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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木耳《翁村纪事
翁村纪事》
》

心：
青年电工死后，我想着，以后那个娇
小的新媳妇很快就会在翁村消失，真的成
为与我们没有一点关系的人，在一个我们
不知道的地方继续生活。现在，她不走
了，她还在我们翁村，我还可以经常见到
她，不特别漂亮却端正的脸，温和的眼
神，微微有些扭动的身材。她或者也喜欢
这个平和的家。或者是婆婆舍不得她走，
这样好的儿媳妇难找。或者就是婆婆在某
一日握着儿媳妇的小手，要她不再哭了，
用手绢擦去她凌乱头发下没有血色的脸上
的泪水，轻轻问了句：继续做我的儿媳妇
好吗？如果她觉得这家人不错，如果她觉
得小叔子人也实诚，为何一定要顾忌旁人
的眼光？人生无常，但很多时候还是要自
己把握的。
在这里，作者不再拘泥于记忆，他甚
至走进人物的心灵，去猜度她的内心。他
与这个寡妇休戚与共，为寡妇留在翁村而
感到高兴。对于寡妇再嫁小叔子，他为她
的勇敢而欣慰。这时，作者的心是在寡妇
身上的，他们相遇在这个心灵重构的翁村
里，而获得了永恒的意义。
写作会有一个“自发”到“自觉”的
过程。刚开始时，往往被记忆裹挟。写着
写着，便有了一种“自觉”。也许，作者
还可以写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翁
村”。属于作者的现实翁村已经老去，而
心上的翁村则永远年轻。如果能复活这个
翁村的男女老少，我想，这个翁村也必是
属于每一个人的。

注水的生辰纲
——生辰纲的重重迷雾（之二）
文/归棹庐主

小说中多次提到，梁中书送给蔡太 宝才是真的。晁盖他们抢劫的生辰纲，
师的生辰纲，价值十万贯之巨。
其实只是抢劫了蔡夫人的那担珠宝。
小说第十三回，梁中书对蔡夫人
所以，晁盖他们才所得甚少，只赏
道：
赐了七八百人，就感到“正没金帛使
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使人将 用”。从白胜家里起出的赃物，也只是
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京师庆寿。 “一包金银”而已。
刘唐、公孙胜也言之凿凿地同晁盖
这种说法，显然是很可笑的。
等人说：
因为，这生辰纲如果只是石头伪装
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 的话，那么，万一杨志要是鸿运当头，
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 押运成功了呢？那聪明如此的梁中书，
丈人蔡太师庆生辰。
又该如何面对老丈人蔡太师呢？梁中书
但是，从小说的描写来看，这生辰 的这个机会成本，未免也就太大了点
纲好象又不值十万贯。
吧？
我们先来看小说第二十回的描写。
所以，在梁中书这里，这生辰纲只
晁盖火并王伦后，“山前山后，共 能是真金白银，决不可能是用石头来伪
有七八百人，都来厅前参拜了，分立在 装的。
两下。”于是，晁盖“便教取出打劫得
我们先来看小说第十六回是怎样写
的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 的：
金银财帛，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
只见 （杨志） 这十五个人头重脚
小喽罗。”
轻，一个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那
但令人困惑的是，才过了没几天， （晁盖） 七个客人从松树林里推出这七
有一次晁盖正饮酒间，小喽罗来报说， 辆江州车儿，把车子上枣子都丢在地
有一起客商今晚必从山下旱路经过。晁 上，将这十一担金珠宝贝都装在车子
盖却说是：“正没金帛使用，谁领人去 内，遮盖好了，叫声：
“聒噪！”一直望
走一遭？”
黄泥冈下推去了去。
这就奇怪了。
杨志口里只是叫苦，软了身体，挣
那生辰纲既然有十万贯之巨，再加 扎不起；十五个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
