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酴釄落尽，犹赖有梨花

文心如月清如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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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艳丽

《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
艾丽丝·门罗 著
译林出版社
2018 年 9 月出版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得 主艾丽
丝·门罗在短篇小说集《我一直
想要告诉你的事》中，用波澜不
惊、不疾不徐的笔触写下一个
个小城女性过往无法对人道，
隐秘而悲伤的故事。这种悲不
是排山倒海、惊天动地的，而是
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一点
一点随岁月沁入骨子里，渗透
到人们心里。
“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
是这些女性深埋心中数十年、
不得表白的畸恋；是与丈夫所
想大相径庭的定情真相；是亲
人间的猜忌和不便述说的隐秘
情感；是对自己幼稚却饱满青
春的追忆，是那些错爱缘散后
仍然想起的点滴前尘……
书中的主人公，都是寻常
女子，不同的是她们各有特色、
各有优缺点、各有属于自己的
生活；相同的是，
她们都有难以
诉说的过往，那是青春恣意年
华里留下的伤痛。
《回答我是或不是》，描述
的是一场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
的爱情。在她的青春里，她与
他相遇。世事沧桑，他在她的
心湖投影，半生难忘，就算彼此
都是对方生命的过客，她依然
坚持用信件诉说衷肠，然而她
等到的却是报纸上的死亡通知
书。生命何其脆弱，爱或不爱
都抵不住无常生死的消磨。假
如故事到此戛然而止，这不过
是场柏拉图之恋，或者廊桥遗
梦，但真相往往在意料之外，
当
“我”奔赴他生活的城市，他开
书店的妻子却误将“我”认成了
另一个“她”，一个不知他死讯
的痴女子……
这是几个人的痛苦？那个
开书店的妻子曾经是舞蹈教
师，可自从做了膝盖手术，她的
爱情生活也就结束了。她从此
成了一个港湾，供他停泊，也任
他启航。而不论是“我”还是那
个不知其故去的女孩，都是他
精神出游的驿站。没有谁是谁
的终点，没有谁是谁的倚靠，
没

有谁是谁的唯一，他的生命谢
幕，结束了这场“精神大巡游”，
而她、她、她，却又将如何在这
一场精神的邂逅中全身而退？
各个都是一身伤痕，各个
都佯做云淡风轻。或许对于
“他”而言，每一个“她”都只是
一个故事、一段心情，而对于
“她”而言，有时一分一秒就是
一生一世，一时绽放就是一世
风华。纵然他游戏人间，飘泊
不定，但“他”又是谁？或许也
不过是女性心中的精神佳偶，
一个获取人间慰藉的想象对
象，甚或又只是自己曾经青春、
曾经精神纯美的证明。
《我是如何遇见我的丈夫
的》，写到了两个女子与丈夫的
相遇，第一个女子，
做护士期间
偶然照顾了一位飞行员，而后
与飞行员订婚，
再之后，
便是她
山一程水一程的追逐，而飞行
员未婚夫，则在不断逃离……
“我”在十五岁少不经事的年
龄，遇见了这位飞行员，
以为自
己与他擦出了爱的火花，以为
他会信守承诺，一直给“我”寄
信，然而一切都是误会。他逃
离我就如同他逃离她的未婚
妻，只是这样的顿悟，
要等到此
后经年。
“ 我”与丈夫的相遇相
恋则是一个更大的误会，
“ 我”
每天守在邮筒边等候他的信
件，对着送信的邮差露出灿烂
