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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话

♣ 刘帆

人性观察小说的女性样本
秦卫花只是现实中的千万女性之一，但秦卫

花确又是独一无二的秦卫花，秦卫花之外再无秦
卫花，从这个角度来说，《鹅羽》苦心孤诣打造的
似乎正是一种人性观察小说的独特女性样本。

《鹅羽》讲述了农村姑娘秦卫花简短的人
生故事，她生于 1980 年代，生命只有短短 40
个春秋。她本如鹅羽般纯洁，长得也像花一
样，质朴善良，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决心靠勤
劳和手艺为自己赢得踏实的生活……但男朋
友李春根意外的死亡，并留下一笔要命的负
债，改写了她的一切。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似乎又天无绝人之
路。“好心人”顾真雨的出现，似乎帮其化解了眼
前的经济危机，但却无疑是饮鸩止渴，秦卫花从
此走上了一条异化之路……尽管生活一地泥
淖，但秦卫花内心的良知却未曾泯灭。她无私
地帮了像她一样陷入绝境的大学生秦小云，成
了过命的朋友；她间接地帮了或将身陷囹圄的
姐夫，其实也是间接地帮助了无数的农民工。
她回家创业，想认真做一点事情，但她意识到不
能“举世皆醉而我独醒”，她总是面临着两难选
择，虽然后来她貌似成了所谓的成功者。

评论家单占生说，看邱皖郑的作品虽然不
多，但是带给他两次惊喜。一次是看到她的散
文时觉得眼前一亮；另一次，就是她这本写实主
义的长篇小说《鹅羽》。他一直认为文学不是新

闻，新闻追随时代越紧越好，有它的实效性，而
文学不是对时代的追随，而是与时代的共情。
很多作家写不出好的作品，就是过于追随新闻，
而没有去和当下的民风、人性去交融、去感温。
而《鹅羽》这部作品，就是一部典型地描写现实
主义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从独特的女性视角。

关于女主人公秦卫花这位独特的女性是
堕落，还是成长？

作家青青说：作者邱皖郑虽然不是专职作
家，但她却在二三十天的时间内就完成《鹅羽》
的创作，应该是源于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人
性的深刻洞察。衡量一部长篇小说成功与否，
要看作者塑造的人物是否真实鲜活，是否能让
读者产生情绪，这情绪可以是羡慕，可以是怜
悯，亦可以是憎恶。

“我对‘秦卫花’的情绪就是厌恶，但恰恰
是这种情绪，带动我对其‘黑化’的思考。《鹅
羽》和最近很火的热播剧《狂飙》的主人公的命
运历程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我相信这部作
品也会像这部热播剧一样，受到读者朋友的喜
爱。”青青言语犀利，却也切中肯綮。

针对青青的“言外之意”，邱皖郑直言：《鹅
羽》是女性成长的作品，而不是堕落。在中原图
书大厦新书分享现场，从《鹅羽》的书名说起，作
者邱皖郑显得有些激动，她维护她笔下的主人
公，就像维护天鹅羽毛的洁白那般不容置疑。

“在我眼中，几乎每个少女都有一个天鹅
梦，希望自己像天鹅一样高贵、纯洁、自由，而
天鹅的翅膀可以让她们自由飞翔，在冬季选择
离开寒冷的西伯利亚，到温暖的南方去生活；
春暖花开了，再南雁北归。但现实生活中，很
多女孩子终其一生，也只不过是一根鹅羽，在
生命中的某个高光时刻，附着在天鹅身上，成
为天鹅的一部分，享受着属于天鹅的高贵，而
羽毛一旦脱落，就丧失了自我选择的能力，一
阵风就可能将它裹上天，也可能将它带入泥
潭。”正如作者所言，脱离了母体的羽毛，她还
有生命的给养吗？她还是活生生的个体吗？
她的自由还能有所附丽吗？

单拿“成长”或“堕落”来定义秦卫花，似乎
是偏颇的、情绪化的，就像二元对立地来定论
一个人的“好”或“坏”。秦卫花只是中国当下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子，或者说她就是“你、
我、他”。她有着所有女人的共性，柔弱、善良、
勤劳等品质，想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想找一
个爱她的男人结婚过日子，但她又不同于她的
大姐二姐，不同于秦小云和“女律师”，她只是
秦卫花，独一无二。