上富户晁盖自家庄上的金银财帛，加起 人把这金宝装了去，只是起不来、挣不
来应该是很大一笔巨款了，可他晁盖怎 动、说不得。
么才赏赐了七八百人，就“正没金帛使
可见，这十一担生辰纲，确实都是
用”了呢？
真金白银，根本就不是所谓的石头伪装
我们再来看白胜所分得的钱财。
的。
小说第十八回写道，生辰纲案发，
否则，晁盖他们就不会把它们当宝
济州府的公人前来抓捕白胜，“众做公 贝似的“都装在车子内，遮盖好了，叫
的绕屋寻赃，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银。”
声：‘聒噪！’一直望黄泥冈下推去了
各位看官都知道，参与抢劫生辰纲 去”
。
的人总共有八个。
那老都管蒙汗药醒了之后，也不会
如果按人均分赃，那么，晁盖他们 埋怨众人道：“你们众人不听杨提辖的
每个人该得的赃物应该是一万两千五百 好言语，今日送了我也！”
贯。
我们再来看小说第十八回的描写：
如果不按人均分赃，那么，白胜即
生辰纲事发，宋江到东溪村给晁盖
使只能分到上述人均的零头，那他最少 报信。小说写道：
也该拿到两千五百贯吧？
且说晁盖正和吴用、公孙胜、刘唐
可是，从白胜家里起获的赃物，却 在后园葡萄树下吃酒。此时三阮已得了
只有区区“一包金银”而已。
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
这明显不合乎逻辑。
看看事情紧急，晁盖担心梁山泊会
于是，就有人分析说，这生辰纲其 不会收留了他们，吴用便道：
实是假的，是梁中书设的一个局而已。
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
那杨志押运的，其实只是十担伪装 入伙了。
成生辰纲的石头，只有蔡夫人的那担珠
于是，小说接着写道：

吴用、刘唐把这生辰纲打劫得金珠宝 来的金珠宝贝。
贝，做五六担装了，叫五六个庄客，一发
所以，不但这号称的“十万贯钱”可
吃了酒食。一行十数人，投石碣村来。
能有水分，甚至连这号称值十万贯钱的
小说的这些细节描写，足以说明，晁 “金珠宝贝”也有可能有水分。
盖他们确实是在黄泥冈上抢劫到了真金白
还是小说第十三回，梁中书曾同蔡夫
银。
人说过这样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如果不信，我们可以再来看看阮小二
“上年收买了许多玩器并金珠宝贝，
的变化。
使人送去，不到半路，尽被贼人劫了，枉
小说第十五回写“吴学究说三阮撞 费了这一遭财物，至今严捕贼人不获。”
筹”时，见到的是个怎样的阮小二？
原来，这梁中书是吃一堑长一智了。
那阮小二走将出来，头戴一顶破头
去年送生辰纲，他不但“枉费了这一
巾，身穿一领旧衣服，赤着双脚。
遭财物”
，而且“至今严捕贼人不获”，这
此时的阮小二，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价值不菲的生辰纲如泥牛入海，连个声响
脚上连双破鞋子也没有。
都没有。
但是，劫了生辰纲之后呢？
所以，今年他梁中书要换个思路了。
小说第十九回写道：
他要争取少花钱也能办成事。他要出一个
阮小二选两支棹船，把娘和老小，家 既不能得罪蔡太师和蔡夫人，又能使自己
中财赋，都装下船里。
的利益最大化的高招。
此时的阮小二，家中显然已经有了些
而这高招，我们就姑且称之为“注水
财赋。
生辰纲”
。
那么，前后总共才不过几天的时间，
因为，梁中书的心里很清楚，如果这
这阮小二又是从哪里得来的财赋呢？
次杨志押运生辰纲失败了，那么，谁也不
答案很显明，就是从黄泥冈上劫来 会知道他梁中书从中所使的小聪明。蔡太
的。
师和蔡夫人也根本不会怪罪于他。而从去
另外，再可以作为佐证的，还有小说 年生辰纲被劫的情况来看，再加上今年梁
第十七回里评说杨志的两句诗。
中书先前故意散布生辰纲消息所作的铺
一句是：“面皮青毒逞雄豪，白送金 垫，那么，这次杨志押运生辰纲失败，应
珠十一挑。”
该是件大概率的事情。梁中书的注水计划
还有一句是：“平将珠宝担落空，却 极有可能成功。
问宝珠寺讨帐。”
如果今年杨志万一押运生辰纲的任务
这两句诗句，分明讲的是那生辰纲十 完成了，那么，有了去年生辰纲被劫的阴
