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李学莉 美编 陈亦乐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06 红星书评
2021年7月17日 星期六

喜欢读宋尾的小说，在于他将现代都
市普通人的“幻化”，对生活“无常”的“有
常”艺术化，让人着迷，又引人深思。在《奇
妙故事集》《完美的七天》之后，我第一时
间与之《相遇》，在一整天的时间里，辗转
在重庆城市角落的一群人之间。

在如火锅翻腾带来的城市喧嚣、躁
动、迷离的气氛中，故事从一个急促的报
警电话走向了未知。在这个小说里，宋尾
把城市里的人和事物，物质和精神，用各
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编织成一个茧，只留
下了一根若有若无的丝线。小说也从这里
进入了城市的密道，进入一座迷宫，等着
你在里面四处碰壁。

第一位出场的主人公任铁围，报警
称发现了通缉犯李立冬，随后便离奇身
亡，通缉犯成为了最具嫌疑的凶手。受保
险公司委托，一位失败的前警察老周从
任铁围的一张高额意外保单调查中，带

领读者抽丝破茧，深入故事，也由此陷入
了一个人生的伏笔中。与之同时，一位年
轻女记者也乐于追踪这则社会新闻，随
同一起陷入故事里的“胡同”。这样，几个
互不相识、毫无牵扯的陌生人，在一个又
一个意外事件的催化下，紧紧联系在一
起，并且越缠越紧密、越凌乱，成为了互
相影响对方命运的关键人。谁是凶手？线
头缠绕奇诡，从哪进入故事的密道，迎来
柳暗花明、真相大白？解开一个谜底，却
是更深一层的谜面。当读者看似有了点
眉目，密道再次被合上，继续将读者留在
未知的暗处。

故事里，各种角色在城市中逐渐迷
失。故事则走向已知的结局。悬疑只是一
个壳，小说里真正直击人心的是对人性的
温情关注。随着故事人物关系的逐渐清
晰，利益关联的日益明朗，真相慢慢浮出
水面。他们因个人利益、公家利益、经济利

益、亲情、爱情、婚外情、救命之恩等纠葛，
把故事摊开来，呈出一张生活的网。

所有故事里出现的人物，他们迅速在
这张网上找到了位置。他们穿行在城市路
网中，挣扎在利益网中，温暖在亲情网中，
迷失在情网中。不知不觉，读者也成为了
故事中的第N+1个角色，目睹了整个事件
的发生，而无力自拔、无法左右。而故事的
结尾充满一丝惊喜，有一缕暖意从云缝里
的一束阳光中投射下来。

这故事好看，但不仅是消遣时间那么
简单，它呈现的人性，折射出的诸多情怀，
让我们重新打量自己。每个生命的存在，
都有其存在的空间，有其错综复杂的关
系，有其各不相同的命运。《相遇》依然关
注着人性，面对城市里普通的人物命运，
让人都有拉一把、援一手的想法，也是对
自己的一种警醒和自救。

文/韩放

太阳雨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

无晴却有晴。”那日闲读唐人
竹枝词，品味妙诗的清雅意
境和含蓄托情之余，突然勾
起儿时夏天的回忆，想起曾
经淋沐过的一场太阳雨。

伏天午后的川西坝子，
红日凌空，辉芒灼灼，遍野青
葱的禾苗被泛漫光波濯成透
明的翡翠。辛苦的庄稼人冒着
酷热在田畈里拔稗草、捉秧
虫。我们一帮放暑假的农家小
孩则蹲伏在曲曲折折的田埂
上割猪草，或手执鞭杆在水草
侧畔放牛牧鸭。每个人身上都
湿汗腻腻，半张着嘴巴哈气，
像浅水里缺氧的鱼。

这时有凉风骤起。风从
西边浪过来，拖着一匹黑魆
魆的云絮，一步步逼近，越裹
越沉，越压越低，转眼间已笼
罩在劳作人头顶上，似乎一
踮脚一伸手都可以扯下云絮
子来。接着便是雨。先是黄豆
大的粗点，砸得禾苗啪啪响，
打在人脸颊上有些生痛，落
在田坎干泥土中立马团成滚
珠。俄顷，雨点化作瀑帘，劈
头盖脸倾泼而下，平地白烟
蒸腾。

雨势汹汹，却并非铺天
盖地。下到一条田埂边，没来
由的，突然收了脚。田埂往
东，依然是蓝天白云，艳阳高
照。水火两重天，那一刻在乡
村原野上和谐共存，相映成
趣。女人们从惊愕中回过神，
趁着衣裳尚未湿透，赶紧逃出
脚下雨帘里的田块，一头躲进
另一侧干爽的阳光地带。回首
再顾望自家院子，恰恰也罩在
西边黑云下。想到晾晒的衣服
和一缸新辣酱，一迭声惊呜
呐喊，双手捂头又冲回雨幕
往家紧赶。汉子们则索性扒
掉短衫，光着胴体，享受一场
酣畅淋漓的天然冲凉。我们
一帮小子更是被这样的奇雨
撩拨得心花怒放，一窝蜂拥挤
到雨线上，嘻哈打笑，往西一
步跳进雨中激灵一番，又往
东一步蹦入太阳底下蒸烤一
回，一个个疯癫成忘乎所以
的泼猴。

