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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渡之舟自渡之舟
□□孙孙 郁郁

我一直关注赖赛飞的写作我一直关注赖赛飞的写作，，为她对渔文化为她对渔文化、、

岛文化岛文化、、海文化的呈现所折服海文化的呈现所折服。。她的这种写作是她的这种写作是

独一份的独一份的，，是一个一心固守岛屿是一个一心固守岛屿、、几不张望大陆几不张望大陆

的人的人，，被海水被海水、、阳光阳光、、海风的气息浸透过海风的气息浸透过，，又被海又被海

鲜鲜、、农作物的滋味喂养过之后农作物的滋味喂养过之后，，知恩图报的执著知恩图报的执著

的反哺的反哺；；同时同时，，又是向外面世界的折射又是向外面世界的折射。。她写的是她写的是

““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自己的海和岛自己的海和岛””，，纯粹的在兹念纯粹的在兹念

兹兹、、在兹言兹在兹言兹。。海明威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老人与海》》和邓刚的和邓刚的《《迷迷

人的海人的海》》之中的之中的““海海””，，是一种精神的载体是一种精神的载体，，一个心一个心

灵化的存在灵化的存在，，注重的是意念化注重的是意念化、、象征性的海象征性的海，，而不而不

在于那片海本身在于那片海本身。。而赖赛飞所写而赖赛飞所写，，就是依赖海和就是依赖海和

岛的生存岛的生存，，是那种形而下的存在本身是那种形而下的存在本身。。

连接海岛和陆地的桥连接海岛和陆地的桥，，艰难地断断续续地一艰难地断断续续地一

点点延伸点点延伸，，岛上的人却意念疯长岛上的人却意念疯长，，桥在他们的意桥在他们的意

念中总是延伸更多念中总是延伸更多，，甚至他们已经在意念中造起甚至他们已经在意念中造起

了一座桥了一座桥。。因为因为，，那个意念已经存在太久太久那个意念已经存在太久太久，，祖祖

祖辈辈绵延着祖辈辈绵延着。。那是跟陆地连接的渴望那是跟陆地连接的渴望，，恰如游恰如游

子对故园的思念子对故园的思念。。飓风来时飓风来时，，整个岛就像一艘自整个岛就像一艘自

身难保的飘摇的船身难保的飘摇的船，，似乎随时可以成为不系之似乎随时可以成为不系之

舟舟，，为陆地所抛弃为陆地所抛弃。。岛上人的恐惧心理岛上人的恐惧心理，，岛的飘零岛的飘零

感感、、孤独感孤独感、、不安全感不安全感，，陆地上的人是无法体会陆地上的人是无法体会

的的。。赖赛飞人在岛上赖赛飞人在岛上，，所以能够把这种感觉准确所以能够把这种感觉准确

抓住抓住，，并打动我们并打动我们，，使我们感同身受使我们感同身受。。

赖赛飞的散文赖赛飞的散文《《下午茶下午茶》》渗透了她关于此在渗透了她关于此在

和远方的思考和远方的思考。。在一个叫花跳鱼渔家乐的饭店兼在一个叫花跳鱼渔家乐的饭店兼

咖啡馆里咖啡馆里,,女老板就叫花跳鱼女老板就叫花跳鱼，，花跳鱼家的店虽花跳鱼家的店虽

然端出的同样是花式咖啡然端出的同样是花式咖啡，，却处于一个与花式咖却处于一个与花式咖

啡完全不搭的地方啡完全不搭的地方———远眺佛头山—远眺佛头山，，近看高花近看高花

渡渡，，在山海相连的小岛上的野地里在山海相连的小岛上的野地里。。““至此可以这至此可以这

样认为样认为，，我已经达到了某些人的远方我已经达到了某些人的远方：：无尽山海无尽山海，，

葱郁原野葱郁原野，，安详村庄安详村庄，，勤劳诚恳的劳动者……我勤劳诚恳的劳动者……我

描述这些描述这些，，就是为了尽量显出天涯海角的诗意就是为了尽量显出天涯海角的诗意，，

也尽量具体而微也尽量具体而微，，免得有人存着大片想象空间而免得有人存着大片想象空间而

慌不择路地跑来慌不择路地跑来。。””赖赛飞对于此在的书写赖赛飞对于此在的书写，，是在是在

建构和解构建构和解构、、欣悦和自嘲之间欣悦和自嘲之间。。她知道自己所写她知道自己所写

已经构成对已经构成对““远方远方””之人的诱惑之人的诱惑，，所以所以，，尽量反诱尽量反诱

惑惑、、反勾引反勾引。。花跳鱼花跳鱼，，曾经是一名不顾一切的旅行曾经是一名不顾一切的旅行

者者，，为了诗和远方为了诗和远方，，万水千山走遍万水千山走遍，，转了一圈转了一圈，，却却

又回到原地又回到原地，，在小岛上与在小岛上与““在路上在路上””结识的志同道结识的志同道

合的合的““驴友驴友””开起这家渔家乐开起这家渔家乐。。赖赛飞由此指出了赖赛飞由此指出了

一种现象一种现象：：““人们恐怕不仅是互为远方人们恐怕不仅是互为远方，，如果一个如果一个

人来到了远方人来到了远方，，回首望向来时路回首望向来时路，，尽头的来处又尽头的来处又

成了远方成了远方。。””

