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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迷在疯长的日子里
龚曙光散文集《日子疯长》断想

□贺有德

书名：《云中锦》
作者：陆春祥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5月
内容简介：陆春祥发了九张

“寻人启事”，一一寻找：著名

笔记作家段成式、沈括、叶梦

得、洪迈、周密、陶宗仪、刘

基、李渔、袁枚，从一千多岁

到几百岁；他们都是作者笔

下的鲜活人物。《骑士》《坐

标》《山中》《洪篇》《癸辛街旧

事》《南村的树叶》《寓言》《舞

台》《如鹤》，作者用小说的笔

法，生动的细节，轻松的叙

述，将作家与作品彼此交织

的命运活泼呈现。本书视角

独特，将基本只活在文字里

的历代笔记作家及他们的代

表作品一一呼唤起来。正史

里长短不一、详略不等的传

文，各种笔记中不少的趣味

记录，荒野，杂草，残碑，断

文，有的还有冷冷的圆冢，烛

台上的残香残烛，作者一一

勾连挖掘，草蛇灰线，千里伏

脉，构筑演绎成阔大而深邃

的历代笔记江湖。

新书上架

书名：《野望》
作者：付秀莹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5月
内容简介：《野望》是著名作家

付秀莹的最新长篇力作。全

书围绕农村女性翠台一家的

生活变化和命运转折展开叙

事，深入中国村庄的内部肌

理，潜入时代现场的激流深

处。沸腾的乡村大地生机盎

然，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浪花

飞溅。日常生活的种种波折

和起伏，风吹草动，山高水低，

与时代生活的风起云涌彼此

呼应，互为镜像。冬去春来，

夏秋更迭，岁月循环，而万象

更新。《野望》全书二十四章由

二十四节气命名，完成一个井

然有序的轮回。在一年的叙

述时间中，当代新农村的格局

和气象，在作家笔下徐徐铺

展，栩栩如生。《红楼梦》的笔

法，孙犁和沈从文式的抒情，

在这里水乳交融，于对新时代

中国乡村的书写中焕发出中

国传统美学的独特光彩。

这书名带着电
《日子疯长》，一看书名，瞬

间击中，似乎带电。
击中哪？击中啥？说不清，

道不明，只感觉被击中，这感觉
前所未有。

也许，注脚还是祖母那句
“日子，慌乱仓皇得像一把疯长
的稻草”，朴实通俗，深邃通天。
抓人眼球，也抓人心——这一个

“疯”字！
记得朱自清的《匆匆》：“去

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
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从早
到晚，“茫茫然跟着旋转”：洗手，
吃饭，默默，直到天黑，时间“逃去
如飞”—— 那叫一个“匆匆”！

记得《时间都去哪里了》。
我们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

“不舍昼夜”，幼年，少年，青年，
壮年，中年，最后，老年，匆匆复
匆匆，我们何曾停下过匆忙的脚
步？曾经骑竹马，回首白头翁！

时间有脚！时间无情！时
间就是时间！

想来，龚曙光自己也是如此——
“再慢的日子，过起来都

快。”小伤感弥漫开来，如烟
似雾。

“岁月被捣碎成一堆空洞的
日子，日子被挤榨成一串干瘪的
岁月，恰如田地里疯长的稻禾。”
一“捣碎”，一“挤榨”，残酷得叫
人想哭！

“祖母所说的那些疯长的日
子，竟如泉水一般突涌出来。”这
感慨，两千余年后，与孔老先生
那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应
和着，耐人咀嚼。

“疯长的稻草也是稻禾，疯
长的日子也是岁月。”稻草稻禾
也罢，日子岁月也罢，快捷无比，
来去如烟。

“再虚的日子，过起来就实
了。”过日子，现实主义，不是浪
漫主义。

“日子疯长”——辣眼睛！
疯长的日子，岂止如稻草？如
云，如水，如烟，裹挟着你，冷暖
自知。

这日子，那日子，来去如飞，
怎一个”疯“字了得！

风物或者人事
“日子疯长”，乡愁疯长。
余光中的乡愁，在邮票，在

船票，在坟墓，在海峡，哪怕只是
“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
“浅浅的”，乡愁在“日子疯长”里
燃烧不息。