太阳雨没有根，生不成
大气象。不多一会儿，云团由
厚重变得轻薄，由浓黑转为
乳白。仍有雨丝缠绵地斜织
着，却已化作银亮的质色，与
辐射的阳光互为混淆。终于
打住了。雨过复晴，一派清凉
与空明中，倏然接地连天架
出半弧彩虹。在巨幅的黛蓝
天幕背景上，七色光谱勾描
出妙不可言的瑰丽与炫幻。
小伙伴们被眼前奇景勾住了
魂魄，情不自禁欢呼雀跃着
往那道看起来近在咫尺的虹
光奔去。然而，一伙人跑得满
头大汗，彩虹却总是在可望
而不可即的前方眨着魅惑之
眼。小子们不得不放弃虚妄
的追逐，心里有点儿挫伤。

意外的收获总还有。折
返时途径老河湾，在一片树
林草丛里，与一群鲜灵的蘑
菇迎头相逢。这些菌子真是
奇怪，先前并不见它们有探
头吐苞的迹象，一场太阳雨
如同施了魔法，它们童话般
齐刷刷从地里猛蹿出来。对
这些天物，乡村孩子具有敏
锐的辨识能力。我们专拣那
些泥土本色、形状拙朴的桤
木菌、青杠菌、鸡纵菌，兜回
家让母亲煲成汤肴为全家平
添一道餐中美味。至于色彩
斑斓、身形纤秀的菌朵，我们
会避而远之。那是毒菌，误采
误食会要人命的。

——有些华丽是险恶的
伪装。太阳雨后采蘑菇，乡村
少年顺带着上了一堂人生哲
学课。 （潘鸣）

《骗子来到南方》里的短篇小说被别
出心裁地分为了四种形式：短章、短篇、寓
言、故事新编。

“短章”中《表妹》一篇，表妹由人变虫
或由虫化人，是古代笔记体志怪小说题材
在当代的重现；

“寓言”中《追赶一只兔子》故事情节扣
人心弦，起承转合如同说书人娓娓道来；

“故事新编”中《育婴堂》一篇则在开
头写明改编自蒲松龄《顾生》。

……

阿乙当然并不满足于简单地继承或
改写中国传统小说，字里行间也注入了个
人特质。比如《育婴堂》在蒲松龄原作之
上，融入了科塔萨尔《仰望星空》的元素。
从魏晋志怪到唐宋传奇，再到“三言二拍”

《聊斋志异》，“故事新编”与鲁迅也是形似
神似。除了在故事上回归中国文学的传
统，由于对卡夫卡极为推崇，阿乙在语言
上也开始尝试转型。在他看来，采集自街
头巷尾的故事，只有用口语化的文字写
作，才能真正绽放故事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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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 患 罕 见 病 的 阿 乙 携 新 书 归 来罹 患 罕 见 病 的 阿 乙 携 新 书 归 来 ：：

记者：你曾经每年出一本书，现
在却让读者等了三年才出新作，频
率为何降低这么多？

阿乙：我的长篇《早上九点叫醒
我》是2018年1月出版的。我动手写
它则是在2012年下半年，当时乡村
还是比较稳固的存在，但在出版时，
乡村的常住人口已经下降不少。作为
农家子弟，我现在返回村里，只会是
因为有人死了，而不是因为还有什么
亲戚要走动，或者有什么戏要去看。
与此同时，以陈忠实为代表的一代杰
出乡村作家，随着乡村舞台的衰微，
可能会失去其写作上的继承人。

在写完《早上九点叫醒我》以
后，我不会再用大的笔墨去写乡村
了。然后我发现自己其实也写不来
城里。自 2016 年以来，我就开始寻
找新的写作对象，和新的写作领域
了。短篇集《骗子来到南方》是这寻
找途中留下的文字结集，它包括我
对过去写作方式、写作题材的重复，
以及一些新的尝试。很幸运，在这个
短篇集写完之后，我想明白了未来
的路在哪里：一条是以长篇来完成
自传性、精神性的作品；一条就像

《骗子来到南方》一样，用中短篇的
方式来继续对社会进行描写。

记者：经历过病痛，如今再回
头，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还会因为
写作废寝忘食吗？

阿乙：感触就是遭了罪。病痛有
时会使人在传播中被高尚化。我顺从
并感激这种传播，但是我也知道，自
己生病的本质原因是野心大于能力，
身体就遭殃了。总之，生病是从光荣
和耻辱两个方向都能讲述的话题。

人在触电后就会注意安全，现
在会很注意劳逸结合，甚至会因为
休息得太多，而产生新的焦虑。我过
去一天只吃两顿，还抽烟、失眠，身
体不坏才怪。现在餐餐按时吃，戒烟
七八年了，状态好了不少。我身体好
转离不开朋友和出版社的帮助，想
起他们我就泪花翻动。

