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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云雾见月明

入木，岂止三分

不言之言，闻于雷鼓
□河东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
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自然资源
的储量在不可逆转地减少，因此必须探寻新的能源。其中，
可燃冰的勘探和开发备受关注。2017年 5月 18日，我国在
南海神狐海域成功试采可燃冰，可谓自然资源事业发展史
上的一个转折点。由跟跑、并行直到世界领先，我国的可燃
冰研发不断取得突破的背后，是科技工作者数十年的努力，
其中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近期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
《燃烧的冰：我国首次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纪实》（以下简称
《燃烧的冰》），全景式地呈现了可燃冰开采台前幕后的感人
故事。

两位作者陈国栋和王晶，在自然资源领域均有丰富的
工作经历。为了创作本书，两人用3年时间，从南到北采访
了150多人，阅读各种文献2000多万字。2017年，他们还
专门奔赴茫茫大海之上的可燃冰试采平台进行现场采访，
亲身感受到了科技工作者的动人风采。

《燃烧的冰》以十三章、31万多字的篇幅，对国内外能源
使用现状、可燃冰的科学样貌、我国研究可燃冰的艰辛历程、
可燃冰研究过程中的人物故事、可燃冰试采中的技术创新、
可燃冰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等进行了诚挚的文学表达。

人，是这部作品的魂魄所在，比如专家叶建良带领的技
术团队，邱海峻、梁金强、谢文卫及“钢铁团队”所有成员
等。书中提及的科技工作者都是心怀家国、苦干实干的人，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默默奉献，让人肃然起敬。

陈国栋在后记中谈到，可燃冰的研究与开发是一个值
得深入挖掘的文学题材，它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关，也
与自然和人类的未来命运休戚相关。笔者亦认为，有责任、
有担当的写作者应更多关注比较尖端的科学创新题材，同
时平衡好技术、故事、人物和审美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
《燃烧的冰》无疑是一部典范之作。7（《燃烧的冰：我国
首次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纪实》，作者：陈国栋、王晶，出版
单位：金城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9月）

□潘玉毅

阅读余怒的《蜗牛》真是“太难了”。手捧这本诗集，
如同看见一幢造型别致的小楼，上前叩门却无人应答。
因为不曾“入门”，所以只能臆测：余怒的出生地安徽安
庆是个与禅宗颇有渊源的地方，不知是否受乡风熏染，
他的诗歌带有一种隐秘的、未知的东西。或许，诗意本
身就是禅意的一种。

深秋时节，黄叶满地，我们徜徉其中，但在心中搜罗
良久，才发现只能用“不可方物”来形容这种美，也根本
说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个美法。与之相似，读余怒的
诗，读者也常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可内心却仿佛
被鞭炮炸响的黑夜，声音由此及彼，经久不息，有时还会
与诗里的某个句子、某个场景产生共鸣，将自己带入诗
句所营造的意境里去。

余怒是诗歌界的探险家，传统语言习惯的逆行者。
他放下了现有的经验，选择了一条未被开发的、不曾模
式化的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充满新意的文本样式。一
如《蜗牛》里所展示的那样，余怒的诗像是重新剪辑之前
的《东邪西毒》，弱化了语言的表达，丰富了人的想象。
此处或有一比，如果在黑板上画一个圆并给它定义为西
瓜，那它只能是西瓜，而如果不加以定义的话，它可以有
很多种可能，比如轮胎、皮球、太阳、月亮。与此同时，在
余怒笔下，属于“歌”的部分被隐去，属于诗的部分则被
突出。放弃了平仄、押韵这些形式，固然在某种程度上
削弱了诗歌的韵味和节奏，但阅读的陌生化带来的障碍
感反而能激发读者潜意识里的探索能力。

在《蜗牛》中，“存在”一词被多次提及。思维、光照、
动物、人……诗人没有写这些被描述的对象因何存在，
而是直言其存在的状态。这里的存在是一种客观，至于
意义，诗人并没有作出阐释，而是任由读者自己去体
会。读者从诗里获取的不是作者的秘密，而是个体经验
在文本中的重生。

书中，发生在茶吧里的那场相遇，让人不自觉地想

起施蛰存的《梅雨
之夕》；而读到“在
我打开门的那个
早 上 ，送 奶 人/将
它同牛奶一起，送
还给我。/我们互
道早安”，我们眼
前仿佛开了一扇
窗，看见什么、看
见多少因人而异，
用它来形容作者
和读者的关系当
真是太妙了，只是很难用精确的语言进行描述。