任何共性都取代不了个性，任何一个女人
都取代不了秦卫花。作者笔下的秦卫花只是
在她的土壤上，在她的阳光、空气和水的生存
条件下，身不由己地成熟，瓜熟而蒂落。她的

成熟，或者是一枚甜果，或者是一枚苦果，都不
改变她的成熟，她只是以她可以的方式成熟。
正是她的独特，才更为真实，成就生态社会的
蓬杂而生。

或如加缪所说，只有独一无二的人才是真
实的。秦卫花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可以越俎
代庖，决定她的成长、堕落，甚至是成熟。

洁白的“鹅羽”，贯穿了《鹅羽》。
秦卫花眼中的圣洁，在现实世界里，却与美

丽无关，与生命无关，只关乎钱和物欲。这种价
值观的分野，似乎预示了她的命运与归宿。鹅
羽见证着她的伤痕。

作品结尾，秦卫花在湿地公园附近看见一
只受伤的天鹅，她走过去帮它，但泥地塌陷
……为救一只天鹅而丧命，这似乎是她性格的
最好诠释，也是她生命的最好归宿了吧？毕
竟，质本洁来还洁去，她骨子里的纯洁或不见
容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即便她已经同其光
而和其尘，甚至是同流合污。

通读《鹅羽》，会发现良心止于众多的女
性，而不仅止于秦卫花。比如那个与丈夫开店
的老板娘，“我不能欠你的，欠着你的，我心不
安”。比如秦小云的母亲，“她姐，我们不能再
拿你的钱了，这样我会过意不去，日夜不安
的”……这都是作者笔下女性的人性之光，贯
穿在《鹅羽》里，佐证秦卫花的“我本善良”。

要问春的颜色，很多人一定会说是绿色
的，诚然绿色是春天的主色调，但那些春风
浩荡里漫山的桃花红、杏花粉、梨花的飘飘
似雪，以及水塘边柳梢的鹅黄与园林中迎春
的明黄、海棠的胭脂红，还有田地间紫云英
的紫和遍地油菜花的金黄等，如果没有这些
五颜六色的点缀搭配，那春色也太单调和枯
燥了，它们就像是一首曲子的和声与伴奏，
与绿色的主旋律一起来奏响春之多彩多姿
的交响乐。宋代诗人朱熹诗句：“等闲识得
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春之色彩是绿色为主导，其他多种色彩
的荟萃集合，它们或配合得天衣无缝协调自
然，或造化天工，把大自然装扮得绚烂多姿
美不胜收。从早春、仲春到晚春，春天就像
是打开了五光十色的颜料盒，赤橙黄绿青蓝
紫都有，单独抑或混合，它将这些颜料泼泼
洒洒，撒向人间撒向大地。于是山川、河流、
平原、田野、村庄，这些地方的花草树木全都
染上了色彩，大地一下子变得五彩斑斓绚丽
多彩起来。

自初春开始，当春风吹起第一声号角，世
界就有了新的变化，天空变得湛蓝，阳光也格
外明媚，如絮的云朵飘来飘去，偶尔黑色的鸽
群也展翅翱翔，再不像整个冬天的长久阴沉
灰暗了无生气了。地上呢？“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在和煦的春风召唤下，生命力顽
强的小草经过一冬的蛰伏和酝酿，醒来了，偷
偷从泥土里露出了头，一棵两棵，它们好像是
都接到了命令一样，争先恐后，遍地冒出了绿
芽芽。如果恰好一场急时的春雨滋润，那此
刻就如一首唐诗描述的那样：“天街小雨润如
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不知不觉小草窜出了
地面，颜色也由嫩绿变成了浅绿，一阵阵春风
就把大地、山川吹得翠绿。

河边或湖边的柳树也发芽了，像破壳的
鸡娃用鹅黄的小嘴啄开树皮，满树的枝条都
是刚露出的鹅黄小嘴似的新芽芽。“一树春
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春风摆弄着柔
软的枝条，一树树晃动着嫩于金色的鹅黄倒
映在清波潋滟的水面。

接着，桃花、杏花、梨花纷纷开放了。开

在山冈上，像铺了霞、涂了彩、落了雪，犹如给
山山岭岭披上了一幅幅五彩锦缎。开在村庄
边，“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开在农家小
院里，“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开在屋舍旁，“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开在柳
塘外，“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灿烂的阳
光下，它们像赶趟又像是竞赛，你不让我我不
让你，开得热热闹闹盛况空前，红的像火，粉
的像霞，白的像雪，满含着热情，用它们美丽
的色彩把春天涂抹得美轮美奂如火如荼。