记者：你的新书《骗子来到南
方》每一篇都有完成的时间，大部分
写于 2017 年和 2018 年。这两年，你

创作的心境是什么样的？
阿乙：写作长篇《早上九点叫醒

我》挖空了我，是身体、精力和灵魂
的全面挖空。2016年有一段时间我
很难写出任何东西，有时候会觉得
自己写作生涯结束了。那段时间我
总结自己：既然从 2006 年到 2016
年，我是一步步练笔，从短篇写到中
篇再到长篇，那么现在也可以重走
这条道路，再从短篇写起。因此
2017 年和 2018 年就是在重新写短
篇，甚至是超短篇。2019 年我觉得
短篇写得差不多了，就去写中篇，而
我目前正在写的一部长篇《未婚
妻》，已有20万字。

记者：新书《骗子来到南方》原
型是近年来的诈骗案，多年前你的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也以一个真
实案件为原型，为什么想到写这样
的题材？这是否跟你曾经在媒体工
作有关？

阿乙：我的写作本身就脱胎于
媒体写作。做媒体期间，编写过各种
形式的报道：深度报道、消息、特写
……对我的创作都有影响，包括起
标题，写导语，等等。我实际上就是
运用媒体写作的方式，结合文学创
作的手法，来钻研适合自己的风格。

中国的优秀写作者，很多都在
媒体。媒体人转型当作家已经非常
普遍，来自于媒体的作家已经是中
国作家群体不可轻视的力量。

记者：你会不会到网上去看一
些读者的读后评价？喜欢读哪些类
型的书？

阿乙：接受批评需要勇气，我一
般抽一个日子，集中去看。中肯的批
评会给我带去影响和改变。在接受
批评上，我很钦佩老一代作家，他们
的风度很不错。

我喜欢读文学和社科类书，最
近几年，受文学博士徐兆正的影响，
对哲学也有所涉猎。这些年我得出
一个教训，就是像我这样大学教育
不扎实的人，与其贸然读原典，不如
先读它靠谱的导读。在此基础上，再
去读原著，更有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周周// 末末// 随随// 笔笔//

2018年《朗读者》第二
季以“生命”为主题的一期节
目中，阿乙向主持人董卿分
享了自己的故事。

从 2008~2018 年，他
曾每年出一本书，达到写作
巅峰并获奖无数，也因此成
为70后小说家的中坚力量。

但通过讲述我们得知，
2013年某天，正在家里写作
的他突然咯血，半年后被确
诊患上了发病率为几十万分
之一的卡斯尔门氏病，直到
现在还在治疗和化疗。

从 2018 年春到 2021
年春，阿乙整整三年没有新
书问世，但他依然每天会去
书店咖啡区，戴上耳机，打开
电脑，日复一日写作，终以一
本15万字的新书宣告归来。

近日，中短篇小说集《骗
子来到南方》由译林出版社
正式发行后，阿乙接受了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专访。

生病前的阿乙，为了写作不被打扰，
一天只吃两顿，甚至睡梦中都在与小说中
的人物对话。忘我的写作加上抽烟、喝酒、
睡眠差，他失去了原本健康的身体。

2017 年，因为疾病和激素治疗，阿乙
的肾脏也出现了问题，需要进行手术。发
高烧、走路喘息不止……为了多点时间写
作，他从一天3片激素增加到20片。

2018年，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
出版，他“几乎耗费掉了半条命”，此后阿
乙就不再疯狂了。

阿乙在《朗读者》中分享了史铁生的
《我与地坛》，可见他对生命和写作都有了
更新的认知。他说自己很感激生命中有写
作这件事，“写作虽然把我推向疾病的苦
海，但它也将我拯救出来，把我拖出苦海。”

当记者问及他身体是否完全康复时，
阿乙答：“有时候康复了。”

他不再为创作废寝忘食，而是劳逸结
合，餐餐按时吃，戒烟七八年了，身体也在
变好。每天就写 500 到 1000 字，这个节奏
让他更舒服了。

曾经以命搏文，如今生活规律，更加珍惜生命

阿乙，原名艾国柱，在做作家之前，他
曾做过乡村警察、报社编辑。

阿乙过去的作品以中短篇为主，《灰
故事》《情史失踪者》等小说集曾受到名家
赞誉，同时也被文化媒体人关注。

这次出版的新书《骗子来到南方》共
收录作品十三篇，分为短章、短篇、中篇、
寓言、故事新编五种形式。阿乙以奇妙的
想象，讲述了一个个荒诞而又真实的故
事。他说，社会新闻和民间故事给了他灵
感和新的突破点。

比如与书同名的中篇小说《骗子来到
南方》的原型就是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集资
骗局，阿乙以文学笔法复盘了“一桩事先
张扬的诈骗案”。这些诈骗事件，他从身边
听来，一些老年人，成为骗子下手的主要
对象。用阿乙自己的话说，他写这篇小说，

“表达对诈骗的强烈愤恨”。
小说集收录的故事更多采集自民间

故事。阿乙说，自己如同蒲松龄一般，四处
搜集故事，采集对象包括街上的人、锻炼
的人、出租车司机、熟人，等等。

历时三年，取材社会新闻，讲述荒诞而又真实的怪谈故事

继承中国小说的故事传统，让小说重新回归流畅易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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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开茧，
是一张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