书中的每首诗都有个如同武学套路的“起手式”。在
很多人的概念里，起手式只是用来客套的礼数，临敌时毫
无用处，不过金庸在《碧血剑》里借袁承志对刘培生的指
点反驳了这一观点：起手式并非无用，而是看你用得是否
得法。《蜗牛》中一些诗歌的起手式很是吸引人，《普通语
言学》的第一句话就是“直接的感受是尖锐物”，《记录》的
第一句话则是“抓住人们所说的”，开宗明义，巧妙点题。
比如前者的意思大概是说，语言是尖锐物，把一个抽象的
东西具象化了，有助于增进读者的理解，读者可以结合自
身经验以及“恶语伤人”等俗语，更好地体会诗中所指；后
者则更直白一些，“抓住人们所说的”可不就是记录吗？
不过是用了拟人手法之后，句子越发生动了。

“起手式”之后是诗的正文，作为看客，有些能懂，有
些不懂，有些似懂非懂，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读出
自己的感觉就行了。这就好比说到“独孤九剑”，鲜少有
人能记全九种招式，但是说到“无招胜有招”，就谁都知
道了，而且每每说起总是心潮澎湃。余怒的诗亦然。

因为胸中少墨，所以不敢乱说，只能谈谈自己的感
受。也许这些与诗人的本意并不相同，却是文本投射在
我心中的一道影像。7（《蜗牛》，作者：余怒，出版单
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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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引言中指出：“所谓手卷，应该
握在手中欣赏，观赏者从右到左一段一段
地展开，又一段一段地卷上，每次展开一个
手臂的长度。”但是，“现在我们在博物馆中
观赏手卷作品，展览的方式是将手卷整段
展开陈列，尽可能地让观者一览无遗地看
到手卷的全貌。”“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暗
示着现代公众空间和技术的发展对人们观
看方式的影响。”作者指出：“我们今天关于
《清明上河图》的许多知识，包括众多研究
专家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在错
误的观看方式基础上所产生的认识。”这一
问题的提出，对我们重新审视《清明上河
图》无疑具有点醒作用。

手卷不仅仅具有空间意义，也具有时
间意义，是叙事的图像呈现。古人素有“读
画”之说，这里头有文化因素，亦有心理因
素。文人画兴起之后，在画上题跋、钤印成
为中国画的特殊“构图”方式，也就是常说
的诗、书、画、印一体，故中国画“正确”的观
看方式似乎是“读”。但在指出“面对一幅
作品，古今观看方式不同”这样的事实之
后，作者仍然选择了“观看”而不是“读”，并
给出了合理的理由。

一般来说，“读”是由一处图像向另一
处图像过渡转移，步骤较为固定。它以某
一段图像为时间节点，一段一段地向前推
进，直到整个“叙事”结束。在这个过程中，
难免出现诸如“同一个人为什么多次出现
在画面中”之类的疑问。而“观”就不一样
了，它可以是局部的，也可以是整体的；可
以“舟行碧波上”，也能“一览众山小”——
前者是点视，后者是散视，抑或点视与散视
交互，具体由观者的站位、角度、情绪等决
定。作者以临写《清明上河图》的方式，将
自己置于与它的相互关系之中。他不是简
单地观看或者注视作为图像的物，而是审
度物我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把自己摆
在什么样的位置，决定了我们采取什么样
的“观看”方式。

除开引言和附录部分，其余三十六小节是
作者对《清明上河图》的图像解读，每个小节都
对应一段图画。针对其中出现的对象，作者从
符号学角度一一作了分析，能指或所指、内涵
及外延、具体还是象征……每一个细节都予以
说明，目的自然是为了“去蔽”，即把画作背后
的所指呈现出来，进而还原其所揭示的真实历
史生活场景。

为了更好地感受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
图》的心路历程，捕捉其释放出的方方面面的
信息，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对《清明上河图》进行
了全景式临写（这一点或许是金匠有别于诸多
理论研究者的不同之处），并通过图像证史、图
史互证的方式对其进行了文化人类学意义上
的解读。

在书中，作者不时强调，要通过一个个不
同的符号分析其背后潜藏的历史信息和文化
心理。其对“十里长亭”“花栲栲”“欢门”“望
旗”“漕船”“衙署”“税务所”等物的考证，基本
上都与流行的观点不同，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
证据。比如有些研究者依据《东京梦华录》的
记载，认为一个建在郊外高台上的亭子是“望
火楼”，但金匠通过分析并证之以史料及文学
作品中关于“长亭”的描述，指出这个“亭子”应
该是“秦汉时期以来的旧制，是在官道上每十
里设置一座长亭……并委任一位亭长负责给
驿传信使提供馆舍、供行人歇息”的“十里长
亭”。又如，作者通过《宋朝汴河船》《宋史》等
史料，判断柳荫下的两艘木船是“活跃在汴河
上‘岁漕东南之粟’的漕船”，又通过河道上只
有两艘漕船来判断，这是私家的漕运船只，而
不是编纲（一般是二十到三十艘的规模）而行
的官船。同时，作者还注意到“漕船上那些密
密麻麻的小点，它们是固定船舷板的铁钉”。
通过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作者以相关文献
为依据考证出宋代造船业和冶铁业的发达情
况乃至当时的工业化程度。