再看园子里，迎春开得最早，枝头上那
一朵朵黄色的小花，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
像是乍开的团团礼花，光彩耀眼，噗噗有
声。开得最热闹的就数海棠，一树树的花
朵，有粉红，有紫红，还有白里透红，一个个
犹如涂脂抹粉打扮娇艳的美丽少女赶来赴
会，掩映在稀疏的绿叶里，娇羞嫣然。难怪
古人诗云：“绿娇隐约眉轻扫，红嫩妖娆脸薄
妆。”最痴情于海棠红妆的是苏大学士：“东
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
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田野里的麦田一眼望不到头，绿油油的
麦苗随风起舞。夹杂在绿色麦田里的是块
块紫云英，像天上落下的片片紫色云彩。更
多的是油菜花，“清明过了桃花尽，颇觉春容
属菜花。”当桃花、杏花、梨花完美谢幕后，主
宰春容的就数油菜花了。一望无际的绿色
田野里油菜花陆续开放，金黄的花海能铺排
到天边。“油菜花开满地金，勃鸠声里又春
深。”人们常用春深似海来形容春天的深广，
但这时段是属于油菜花的辉煌。

春色是五彩缤纷的，其实又何止于这几
种色彩呢？大自然就像一个万花筒，它把自
己丰富艳丽的颜色最多地集中在春天，把春
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分外妖娆。“世上繁华易
零落”，美丽的春色也最容易逝去，春天是一
年的开端，也是四季中最美的季节，就好比
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好年华，所以古人说春光
的珍贵：“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
阴。”更告诉我们要好好珍惜大好年华：“盛
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
不待人。”

人与自然

♣ 殷雪林

春的色彩

荐书架

♣ 杜 丽

《小虫子》：庞余亮新作致敬法布尔

春雷动，百虫生。惊蛰时分破土而出的
《小虫子》，是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庞余亮的散
文新作，也是庞余亮“小先生三部曲”的第二
部。作家庞余亮从“三味书屋”返回到“百草
园”，叙述了童年时代和各种小虫子为敌、为
友、为食的故事。今年也是《昆虫记》作者法布
尔诞辰 200周年的特别之年。庞余亮用《小虫
子》完成了向200岁的法布尔的致敬。《小虫子》
是一本中国式的《昆虫记》，并非研究的、非科
普的，而是生活的、有关生趣的人与身边自然
共生互照之书。写的是对生活的态度，展现的
是趣味，是欢喜，是爱与怕的共情。

回想起虫子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记忆。《小
虫子》是丰富的，它是田野中采来的一个植
物，上面有种子，中间挂着虫卵，底下还有泥

土，这才是一本书。《小虫子》还是一个溜边的
孩子能看的好书，就像我们看《麦兜故事》那
样的东西。真正伟大的好书，是给那一排孩子
中最后那个溜边的小孩读的书，就像一堆蚂蚁
排队，最后一个到的点名时气喘吁吁那个，孩
子渴望读的好书。

除了瓢虫、蚂蚁、米象和蜜蜂这四种小虫
子，庞余亮还在《小虫子》里写了近 40种小虫
子。没有宏大叙事，但有最丰富的触角和探
究；没有苦痛的停留，只有世间万物相互照应
的幽默，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郁的亲情和自然生
长的爱心，文字轻松活泼，用含泪微笑的叙述
偿还了童年的所有神奇。通过《小虫子》，庞
余亮还重新命名了童年和虫子，贡献了新鲜的
独特的至今无解的昆虫知识。

灯下漫笔

♣ 刘文方

寂寞的瓦当
春寒料峭，沐着细雨，我习惯性地再一次来

到小镇的关帝庙。不上香，亦不寻道，只为看一
眼已存在298年的雨中的瓦当。

静静地伫立在这座古老的，也是小镇完整
仅存的建筑物旁，默默地注视着它长满了瓦松、
苔藓的灰色的屋瓦和瓦当。我迈了一步，脚下
嘎嘣一声，一片已经破碎的瓦当被我再次踩成
碎片，我知道我踩碎的不仅仅是一片瓦当，更是
一段时光。

骨子里尤喜古老的建筑，特别是这些形状神
态各异的瓦当。总觉得它们是时光的留声机，上
面镌刻着岁月的印痕，是一个地方的活着的历史
标本。风雨中的关帝庙是沧桑而落寞的，只有一
株298年的古柏树，还有几棵几十年的塔松环绕
依偎着它。没有一个香客，亦没有一声的鸟鸣，
只有高大屋檐上形态各异的兽面瓦当与我四目
相对。有的面容冷峻，有的面容温柔，有的怒目
圆睁，有的面露笑容，有的似有哀状，有的眼睛半
睁半闭，有的龇牙咧嘴，有的若闭目沉思。