那是台湾的乡愁——大陆
的乡愁呢？龚曙光的乡愁（岂止
一个人的！我们大家的！），在那
个“走不出的小镇”，那些风物，
那些人事，随“日子疯长”。

那个“小镇”，注定走不出！
你看那里的风物——
青石街，“石板已被踩光磨

平，下雨天照得见行人的身影”。
西堤，“小镇的龙头”，“民国

风范”的区公所，白粉围墙，有野
藤，有绿苔，有乔木，有葡萄——
能“边吃葡萄边打水仗”。

往西有田畴，农事更替，风
物变幻：春之油菜花、紫云英、蜜

蜂、布谷鸟，可视，可闻，
亦可嗅也。夏也稻谷，
秋也稻谷，双季稻也，支
农，忙碌，收获，喜庆；鸭
子歇息，牧鸭人小睡。
冬天，北风，农舍，绿树，
大雪，“漫天皆白”，堆雪
人，打雪仗，冻疮也是温
暖的回忆。

“小镇的尾梢”是油
坊，俗称油榨，一年四季
热气腾腾，满镇油香不
断。

往东有大堤，有河
流。外侧，大片芦苇，人
称芦山；芦山里，鲫鱼，
鳜鱼，鲶鱼；芦苇丛，“寻
鸟 蛋 ，捕 雏 鸟 ，追 野
兔”。内侧，一湖莲藕，

“盛夏莲花盛开”，红的
白的，尽可观赏；采莲，

“边采边吃”；还有新藕，
菱角。

码头对岸，一片桑
园，采桑叶，养蚕；摘桑
葚，可食。

码头西侧有麻石拱桥，桥头
石狮活灵活现，是“小镇存世最
老的建筑”。

小镇风物，时代印记，一处
一处，一样一样，盛满乡愁，在乡
愁里发酵。

再看那里的人事——
风物有趣，人事更有趣：“养

家糊口上营生不循常规，接人待
物上脾性不入流俗”——独特的

“这一个”。人来人往，传奇不
断。

桥拱下，叫花子，“既不打喜
道贺，也不沿街行乞”，绝技在
身，抓鳖，捕鱼，高手在民间，在
小镇留下传奇，却又云游去了。

青敏，女校就读，“联谊相
识”，好景不长，丈夫远走台湾，苦
等不归，爱情随风而去，苦苦坚
守，又疯又清醒，小镇又添传奇。

“称得上人物”的韩麻子，传
奇书记：“记性奇好”，“能说会
道”，车水，插田，冬修水利，造福
百姓，“骂死人”又被感恩。

还有高伯啦、石伯啦、吴伯
啦，还有范麻子、谢伯——当然，
还有“属猫的父亲”、母亲、三婶、
大姑，还有栋师傅、财先生、梅大
伯、李伯、金伯，还有……

小镇人事，似乎无关历史与
未来，关注当下。街市与农家，

“鸡犬之声相闻，童叟皆有往
来”，“小镇是守常的力量”，乡愁
在这里疯长。

诚如夫人周丽洁所夸，龚曙
光“人物白描与风物摹写的能
力，不让许多大家名作”。也正
因为此，《日子疯长》里的人事与
风物，正如朱自清的《背影》里父
亲的“背影”——“人人心中所
有，人人笔下所无”，谁走进去也
可能走不出来，何况先生自己？

独特的风物与人事，让人——
你，我，他——沉迷其中；走遍世
界，也走不出“那个童年和少年
的小镇”。

“无心插柳”与“有心栽花”
在《跋》里，龚曙光极其低

调、谦虚，自言《日子疯长》的写

作与出版乃是“无心插柳”。
觉得敲打冰冷的键盘无聊，

也许怀念手写的温暖，拿起毛
笔，抄诗无聊，改为写作（其实为
练字），“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
章”——《凤凰的样子》，结果被
著名作家水运宪撞见，结果发在
了不少作家“心向往之”的《湖南
文学》！

“无心插柳”一发不可收，随
写随发，随发随写，生生打破了
作家们从创作到发表的正常心
理、途径、效应，一种前所未有的
百分之百的颠覆：省作协党组书
记龚爱林读到了，推荐发表；新
星社文学部主任以宁读到了，提
议结集出书；著名作家张炜读到
了，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
长臧永清“慨然接纳”，主任令
燕、副主任新岚联袂编辑书稿；
余秋雨、唐浩明、韩少功、残雪、
洪晃、汪涵欣然写推荐语……

