打找他
要外婆，甚至大闹别人的葬礼。
而这无疑是殡葬行业的忌讳，莫
三妹忍无可忍后，直白地告诉
她，外婆已经烧成灰，再也回不
来了。

这是对死亡最直观的认知，
身体被送入焚化炉，烧成灰，飘
成烟。这也是对于死亡最残忍
的解释，小文撕心裂肺地哭了。

之后，小文在骨灰盒上画
画，竟误打误撞地赢得了客户的
喜爱，还帮莫三妹拉来了一笔
30万的生意，这些让他开始接
纳了小文。再加上自己与父亲
闹得很僵，让他对身为孤儿的
小文更是感同身受。生活上、
情感上都有了羁绊，他便渐渐
认可了小文作为家人的身份。
在小文自责的时候，莫三妹安
慰她，在她睡着后，天上的星星
就会落入她的梦里，变成外婆陪
她聊天。

这是国人对死亡最常见的
诠释，用诗意的方法避讳了死亡

带来的悲伤与绝望。死去的人
并没有离开，而是在天上继续陪
伴着亲人，注视着，祝福着。它
比那直白的解释多了份安慰人
心的力量，也是让人接纳死亡成
为生命最终章的一个铺垫。

小文慢慢从悲伤中走了出
来。她一遍遍地听外婆生前的
声音，仰望着夜空，在安静深邃
的夜色里亮起一颗星星。

后来，在老师问起家里人的
职业时，她说，他们是种星星的
人。这是多么唯美的称呼！种
星星的人，把光亮种在了别人
的夜空中，把慰藉与希望种在
了别人的心头。它让不受世人
待见的殡葬人，手上、身上、脚
下都有了盈盈的星辉，被衬托
得纯洁而美好。这也是这部电
影从殡葬人的视角展开所蕴含
的意义，在白天种太阳的人光
芒万丈，让人尊敬，在夜晚种星
星的人，同样熠熠生辉。为生者
奔忙的人，与为死者奔忙的人，
都站在光明之中。

其实，世人对于殡葬人的嫌
弃，也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可
思考死亡永远不会有答案，就像
夜空，凭肉眼去看，人永远不会
知道它有多深。但只要夜空中
有一颗星星，黑暗就会被照亮。

莫三妹的父亲有一句话，
“人生除死无大事”。我想，最幸

福的状态，就是认知了死亡后不
挂于心，依旧如常、平淡地生活。

不知死亡的人是近视眼，难
免会一叶障目，把小事看成大
事，让生活多出种种焦灼；认知
死亡后，觉得人生索然无味的人
是远视眼，视线全被死亡的永恒
与虚无占据，无助与绝望反而给
他带来无尽的痛苦；既知死亡，
又能平静地看待死亡的人是智
者，以死亡的大为参照，回看人
生的一切，有什么比它更大呢？
于是，他的目光从不困囿，他的
脚步从不停留。当平静与从容
冠冕了生活后，岁月也就无限
接近了清欢。

史铁生说，死亡是一个终将
到来的节日。父亲老莫要求莫
三妹给他一个私人定制的葬
礼，用特殊的仪式庆祝这个节
日。最终，莫三妹选择把老莫
的骨灰装进烟火中，为他送
别。老莫真的完全放下了吗？
烟花点燃后，沉默了几秒钟才
一飞冲天，那片刻，是不是老莫
对人间、对儿子最后的凝望与
告别？但我同样看见，在冥冥之
中，老莫嘴角含笑。

每个人都会见证死亡，也都
会经历死亡。我想，每一次对死
的见证都是生的成长，都是在夜
空种下一颗星星。而群星之上，
不正是天堂吗？

种星星的人
□ 仇士鹏

知道卡森·麦卡勒斯这个名字，源
于多年前随手翻开的一部小说《心是
孤独的猎手》。我读书向来随心随性，
只是无意间瞥见了该书中几句颇显

“悲观”的话：“孤独是绝对的，最深切
的爱也无法改变人类最终极的孤独。
绝望的孤独与其说是原罪，不如说是
原罪的原罪。每个人都孤独，却并未
因这相似的孤独相连，人终究是孤独
的，好像人终归是要死的。”或因震撼
之极，从此对卡森·麦卡勒斯的名字念
念不忘。