的笑容，却被邮差当成了浪漫
爱情的信号，因误会而生出余
生的缘份……
有时将错就错未必不是一
种最好的选择。这样的误会，
不戳破也好。就如同小说集的
同名小说《我一直想要告诉你
的事》，就如同书中描写亲情的
小说《对家人的宽容之心》。沉
潜在水面之下的真相真情，对
身边人来讲，也许并不那么美
好，让它们永远的沉潜，
成为自
己心底的秘密，
远比昭告天下，
引来更多的误会要理智得多。
理智也就意味着成熟，人
总是要从青涩走向成熟，但成
熟究竟是什么？是如作者所
描述的“成熟就是拥有自动洗
衣机，就是耽溺于生儿育女，
就是不同意对方的政治主张
时缄默以对……”是的，成熟
教会我们遗漏、忘却生命中最
美好的东西，让我们做装在套
子里的人，每天按既定程式一
板一眼地生活。
“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
事”，直至全书结束，也没有一
个主人公将时光翻转。人生无
常，世事如戏，让过往沉潜，怜
取眼前人，获得当下的幸福，
或
许比不停地咀嚼过去，更能化
解悲愁。
“ 当年曾胜赏，生香熏
袖，活火分茶……不怕风狂雨
骤，恰才称，
煮酒笺花。
”曾经的
一世风华，曾经的青春无悔，
就
当前世的幻影，而今生酴釄落
尽，犹赖有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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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开朗如满月》一书收录的均是何
诚斌发表在各级报刊杂志上的文章，
诚如潘
军在序言中所写，
“准确平白的文字更耐人
寻味，朴素的美终是大美”。何诚斌的文字
有温度，
有深度，
更有大美。
潘军是文章大家，
他由衷感慨，
“只有深
爱文字的人才能写出好的散文”。何诚斌无
疑是深爱文字的，书中多处记录他爱书痴
书。文学路甘苦自知，
何诚斌自道：
“文学即
是我的道场，
在这边缘化的地方修行、精进、
觉悟。
”
何诚斌读书和写作，
经历了一些坎坷与
曲折，然而他孜孜以求，父母却并不理解儿
子的坚持——“父母不明白我为什么念书时
不好好念，
进了社会反而手不释卷。”
（
《亮堂
里读书》
）。其实，
父母生出孩子，并不能对
他们做出过多地设限，所能做的，无非尽
力提供能量，让孩子走向各自的人生。“树
木在身边呼吸，散发清新的气息”（《林子
中的镜子》），何诚斌享受读书和书写的快
乐，并不断思考。他在林子中思考，在意
念的镜子前思考，在镜子里的林子前思考，
在镜子中面对自己思考。
“一点点幽香，
在寒
风中释放，我心醉了。”
（
《香在无心处》
），何
诚斌无心于闻香，不刻意寻梅，更多追求心
外的香，即“不执念”。不执，是在执和念之
后的幡然顿悟。心外的香和心内的香，
彼此
融合，
彼此增辉。
何诚斌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
“最冷的
冬季还没有到，我想象着‘林海雪原’，想象
着‘冰天雪地’，那时林子里的鸟怎么过冬？
面对鸟巢……”
人们会在看动物的行为时去
猜度一些意义，
树林，
鸟巢，
居所、鸽子笼，
与
人与鸟的对比和联想。那年少时掏鸟窝的
记忆，
也有我的记忆。在炎热的夏天看到这
些句子，我深深被打动。虽然我是个女孩
子，小时候却也上过树、干过在屋檐上掏鸟
窝摸鸟蛋的事情，
那鸟窝真的是温暖的……
何诚斌在岳西工作过几年，
对岳西尤其
有感情。他在《寒野》一文里写道：
“寒野凝
朝露，岳西天堂镇衙前河，宁静中透出天籁
之音，
如雾的移动声，
雾的堆积声，
雾的摩挲
声，雾的呢喃声。万物表象消失，内在于雾
中，
按自己的方式进行心灵的感应及精神的
调节。一定有神秘的力量存在。雾被吸附，
被稀释的过程，
一缕缕光线从雾的缝隙中露