无心插柳柳成荫！“成荫”的
背后，是“有心栽花”者众。一批
之后，还有一批。

这一批“栽花”者，有夫人
（也是知音），同事兆平、子云、龙
博、梁威、隽青、刘洪、王勇、正
举、崔灿、佘璐、冠华、田毗、锤
子、睿子，从真心鼓励到热心传
播，到电脑打印，到插图、装帧设
计，也如先生文章一气呵成，喜
事，奇事，盛事！

从“无心插柳”到“有意栽
花”，奇妙的衔接水到渠成，全因
厚积薄发故也。纸媒衰落，网媒
崛起，出书难众所周知，龚曙光
坦言“脸皮薄，不想吃一碗人情
饭”，而得一众大咖热捧，秘密全
在《日子疯长》的魅力，这魅力又
来自作者的厚积薄发。身为湖
南出版集团董事长，龚董经商之
前已是颇具影响的作家和评论
家。正因为此，龚董其实比寻常
作家更作家——阅历与眼界更
宽阔，《日子疯长》比寻常作品更
作品，比寻常散文更散文——真
情与积累更深厚，别开生面，别
样风流。

“无心插柳”，“有意栽花”，
奇妙世界的奇妙经典。

回归，也是超越
在《日子疯长》里沉迷，一个

疑问挥之不去——
龚曙光或者说龚董为啥要

写《日子疯长》？
心血来潮？临时客串？貌

似，其实，不然。
还是“我青年时代的文学偶

像”——白先勇先生看得透彻：
“《日子疯长》这册散文，俨然是
他宣告归返文学行列的代表
作。”明处或浅处，《日子疯长》满
满的是抒写挥之不去的乡愁；暗
处或深处，隐约可见“回归创作
精神原点的渴望”。

是的，《日子疯长》是一个成
功的企业家和优秀的作家的精
彩回归。

为何回归？不是功成身退，
不是激流涌流，而是，潜藏心底无
法忘却的乡土情怀和文学情怀在
涌动，在召唤，在凝望，在期盼。

《日子疯长》里的每一篇，或
人事，或风物，无不盛满着乡愁；
在龚曙光不事雕饰却又几乎带
着魔力的笔下，如诗如画，扑面
而来，让你猝不及防，然后沉迷
其中。随时随地打开《日子疯
长》，随你多久，总不忍释卷；掩
卷沉思，又如重归故里，“出走半
生，归来仍是少年”，那种感觉，
前所未有。

往深处看，《日子疯长》又不
止是回归，更有超越——文学上
的，思想上的。

在当下的散文界，“乡愁”主
题散文泛滥成灾，乡土写作、亲
情写作铺天盖地，其中不乏大
家，纸媒、网媒似乎也在推波助
澜，遗憾的是——乏善可陈，大
多落俗套了，平淡无奇，难有共
鸣。龚曙光的“乡愁”拿捏得恰
到好处：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
外；似乎既是当局者，又是旁观
者，深情与沉静水乳交融。

龚曙光无疑视野开阔，眼界
高远，而其本真依然，本色如
故。因此，在其本色的、感性的
文字里，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深邃
的、理性的思考，灵气勃发，灵光
灿烂，文字焕发另样的光辉。《走
不出的小镇》在前九节风物和人
事的摹写与铺叙之后，第十节华
丽转身，文采斐然，理性充盈，那
个不一样的小镇顿时矗立在了
一个全新的精神高地，跨越时
空，多棱椎似的凸显出来。如此
跨越性的转变，却如此自然，水
到渠成，叹为观止！

这样的回归，这样的超越，
完美演绎，堪称奇迹！

（散文集《日子疯长》，龚曙光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龚曙

光：CCTV年度经济人物，曾获

中国出版政府奖人物奖、韬奋

奖。散文集《日子疯长》《满世界》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人民

文学》《当代》《十月》《花城》等杂

志发表文学作品逾百万字。贺有

德：笔名老树，各级报刊发表作品

若干，作品入选《中国随笔选粹》、

《中国散文选粹》、《2013年中国文

学作品精选》、2014年度《中国散

文佳作精选集》，被多家报刊和网

站转载并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