诚然，除了爱情，孤独亦是小说创
作的永恒主题。仅就卡森·麦卡勒斯
的长篇而言，相较于《心是孤独的猎
手》，我手头的这本《婚礼的成员》另辟
蹊径——正值夏季，万物生长。蓬勃
而热烈的，除了自然界的草木，还有佐
治亚州南方小镇上一个12岁女孩的内
心。她叫弗兰奇，因为青春期的突然
而至，加之同龄伙伴的莫名排斥，便天
真又强烈地萌生了“世界那么大，我想
去看看”的无尽渴望。她原本寄望于

哥哥的婚礼，然后跟着新婚的哥嫂远
走高飞，但这个凝结了弗兰奇整整一
个夏季的想象与骚动的美梦却在瞬间
破灭。郁闷万分、愁肠百结的弗兰奇
又产生了跟着大兵逃离小镇的想法，
不料再次弄巧成拙，最后不得不回归

“精神的囚笼”……
没错，若单单从故事情节来说，此

书更像一个12岁小姑娘的内心独白，
这独白执拗、冗杂，近乎疯狂却又暗自
忧伤。每一个成年人的内心里都住着
一个孩子。小说的杀伤力在于精心开
掘出一条蜿蜒前行的大河，貌似水流平
缓，却又漩涡暗涌，让你我在毫无防备
之下陷溺其间。谁还不曾是个孩子
呢？或许，你也有个4岁的约翰·亨利
般的小表弟；或许，你已成长为女佣贝
莉尼斯式的中年……但这都不重要，重
要的是，“也许我们都想自由，挣脱了好
自己做主，但无论怎样努力都在定局之
中。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他就是他。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自己限定。”

身边没有人能够理解正处于青春

期的弗兰奇“宿命的孤独”，就像《心是孤
独的猎手》中，安东尼帕罗斯之于辛格，
即使别离在即，“车从路边开动的刹那，
他把脸转向辛格，他的笑容平淡而遥
远——仿佛他们早已相隔万里”，连爱也
不能改变，连爱也无能为力，这种人与人
之间精神的隔绝与疏离，无法言说。

在语言方面，极少有作品像《婚礼
的成员》这样将情绪的波动传达得如
此精妙。“世界此刻那么遥远，远得让
弗兰奇无从想起。她眼里的地球并未
像过去那样，分裂、飘零、时速千里。
地球如今是巨大、静止而平展的。她
和任何地方都隔断了，中间横亘着一
条深阔的鸿沟，是她无计飞渡或跨越
的。”麦卡勒斯能以精练、生动又细腻
的笔触传神地描绘出人物内心情感的
细微震颤，并通过时间推移中周围环
境的光影色彩变化等，来营造一种奇
异的孤独的意境，从而凸显小说的主
题。“这时，厨房影影绰绰，一切越来越
深地陷入黑暗，而话语声盛开。他们
轻声细语，他们的声音盛开如花

儿——如果声音可能像花，而话语声
能够开放。”统观全书，更似一首忧伤
又美丽的散文诗，一首孤独的心灵之
歌，尽管字里行间处处潜溢着隐喻色
彩——联系麦卡勒斯的成长经历与时
代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叛逆、孤僻、乖
戾且倍显神经质的弗兰奇身上，应该
时时流淌着作家的“血液”。实际上，
岂止是弗兰奇，表弟、女佣、酒吧的客
人、街头的大兵，甚至是小镇的天空、
阴郁的街巷等，都是孤寂苦闷的。

写孤独，并非为了称赞孤独。弗
兰奇害怕孤独，但一直试图在摆脱孤
独，告别孤独——盼望着参加婚礼、街
头分享喜讯、偷偷带着行李和枪去车
站、谎报年龄入酒吧“傍”大兵……逃
出小镇，远离孤独，这是弗兰奇的初
心，也是作家的初心。虽然表弟生病
去世了，但小说的结尾，依然让我们瞥
见了一抹鲜明的亮色：贝莉尼斯打算
结婚了，弗兰奇也准备搬家了——未
知的明天闪耀着崭新的希望，而有了
希望，生命便自然不惧孤独，不是吗？