出。这时，
草地上的霜显得格外的白。河水
也清澈了。鸟的翅膀轻灵地滑过树的枝条，
俯冲而下，
又扶摇而上。
”一定是在衙前河畔
生活过，一日日地观察它的动静，河里的白
鸟，
秋天的秃树，
才如奶酪的浓雾弥漫着，
眼
前的景物，
隐秘起来，
感受雾的律动，
感受瞬
息之间。这情这景，我身在岳西，竟然缺失
感触；
有时也有感触，
只是迷惑那美那朦胧，
没有何诚斌感受深沉。
《河流昔影》记录作者童年时缺水的经
历，
河里缺水，
进而庄稼缺水，
人畜缺水。缺
水给作者的记忆是沉闷而艰涩的。现在家
家都有自来水用了，缓解了饮用水危机，然
而，
生态破坏，
水依旧是民生大计，
现在山区
里，
需要挖井储水，
水源永远是宝贵的。
阅读中，
我体会到了作者童年生活的艰
辛，也把我带回自己的童年。那个年代，浪
家山穷山恶水，
缺衣少食是普遍的状况。那
年，家里盐罐子空了，总是由我拿着鸡蛋去
换盐。我一只手抱盐罐子，
一只手握两只鸡
蛋，两只鸡蛋能够换大半罐子盐，够一大家
子吃十天半个月。有一次，
路上不小心跌了
一跤，鸡蛋碰破了一只，看着那只破了的鸡
蛋流淌着清清汁液，
橙黄的蛋黄像小太阳在
泥土上发出嘲笑，
我恨不得用手去捧起那沾

《文心开朗如满月》
何诚斌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5 月出版
了泥的蛋清和蛋黄，又瘫软无力，沮丧到极
点，
眼泪汩汩而出。母亲还等着我换盐回去
炒菜，
在知道我将家里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
两只鸡蛋打破了一只，
她又该如何生气……
带着那只未破的鸡蛋和盐罐子继续去换盐，
我对供销社的人期期艾艾地说明原由，
恳请
他给我多一点盐，
避免回家挨打挨骂。那位
上了年纪的店主也真的给了我超过一只鸡
蛋的盐，
我千恩万谢。回家又对母亲说明原
由，
母亲看看盐罐子，
破天荒地没有骂我，
我
得赦一般欢喜，
心里又多了几分对那店主的
感激——是他解救了一颗少年恐慌的心。
多年后，我再次回想这段年少时经历，依然
感激店主的善良。
跟随何诚斌在《戴花披草的屈原》里探求
诗人屈原的精神高度和深度——屈原含着多
么壮大的情怀，
然而人世浑浊，
容不下他这溪
清流，
一缕铮铮烈魂消失天地间，
人世依旧茫
然一片……目光在《窗内窗外》游弋，
“诗人从
书上移开的目光，
又得读嵌在窗上的一部写
满山川自然景物的大书，
当然陶然自乐，
怡情
惬意。
”
我在读书中间，
也会临窗而立，
去看看
窗外的世界。那云，那衙前河的水，那彩虹
桥，
那廊桥，
和窗下飘带一般的路上车辆与行
人来往不绝，
从心上流过。
在书中也能感受到何诚斌的风趣幽默
——“男人在花前拍照很俗气，只配到怪石
前拍照”
（
《映山红》
）。有趣的童年欢乐的童
年里《闹鱼》，
“我稍一迟缓，
哥哥就扭过头冲
我大吼，
他全然忘了我的腿比他的腿短了十
几厘米。
”想象彼时一个孩童迈着短腿，
拎着
渔网急促涉水，画风欢脱。
“夕阳徐徐落山，
晚霞映照河谷水面，掠过一只只归巢的鸟
影，
光线越来越淡，
灰，
暗，
慢慢暮色四合，
天
空出现星星、月亮。
”如此美景下，
他以为，
最
适合竹排上边漂边啃鸭脖、饮酒、弹琴。哪
次我也带着食物到潜河方向水中漂流，
河滩
上烧烤，
进行一次如文中的野炊。一定要与
有意思的人在一起，
才会美妙。
一个人的修炼，选取的途经不同，决定
不同的生活、历程和归途。一本书里，难免
会从细小的线索，能够串联作者的人生轨
迹，
这是书的温度之所在。一个用心诠释文
字的作者，
会带着个体印记的。读书人本身
视角不同，
勾勒的轨迹与作者真实的轨迹必
然有所出入，
但作者有意无意间流露出来的
线与读者之间又莫名其妙交织出新的线，
这
正是读书美妙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