瓦当上面，灰色的包浆里似乎承托着岁月的
悠远，它们一字排开，横卧在那里，也有的已经碎
落在屋檐下的泥土里，只剩下一个像被咬了一口
的齿痕。

雨，顺着瓦当，滴答滴答。一声声，一阵阵，
我似乎听到了时光流逝的声音。一个人站在那

静静地倾听，刹那间，我倒觉得这灰色的瓦当是
这个活了 298年老建筑的双眼。它们见证了小
镇人们的繁衍生息，见证了小镇的前尘往事，见
证了小镇历史变迁。几百年来，它们默默注视着
小镇。如果你读懂了瓦当的眼神，那你就一定读
懂了小镇的历史。

在它们的注视下，晋商来了，沪商也来了。
是时，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了闻名中外的丝绸集
散地，拐河蓝边绸子享誉中外，小镇被沪商赞誉
成“小上海”。是时，一街两行，商铺林立，逢年过
节，六十四家商铺燃放鞭炮的硝烟和来关帝庙上
香的烟雾，就连这瓦当也微闭双眼。传说中关帝
庙前一二十米高的古建筑戏楼，三天两头唱大
戏，也许只有它们知道得更确切。后来，土匪来
了，小镇在大火中颤栗，瓦当也目眦欲裂；解放军
来了，瓦当也似乎喜笑颜开。

屋檐上的瓦当也倾听过许多年的书声。从
私立澧阳中学到方城十中、方城六中，瓦当见证

了一批批人才脱颖而出。后来，善男信女却抱着
功德箱来了，老师们拎着课本无奈地走了，学生
们背着书包去了。瓦当和与它同龄的，那个花开
时满街飘香的丹桂，还有《诸葛武侯躬耕歌》的晋
代石碑，都笼罩在大殿前的香炉青烟中，就连那
棵古柏树也贯上了千岁树的称谓。关帝庙前，新
立上了许多并不古老的石碑，上面刻满了想不朽
的名字，也想跟瓦当的古老比一比。大殿中，新
立一尊手捋长髯的关羽像，微闭着双目斜视门前
新雕的石狮。一到晚上，那个人倒出了功德箱里
的钱，装进腰包，拍拍屁股走了。灯光下，屋檐下
只留下半张怒目圆睁的半片瓦当。

数百年的瓦当，穿越时空，经过风吹雨打一
步步走来，在沧桑岁月中历经一次次磨砺，接受
着时光的淬炼。有一些已经破损，有一些碎落在
地，散落成久远的故事，让那些后来到此的人，一
不小心就会踩到一个故事，走进一段儿时光。

我总觉得，一座大青砖木质结构的古建筑，

这房顶上的一片片瓦和屋檐上的一排瓦当作用
很大。一排瓦当，就像一个个行军中的先锋，它
们是椽子和房里子的保护神，在四季轮回中接受
风霜雨雪的冲击。

当所有的繁华落幕，只有屋檐上的瓦当依
旧。表面的包浆里，沉淀了更多的欢乐、忧伤
或疼痛。春雨冷风中，我站了很久，这古老的
瓦当或许也寂寞吧，那滴落的雨水，莫不是它
们在流泪。

这是小镇上唯一的、留存基本完整的古建筑
了。每片瓦当都是一段沉甸甸的历史和记忆，更
浓缩着艺术的厚重精美。当所有的瓦当都跌落尘
埃时，也许这座古建筑也就离跌落尘埃不远了。

寂寞的古老瓦当犹如历尽沧桑一辈子的老
人。风风雨雨一辈子，养活大了一群儿女，为子
女遮风挡雨，支撑起了一个家，风雨飘摇中，他们
颤颤巍巍，摇摇欲坠。他们也曾经风华正茂、风
光无限，但时过境迁，临近黄昏时，他们也如瓦当
一样，终将跌落进尘埃，然后破碎，化为尘埃。

一个人站在关帝庙的瓦当下面，任凭冷冷的
雨水顺脸而下。双眼模糊中，我又仰起脸看向那
一排瓦当，芸芸众生又何尝不像这神态各异喜怒
哀乐的瓦当呢。也许瓦当是寂寞的，岁月尽管会
在脸上沉淀浓厚的包浆，然而瓦当在风雨中却独
享着一份寂寞与回味。