孤独如影随形
——读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 刘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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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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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担当是少年
——读《爷爷的小田庄》

□ 张其勤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陈崇正的新作加纳三部曲《开门》
《开窗》《开播》，给我带来一种特殊的阅
读体验：亲切的时代背景和南粤风情，
与来自西非的异域之音，合奏出一部跨
越时空的交响曲。三个故事在叙事结
构上形成了一种时空上的承续关系，而
各个故事中的人物也有所关联。时代
与个体、民族与世界等主题在不同的时
空中被反复探讨，不仅显示出在新冠疫
情、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下的现实面貌
和精神困境，也显示了作家对时代和个
人的思考。

《开门》讲述了疫情下的一次意外
“锁门”，将三个原本没有关联的人困在
了一起，在酒店短暂封闭的空间里、在
现实环境与过往记忆中产生了奇妙的
交集。在这样特殊的情境下，三人为打
破尴尬和释放压抑，便开始了一场从现
在到过去的回忆，在生命经验的交汇中
叩响着彼此的“心门”，呈现出过去—现
在—未来的弧面。陈崇正笔触向内，在
狭小的叙事斗室中，通过多重的对照和
隐喻，丰富了文本的层次与褶皱。

看不见的孟加拉虎，听不见的炮
火，触不到的心锁，《开门》在一组组对
照和一个个隐喻中，为开门本身附着上
深厚的内涵。开门不仅是打开密闭空
间的小门，也是通过精神救赎而打开自
我心门，更是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

在《开门》的余韵中，《开窗》的帘
幕逐渐拉开。后者延续了前者的大背
景，在前者的基础上伸展出新的人物
分支。

《开门》可以说是一部几乎没有位
移的小说，而《开窗》突破了这一点，小
说中的主要人物赵家父子都有明显的
时空位移。父子二人一生的足迹集中
重叠在三处：一是父亲赵海明的家乡广
东潮州，二是儿子赵子谦的出生地广西
上林，三是远在异国他乡的加纳。三个
地点的跨越与连线绘成了一个三角形，
每一次向另一顶点的移动，都在无形中
打开一扇窗。《开窗》不仅是写主人公勇
敢地打开心窗，更是在为读者打开敞向
非洲的窗。自19世纪起，便有华工被
贩卖到非洲的种植园工作，这是最初被

动的全球化。而这一部作品所展现出
的全球化由被动变主动，展现出不同于
过往的面貌。作者用开阔的叙事视野，
设置出有对比性、超越性的空间，在历
史的对话和比照视野下呈现文化的杂
糅，也让我们深度观察全球化，重新理
解全球化。

较之前两部作品，《开播》则是抓住
了当下流行的短视频、直播等现象，以
《非洲真相》栏目为镜，照出网络视频开
播背后的故事，进一步洞察人性幽微
的角落。值得关注的是，他运用了两
种不同的笔墨，一副是现实刻画，一副
是批判嘲讽。通过这两种笔墨的交
织，在灵活调节了人物与事物比例的
同时，也使得对照的个体产生交织，在
真假虚实的变化中建构起深远宏大的
叙事空间。我们常说，镜头能够真实
地记录下生活的模样，但果真如此
吗？“非洲真相”究竟是黏糊的食物、朴
素的民风，还是流量、金钱、抑郁症构
成的神秘之地？孙望章未卜先知的能
力究竟从何而来？赵明明最后“头也不

回，独自往山下走去”后会到另一个地
方继续找寻“真相”吗？

“生活没有真相！”这是孙望章对段
大宇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开播》向我们
喊出的警告。人性的复杂打破了过往

“眼见为实”的准则，让镜头下的“真实”
成为了脚本束缚下畸形的产物，也成为
了迎合消费者的谎言。似真似幻，或实
或虚，作者用短篇的容量盛放了多元深
邃的思考空间——作为时代的亲历者，
我们该如何理解真相、分辨真相、看见
真相？