一担金珠宝贝的下落，调侃的是杨志那无 影，那蔡太师和蔡夫人只会赞许他这个女
边的失落与郁闷。
婿办事得力，谁也不会去怀疑这生辰纲到
综上所述，这生辰纲并不是石头伪装 底有没有注了水，以及到底注了多少水。
的，而确实是真金白银。
因为，那只是一堆号称价值十万贯的，
但是，这生辰纲显然又是注了水的。 “收买”来的“金珠宝贝”
。
为什么说这梁中书送的生辰纲，是注
所以，无论杨志押运生辰纲成功与
了水的呢？
否，给老丈人送了注水生辰纲的梁中书，
因为事情明摆着，如果生辰纲没有注 永远都是个胜利者。
水，那么，晁盖、白胜他们就不会感到，
事实也证明了梁中书的高明。
抢到的钱财会如此的少。
小说第十七回写道：
那么，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蔡太师看了生辰纲被劫的书札，大惊
这问题还是出在他梁中书身上。
道：“这班贼人，甚是胆大！去年将我女
小说第十三回写道：
婿送来的礼物，打劫了去，至今未获；今
梁中书同蔡夫人道：“已着人将十万 年又来无礼，如何干罢！”
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京师庆寿。”
随即押了一纸公文，着一个府干，亲
梁中书这句讨好夫人的话，无意中却 自赍了，星夜望济州来，着落府尹，立等
泄露了生辰纲注水的秘密。
捉拿这伙贼人，便要回报。
原来，梁中书送的生辰纲，并不是十
这边京城的蔡太师一怒，那边大名府
万贯钱，而是用所谓的十万贯钱“收买” 的梁中书该是一笑了。

文 江/ 陵雨

每个人的记忆是一部历史。记忆可
以成为资料，也可以鲜活。这鲜活的一 这样的镜头，不只在作者的记忆中回 的。他虽独居，却乐观幽默，喜欢逗小孩
部分，必是共通于所有人的，即使他不 放，它必定是在作者的心灵上驻扎已 玩。
久，包括那只蜘蛛。这时候，记忆就有
这两个人物，寥寥数笔，就有了生
在记忆之内。
有一种说法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 了光泽。有光泽的记忆具有传染性，它 命。不知是否这两个人物勾起了作者更深
界的。这似乎是金科玉律。而新近的发 就不仅仅只属于作者一人，它会激活 邃的记忆，在 构 建 他 心 灵 上 的 “ 翁 村”
现是，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否 “我”的记忆，自然还有“我们”的记 时，他捕捞到了更多的鲜活人物。这便
则，光有中国逻辑，而不合于逻辑的普 忆。当所有人的记忆被激活的时候，记 有了后来的 《杀人犯阿通》 和 《记忆里
适性，那么，也是走不通的。记忆也一 忆就不属于私人的了。这是对记忆的超 的死亡》。如果说，前三篇还有些庞杂，
样。每个人的记忆是不同的，撷取可以 越，也是文本存在的更大价值。尽管， 部分内容仅仅停留在记忆的层面，只是
共通于所有人的记忆，就有了打动人心 资料本身也是有价值的。但就像原料之 想把记得的相关东西都一股脑儿地写出
与深加工，谁更胜一筹，每个人心中是 来的话，那么后两篇则更纯粹，它不仅
的力量。
仅 是 记 忆，而是上升到了心灵的层面，
木耳的 《翁村纪事》 就在这明暗之 明白的。
在 《翁村纪事》 中，有许多这样的 以己心换彼心，紧贴人物的灵魂，去体悟
间。也许，触发他写作的是故乡的风
物。当记忆打开之时，一切都会流泻出 珠玉。有的熠熠生辉，有的还蒙着一层 人物的命运。他眼中的杀人犯不再面目狰
来。记忆之河，泥沙俱下。有些记忆是 “翳”，如果剥去这一层“翳”，它同样 狞，“现在看，阿通真是个心理素质极好
鲜活的，有些记忆是道听途说，而有些 有着直捣人心的穿透力。比如在 《泽山 的人，犯了命案，居然不逃，还把老太婆
记忆本身也是模糊不清的。不同的记 庵》 一篇中，我对“年老的店员”和 放到床上，摆出熟睡的样子，还放下蚊
忆，呈现不同的特质。非亲历的部分，“酒酿大毛”、“大毛嫂”就很感兴趣， 帐，然后把桌上的饭菜吃完，抹抹嘴，锁
往往是灰暗的，滞涩的，但它可以是背 但是我不满足。我知道乡村有这样的 上 门 ， 过 桥 时 顺 手 将 钥 匙 扔 到 了 河 水
景，也可以是框架。而亲历的部分，则 人，期待着作者的打开，但是作者却匆 里。”等到阿通刑满释放，作者甚至化