春天悄悄地走进人们的视野，举目眺望，
春意盎然，一派生机。一束束鹅黄色的迎春花
婀娜多姿随风舞动，甚是惹人喜爱，七彩祥云
般的梅花千姿百态，羞羞答答幽香彻骨。河岸
边杨柳依依优雅婆娑，坡堤上绿草茵茵葳蕤勃
发。海棠、樱花蓄积了一冬的能量正呼之欲
出。人们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感受着春天的
气息，沐浴着春日的暖阳，享受着春天的美好！

是春天了，人们纷纷脱去厚重的冬衣，换
上轻盈缤纷的春装冲出家门奔向户外，拥抱
春天，亲近自然，纵情释放压抑的心情，跑跳
歌舞洒脱自如。公园里、广场上，操场旁、绿
地边，随处可见跳舞的、做操的、跑步的、踢毽
的、跳绳的、打球的……人人神采奕奕精神焕
发，个个心花怒放乐在其中，尽情挥洒对生活
的热爱，诠释着对生命的感悟。

人们从蹒跚学步到自然跑步是与生俱来
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压力和繁忙，使得跑
步离人们渐去渐远，日常生活很少参与。我
印象中，跑步还停留在高中体育课 100米短
跑比赛。

记得 5年前的一天早上，我在体育馆的
跑道上走路，看到有人在锻炼身体，就产生了
跑步的冲动，可没跑几步就气喘吁吁，跑跑走
走，走走跑跑，只运动了几百米。接下来的日
子里，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逐渐可以一次
跑完 5公里。至今跑步 5年有余，不知不觉
把跑步变成了日常，如今跑 5公里用时 30分
钟，跑步结束神清气爽、轻松自如，不由得心
生欢喜，一天都充满了力量。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春
夏秋冬，风霜雪雨。当晨曦微凉，太阳即将跃
出地平线，我便飞奔在跑道上。从春跑到夏，
从秋跑到冬，从省内跑到省外，从国内跑到国
外。重渡沟、日照、重庆、新西兰，都留下了我
跑步的足迹。风在耳畔低吟，雨在心底浅唱，
那是大地的琴弦，那是天空的奏鸣曲。霜是
浅淡的素描，雪是展开的画卷，好风景永远在
路上，每一天都是新的。

跑步中结识了许多朋友，一块儿交流跑
步技术，步幅、步频、跑姿、心率，跑前热身，跑
后拉伸，减少损伤，节省体力，跑得更远，跑得
持久……有人问：你天天跑步，有啥收获？我
说妙不可言。跑步一年后身高 1.65米的我，
体重由跑前的63公斤降到55公斤，继续跑步
又一年，体重降至52公斤。体重降了，腰围小
了，血脂降了，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发展。胆固
醇、低密度脂蛋白都变为正常。跑步愉悦心
情、增强体质、让感冒远离，跑步让机体适应
性增强，冬天不觉得冷，夏天不觉得热。冬天
的羽绒大衣、保暖裤实实在在成了压箱底。

花儿点头笑，鸟儿在歌唱。用跑步开启
每一天，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跑步是一
种经济、简单的运动，刺激机体分泌内啡肽、
多巴胺快乐因子，使人们情绪愉悦变得快
乐。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公共体育健身器
材星罗棋布，游园、公园、跑道遍布多处。不
要犹豫，只要有一双合脚的运动鞋，随时随地
都可以开跑。科学家施一公谈跑步时说：跑
步是全方位的美好！跑步增强心肺功能，会
让大脑更好一些，提高工作学习效率。跑步
心跳加速，改善身体的各种机能，减少患病的
几率。

春光正好，跑步吧！

桃花辞

桃花的野心，润红，敞亮
大瓣大瓣的盛开。是心事
是精灵。赢得春的独爱

如果，不是梨花放白
骑在树枝上的青鸟，怎么
能与春相遇

在桃花与梨花深处，不停地呼唤
哂纳，过冬留下的吉言

只有鸟顶着倒春寒，磕着长头
虔诚地，跪拜在
光的脚下

人，不如草

春，干净，晶亮
绿绿地把人堆在一起
是草与花生长繁殖的地方

草，一年一年被清风喂养
知白守黑。光
一年一年返青，拔节，为爱疯长

花，一朵一朵败落，枯萎
深入季节。又一次
一次地吐蕊，绽放

风，是雨的头。起风了
满天丢星(小雨)。这时
花从雨中走来，湿漉漉地
对草说，人啊！还不如草

诗路放歌

♣ 高旭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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