陈崇正曾说：“我相信我自己对小
说存在一种抱负。”在我看来，他所说的
抱负，在加纳三部曲中便有体现，这是
一种直面时代和社会的发言，是一种对
人生和历史辽阔而热忱的观照。从《开
门》《开窗》到《开播》，我们在个体与时
代、自我与他人、现在与过去、当下与未
来的对照中反思与诘问，在作家独特的
审美世界中以小见大，细听弦外之音，
实现自我的觉醒并找到应对时代与世
界的答案。

读完伯乐新书《爷爷的小田
庄》，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
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
大伤害。在本书中，主人公李天
赐无意间穿越到那个年代参加抗
日战争，他平日里喜欢看军事类
书籍和节目，穿越过去的主要任
务是保护自己爷爷的安全。作品
的结尾以梦醒为终，李天赐重新
回到熟悉的城市，经历了这次梦
境后，主人公彻底改变了，身上的
叛逆消失不见，同时也明白了自
己的责任，以及自己要成为怎样的
人。

作者把主人公设计为一个颇
为自私、油滑、狡黠的青年，尽管他
已经穿越到1938年，但身上的所
有缺点一点没有改变。在正反两
派的斗争中，人性描写占据了大量
篇幅。李天赐的消极和爷爷李二
蛋的积极形成鲜明对比，围绕保全
自己性命和是否革命两个话题一
直在纠结，直到共产党员刘璐出现
才有所转机，但李天赐不敢面对现
实和逃避现实的心态依然存在。
面对敌强我弱，打不打鬼子、结局
会如何，故事抓住人物的矛盾心理
渐次展开。爷爷生前没有对李天
赐说的秘密也一一解开。

正如本书第二十七章所提到
的那样：正像没有天生的英雄一
般，也没有人生下来就那么勇敢。
勇敢要么来源于信念，要么来源于
仇恨。

爷爷李二蛋的革命意志看上
去是坚决的，但也主要来源于青山
镇大丰米行老板一家六口人的惨
死，特别是他心中那位姑娘的变
故。真正的革命成功要靠共产党
员刘璐的思想理论和英勇善战。
刘璐不但做通了北伐军排长赵东
升的思想工作，将其拉入革命队
伍，而且在完成信息传递任务中表
现得有勇有谋，最终顺利完成上级
交给他的任务。

作品中秀秀和赵东升的感情
故事也是一个看点。在那个兵荒

马乱的年代，多少人的爱情犹如空
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赵东升和
秀秀的爱情故事就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看似圆满的爱情即将到来，
瞬间便被可恨的日本鬼子用刺刀
和枪炮搅和得灰飞烟灭。

人性的善恶不会是一成不变
的，就像作者在书中强调的那样，
哪个人都不是天生的英雄，真正的
英雄常常是遭受磨难最多的那
个。好人也有懦弱的一面，恶人也
有转变的那一刻。李天赐开始时
胆小懦弱，只是一心想保护爷爷，
后来因为受革命的启发和刘璐等
人的影响，敢于举枪面对力量悬殊
的日本鬼子。汉奸张天海，以及李
旭阳的告密行为，让人不齿，但在
作品最后的高潮部分，他俩意识到
自身的错误和危险处境，又将枪口
转向日军小队长藤田义男并将其
击毙。故事的反转达到了高潮，人
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这部作品的地点设定为大山
里的村庄，有100名左右村民，他
们以种地、打猎为生，民风彪悍。
作者将故事发生地集中在小田
庄—青山镇—安平城三点一线上，
人物和故事脉络十分清晰。同时，
对于山村田园的描写具有某种神
秘性，十万大山勇抗敌的画面感自
然生成。一部成功的军事作品应
该是为中国人民提神振气的正能
量作品，一支为中国精神加油鼓劲
的催化剂。读完这部作品我最大
的感受就是，爷爷的小田庄并非指
中国的某一个具体的山村，而是中
国人民抗战的精神缩影。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出现了数
以万计的小田庄。抗战的艰苦卓
绝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平时的想
象。通过《爷爷的小田庄》这个视
角，作为现代人的我们看到了先
辈们抗战的钢铁意志和必胜决
心。青山无言写忠诚，热血担当
是少年。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心
里的小田庄。那是梦开始的地方，
也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之源。

《人生大事》海报

《爷爷的小田庄》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