像古剑，越磨越光。所以，当我读到 匆而过，把着力点放在了“小店的器 “狰狞”为“妩媚”：先前“母亲每次在
《祠堂》 一篇中这样的文字时，我不由 具”和“酒酿”上，而这部分则更像 路上碰到阿通，就觉得他的眼睛里露着凶
“程序”，虽有怀旧的意义，到底光泽度 光”，因为作为大队支部书记的父亲曾
得要击节赞叹——
我只记得在里面偶尔有过几场说 有限。在 《翁山麓大屋》 中，也有珍珠 经引带公安人员到阿通家，并且在上面
书，说书人在台子上坐着，旁边一个拉 在蚌的闪光，如果能打开蚌壳，也许就 安排的万人大会上控诉了这个杀人 犯。
但阿通回来之后，并没有非分之举。“母
胡琴的瞎子，天窗落下的光落在稀稀拉 复活了——
大屋里住的还有两个“光棍”，都 亲开始害怕，后来也不觉得怕了。母亲
拉的听众的头上或肩上，间或有灰尘随
着胡琴声落下，蜘蛛在空中荡来荡去也 上了年纪。一个高个子，退伍军人，耳 说，最近几次路上遇见了，阿通好像还
聋，说是炮弹震聋的，路上遇见，他 跟自己笑了一下。”就这样，心灵上的翁
来凑热闹。
这一段文字构成的画面感，非常逼 和别人都得喊着说话，像吵架。还有 村，一下子温暖起来。而在电工和他的
真。我没听到它的声音，但它有声有 一个矮个子，敦实，黝黑，人称“黄 寡妇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作者柔软的内

“ 笃 、 笃 、 笃 ——
咣”，旧时的夜里有打更
声，是千年来无数人的梦
的 拍 板 。“ 笃 、 笃 、 笃
……”夜睡着了，月光照
着它的影子，是蓝色的静
静的杀机。
张爱玲的小说里常常
出现月亮这一意象，有时
是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
泪珠，陈旧而迷糊；有时
是一团蓝阴阴的火，缓缓
地煮着；有时甚至是漆黑
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
白的太阳。她笔下的月那
么新颖、奇特，月光照进
人物的心里，轻轻淡淡
的，便呵成了一片苍凉的
气氛。
然而在这个仲夏的夜
晚，莹澈的天，没有星，
也没有月亮。《心经》 的
主人公许小寒，有着一种
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她
倚在阑干上，背后是空旷
的蓝绿色的天，没有别
的，她介于天与上海之
间。这是她二十岁的生
日，在一群女伴的陪伴
下，她却只有存于天地之
间的孤独，成长中的二十
年她渐渐对父亲产生了男
女之恋，而这句话，说出
来，便是错。
父亲姗姗来迟她的生
日会，她迎了上去嗔怪
道，“你瞧你，连外衣都
汗潮了！也不知道你怎么
忙来着！”母亲的身影虚
在那空处，而小寒非得不
偏不倚地去站在那里。小
寒较真着自己的年龄，不
愿意自己长大，她与同学
段绫卿站在一起，仿佛是
立在水边，倒映着的影
子，处处比绫卿短一点，
流动闪烁。“你们两个长
得有点像。”她的父亲峰
仪看着她们俩的身影，忍
不住脱口而出。那时的
他，并不曾想到之后的某
一天，会“爱”上与女儿
有着几分相似的绫卿，那
时的他断断没想到。
一如他断断想不到，小寒是什么时候开头的，
他并不知道，七八年了，小寒还那么一点高的时候
……不知不觉的……“隔着玻璃，峰仪的手按在小
寒的胳膊上——象牙黄的圆圆的手臂，袍子是幻丽
的花样纱，朱漆似的红底子，上面印着青头白脸的
孩子，无数的孩子在他的指头缝里蠕动。小寒——
那可爱的大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
孩子……”峰仪怕了，仿佛给火烫了一样，猛地掣
回他的手。是的，他怕了，他想逃离，想要带着小
寒的母亲一起离开。可是小寒不依不饶，紧紧相
逼，“你要是爱她，我在这儿你也一样的爱她，你
要是不爱她，把我充军到西伯利亚去你也还是不爱
她。”小寒捧着一球细碎的花，用唱歌似的调子对
父亲笑道，
“我不放弃你，你是不会放弃我的。”
许家在公寓的最高层，阳台上篱笆上的藤努力
往上爬，满心只想越过篱笆去，那边还有一个新的
宽敞的世界，但这是八层楼的阳台，过了篱笆，什
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心经》 里的场景描写并