当然，一些符号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
“历史的真实”，作者也只能根据史料进行推
测，有些观点还有待商榷，但仍不失为“一家之
言”，能为后来者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如果把《清明上河图》看作一首诗，那
它就是一首历史叙事诗，它通过图像叙事
的方式概括了北宋都城汴梁近郊草市的
繁荣社会生活。相应于《清明上河图》的
叙事效果，《遮蔽的真实》一书既是学术研
究著作，又不落学术研究之窠臼，融知识
性和趣味性于一体，采取叙事与抒情相结
合的表达方式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了扫
描式的解读。如同《清明上河图》的结构
一样，本书也表现出了一首完整乐章般的
节奏感。读它就像读一部通俗的叙事作
品，一部以《清明上河图》为背景、反映北
宋宋神宗时期人们生活风貌的民俗史作
品。它以图像考据为基础，证之以历史、
地理、民俗、经济、文学等，文笔生动，娓娓
道来，把一幅本是抽象的视觉艺术作品完
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此外，作者还在附录中针对性地提出
五个“W”，即 What（何事）、When（何
时）、Where（何地）、Why（为什么）、Who
（谁），集中探讨了《清明上河图》“名与实”
“时空观念”“地域性”及“为什么创作”“为
谁创作”等问题。通过比较、说明、分析、
总结，作者最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为进
一步帮助读者理解这一论证过程提供了
较为清晰的思路。

如果我们想在某个视角“读懂”《清明
上河图》，或者想获得与图像相应的文字
诠释，笔者认为此书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
参照文本。 7 （《遮蔽的真实——从
〈清明上河图〉看宋代生活图景》，作者：金
匠，出版单位：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时
间：2020年 10月）

□刘学正

“这是我一辈子
刻的木刻，大部分都
在这里了……这些木
刻板子有如自己一半
的历史骸骨，不离不
弃地过了九十六年。”
贯穿黄永玉数十年木
刻生涯的400余幅版
画，既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又散发出灵动
洒脱、历久弥新的美
感，好似一个个不同
时期的舞者，最终以
起舞的姿态被装订成
册，形成了《入木：黄
永玉版画艺术》一书。

木刻，是黄永玉从艺伊始就学习到的技艺，可谓其艺术
之根本。浓墨重彩的黄氏国画背后深藏着木刻的“理性思
维”，无论刀底、笔下，所刻、所画，皆饱含黄永玉的情之所
至、生命所有。作为黄永玉的首部版画全集，该书题材涉猎
广泛，涵盖了市井生活、文学插图、名人肖像、动植物小品、
各地风景等多个方面。翻阅它，仿佛是在发掘一段段历史
记忆和尘封的感动。

反映1949年前劳苦大众的苦难，是黄永玉版画的一个
特点，冷峻的刻刀沁润着悲悯的情怀。比如《石子碎了，眼
睛花了》，一个颧骨高起、眼眶深陷的枯瘦老人手持长柄榔
头砸石子，张开的嘴巴似在鼓劲儿，也似在哀叹；《孩子渴
了》，一位赤裸双脚的母亲背向接水的木桶，哺育幼鸟般向
孩子嘴对嘴喂水，她大概是一名担水工，背负着的幼儿渴
了，也只能用体温温暖一下凉水；《丈夫买药回来了》，窄床
上的妻子已经陷入昏迷，生命危在旦夕，费尽周折终于买来
药的丈夫满脸愁容，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更多的，则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齐心协力收庄
稼》，硕大而饱满的稻穗、把喜悦挂在脸上的农人、来回穿梭
的孩童，组成了一幅妙趣横生的丰收画卷；《做了几十年工，
想都不敢想，收了个徒弟是厂长》，老师傅喜笑颜开，小徒弟
英气逼人，传承的不只是工匠精神，更是一种人民翻身当家
做主人的豪情；《大冬瓜》，老头儿和老太太一前一后共同担
着竹篮，里面是一个圆滚滚的大冬瓜，两人对视而笑，可知
其心灵上的愉悦与满足。