不多，但这一处却把人物在希望之中的绝境，绝望
之中的希冀，刻画得生动且残忍，过了篱笆，什么
也没有，空荡荡的，空得令人眩晕。
许峰仪躲不了，逃不掉，只能一天天地不着
家，当小寒终于得知父亲已经和绫卿在外面同居
时，她疯狂地想要阻止这场荒唐，她想要找绫卿的
母亲做最后的阻断。她冲入了雨夜，雨下得越发火
炽了，张爱玲用语总是如此新奇，用火一般的炽烈
来形容这雨，这疯狂的世界，这荒唐的感情。一直
缺席的许太太终于在最后将女儿拦住了，许太太低
声道，“我不敢相信，直到今天，你逼着我相信”。
小寒哭了，知道她犯了错，她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
吞吞地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凌迟！
故事就这样缓缓落了幕，《心经》 就其写作技
巧来讲，并非是高超的作品，但读后却令人胆颤心
惊。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之存在必有其原型或依
据。《心经》 里父亲的形象想来亦多少染上了张爱
玲父亲张志沂的影子，张志沂教育她，欣赏她的作
文，鼓励她学诗。而母亲在张爱玲四岁时便出国留
学，留张爱玲姐弟在那没落腐朽的旧家庭里，但也
留给了这对父女曾经亲密温馨过的时光。张志沂这
一不合时宜的遗少，纳妾，抽鸦片，离了婚后又娶
了妻。因后母的挑拨，父亲狠狠地打了张爱玲，并
将她关了大半年。张爱玲在 《私语》 里回忆，“我
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
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
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
狂的。”而多年后，她再发表这篇 《私语》 扩充了
内容，感慨道，“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
候他喜欢我”。闫红说，没有谁比张爱玲更懂得张
志沂，只是，懂得是一把双刃剑，慈悲的另一面是
残忍，于是爱恨交集，混合成没有名目的强烈感
情。
《心经》 之所以引人触目，是其恋父情结所导
致的伦理危机，小说中的人物是旧式的，可他们的
体验是现代的，这部小说中的弗洛伊德色彩是如此
浓厚。弗洛伊德在 《梦的解析》 中讲“梦是愿望的
达成”，而“一个愿望的未能达成，其实象征着另
一个愿望的达成”。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弗洛伊
德认为这就是一种童年时期的愿望的达成。当然我
们大多数人并未变成心理症，而能及时收回原始的
欲望，而尽其所能地予以潜抑。俄狄浦斯王情结是
典型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在于命运的诅咒。而张爱
玲的悲剧观是构建在人的生存意义上，她要向人们
昭示的是悲凉的无处不在，借着月光弥漫开来。
《心经》 的夜晚没有月亮，但那月光却还是无
处不在，如同张爱玲每读到“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
光”这句诗时，她就会想到了被监禁在家中时楼板
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那无处不在的月
亮光……

读《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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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很有现场感，就像是电影。我想， 鳝阿康”，当然我们小孩是不敢这么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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