孩子，是黄永玉版画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报
童”“擦鞋童”“没书读的孩子”，为了糊口早早进入社会，受
尽白眼，满是辛酸泪；“受伤的孩子”，孤零零地倒在街头，背
后是一串带血的脚印；“读书郎”朝气蓬勃，尽情在知识的海
洋中徜徉。黄永玉也为童话、寓言故事创作过大量木刻插
图，比如《公鸡和狐狸的故事》《采月亮》《红鼻子的姑娘》《光
屁股国王》等，天真的画风让文学作品更具立体感，丰富了
孩子们在阅读童话时的形象思维。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也收录了黄永玉为妻子张梅溪的
儿童文学《在森林中》创作的所有木刻插画。森林小学、林
场生活、林中动物……粗犷的线条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童趣，
足见夫妻两人琴瑟和谐的默契。据说年轻时的黄永玉生活
拮据，曾在理发与买木刻板之间犹豫，而张梅溪让他去理
发。等黄永玉理完发出来，张梅溪手捧一块崭新的木刻板，
送给了这位落魄的年轻艺术家。

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黄永玉返璞归真的少年心气
与木刻有关，木刻也和他的青春、爱情、艺术、生活紧密相连，
成为其艺术人生的底色。正如臧克家评价的：“他（黄永玉）
的画面上尽是乡村的纯朴和儿童的天真……作品之所以动
人，是因为他刀底下刻的，正是他生命里所有的。”7（《入
木：黄永玉版画艺术》，作者：黄永玉，出版单位：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8月）

□李钊

如何留住乡愁？对于乡土作家黄孝纪来说，用文字为
生他养他的湘南小村——八公分村搭建一座“纸上的乡村
农事博物馆”，留住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和启示，无疑是他
留住乡愁、保存历史的最佳选择。在其新作《故园农事》中，
他以散文的形式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间这个村
落的往事，书中有关于种田、作土、育山、养殖等农事的记
录，有他与家人、故友、长辈发生的温情故事，更有对农事记
忆沉寂的怅惘和建设美丽乡村的思考。他以小切口表现时
代的大主题，力求在本书中展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折射历史的变迁。

作者在乡村长大，亲历了生产队解散、分田到户、农
民工进城的全过程。多年务农的经历，让他对过往乡村
农事的艰辛认知深刻。扯秧莳田、挖土种地的父母，不戴
口罩杀虫、给稻田斛水的姐姐，翻土捡拾遗落花生的老人
和孩子……但他的笔下，极少流露出对生活不易的抱怨，
而多以明亮的底色来讲述农业与农村、农人与农事须臾不
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以及亲友在山林水土间耕种时的温馨
画面。在他看来，故园农事就如早年间他和家人最牵挂的
小鱼塘边上栽种的橘子树，“繁花如星，芳香浓郁”。

顺着书写的脉络，可以看到作者曾带着父母的期望和
心中的理想，通过高考脱离了农民身份，成为“吃上国家粮
的人”。而当理想实现后才发现，自己阔步向前时，农村已
成为“回不去的故园”，新一代的乡村孩子更是因为物质生
活的丰富，“丧失了那份与土地肌肤相亲的情感和耐力”。
作者的身上浓缩了无数农民的经历。逃离与回归，或许就
是现代人生活的围城。

书中《打桐子》一文，描述的是曾经赖以生存的桐子林
被砍伐殆尽，引得作者无尽惋惜；《守山》记录的是部分村民
肆意毁坏山林，作者对此痛声批判；《挖锰石》中，他讲述的
是个别村民抽取江水淘洗锰石导致山表破溃、黄流漫漶；而
在《养狗》一文中，针对许多地方一度禁止农家养狗和鸡鸭，
他直言“这类规定未免太简单粗暴、矫枉过正了。一个没有
鸡犬相闻的村庄，纵然房屋精美，街巷井然，终究过于寂寞
单调，太没有生气了。”这一切都源于作者对土地的深情，对
乡村农事重要性的深刻认知。他诉说着对故土的爱恋，抒
发着对建设美丽乡村、留住乡愁的期盼。

一部《故园农事》如同一段乡村农事发展史，在纸上博
物馆里默默诉说着时光留下的故事。书中不仅记录了属于
我们的光荣与梦想，承载了我们往日的回忆和情怀，也在提
醒我们：不忘来路，才能更好地走向远方。7 （《故园农
事》，作者：黄孝纪，出版单位：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0年 10月）

纸上的乡村农事博物馆

□杨琼

日前，艺术史学者金匠博士的新著《遮蔽的真实——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生活图景》出版。本

书可以看作对《清明上河图》的“符号学”分析与解读，为大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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