所谓远方所谓远方，，其实就是彼岸感其实就是彼岸感，，就是相异感就是相异感。。你你

的原地的原地，，就是别人的远方就是别人的远方；；赖赛飞所写的原地赖赛飞所写的原地，，就就

是读者的远方是读者的远方。。她的文字她的文字，，呈现的就是一种彼岸呈现的就是一种彼岸

的生活的生活；；她的此岸她的此岸，，就是我们的彼岸就是我们的彼岸。。文学的重要文学的重要

功能功能，，就是开阔我们的视界和内心的疆域就是开阔我们的视界和内心的疆域，，为我为我

们带来彼岸们带来彼岸。。她的散文吸引我的她的散文吸引我的，，就是这种彼岸就是这种彼岸

感和相异感感和相异感。。它吸引我们前去它吸引我们前去，，去不了也神往去不了也神往，，自自

愿地把那当成我们的愿地把那当成我们的““诗和远方诗和远方””。。因为有足够的因为有足够的

距离感和异质性距离感和异质性，，即便她已经即便她已经““去诗意化去诗意化””，，仍然仍然

把自己厕身其间的平常日子把自己厕身其间的平常日子，，写出了对我们而言写出了对我们而言

的诗和远方的诱惑力的诗和远方的诱惑力。。假如她被外面的世界即假如她被外面的世界即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同化同化，，这种感觉也许就消失了这种感觉也许就消失了。。

赖赛飞面向自己的那片地域赖赛飞面向自己的那片地域，，跟面向自己的跟面向自己的

内心是一样的内心是一样的，，或者说或者说，，她自己跟那片地域已经她自己跟那片地域已经

融为一体融为一体。。所以所以，，当她面向这片地域的时候当她面向这片地域的时候，，实际实际

上也是在面向自己的内心上也是在面向自己的内心。。那么那么，，在她的文字中在她的文字中，，

她的人与人文亦融为一体她的人与人文亦融为一体。。这也是她散文的灵这也是她散文的灵

魂魂。。赖赛飞对那片地域的开掘赖赛飞对那片地域的开掘，，亦相当于一种向亦相当于一种向

内开掘内开掘，，因而因而，，小就是大小就是大。。因为因为，，比大海更广阔的比大海更广阔的，，

是人的心灵是人的心灵。。当她自觉地屏蔽了外面的世界当她自觉地屏蔽了外面的世界，，收收

起了自己的好奇心起了自己的好奇心，，就把自己拘束在了大千世界就把自己拘束在了大千世界

的时空之外的时空之外，，只与自己面对面只与自己面对面，，聆听和凝视自己聆听和凝视自己

的内心所闻所见所思的内心所闻所见所思。。她与大千世界之间她与大千世界之间，，无所无所

谓对峙与和解谓对峙与和解，，她只是要更好地看见自己与那片她只是要更好地看见自己与那片

地域地域，，让海岛的滋味充分浸入自己的文字让海岛的滋味充分浸入自己的文字，，倾其倾其

一生吃透和写透一个地方一生吃透和写透一个地方。。

赖赛飞的散文赖赛飞的散文《《荡漾荡漾》，》，几乎是一部海鲜食用几乎是一部海鲜食用

百科百科，，并非大厨的做法并非大厨的做法，，而是地道的民间流传的而是地道的民间流传的

做法做法。。她写本地人如何从她写本地人如何从““海鲜上吃出海水的味海鲜上吃出海水的味

道道””、、吃出吃出““新鲜有多鲜新鲜有多鲜””；；她写她写““咸货来自于盐的咸货来自于盐的

肃杀肃杀””，，写写““海鲜界里的三剑客海鲜界里的三剑客：：盐盐、、阳光阳光、、北风北风””，，

如何把海鲜腌晒成咸货如何把海鲜腌晒成咸货，，写海边人冬季如何制鲞写海边人冬季如何制鲞

（（音同响音同响）。）。她写出本地人吃一条鱼的讲究她写出本地人吃一条鱼的讲究，，是从是从

边陲吃起的边陲吃起的：：头头、、尾尾、、背鳍背鳍、、肚腹肚腹。。主人开筷敬客找主人开筷敬客找

准的也是这些地方准的也是这些地方。。不似我们外面世界的人那种不似我们外面世界的人那种

中间开花的中间开花的““剪彩剪彩””：：以为不夹肉多的就是不成敬以为不夹肉多的就是不成敬

意意。。这种吃法的专业性在于这种吃法的专业性在于：：““不仅吃相好看不仅吃相好看，，关关

键也是好吃键也是好吃。。””因为因为，，““鱼的大身之肉相对粗实鱼的大身之肉相对粗实，，不不

若鱼头是聪明肉若鱼头是聪明肉，，鱼尾是活络肉鱼尾是活络肉，，背鳍是飘飘肉背鳍是飘飘肉，，

肚腹是糯糯肉肚腹是糯糯肉。。””她把这种种滋味摆在我们面前她把这种种滋味摆在我们面前，，

足令我们相信足令我们相信：：““海鲜是海岛和岛上人的日常气海鲜是海岛和岛上人的日常气

息息，，同时是固有的生命气息同时是固有的生命气息。。”“”“岛上人即便离开岛上人即便离开

了岛了岛，，体内依然会海水荡漾体内依然会海水荡漾。。””

赖赛飞的赖赛飞的《《流淌的风情线流淌的风情线》，》，写了一生织网的写了一生织网的

9090岁的姑母岁的姑母，，““用来织网的渔线是姑母一生有迹用来织网的渔线是姑母一生有迹

可循的航线可循的航线，，一路有自己的奔腾一路有自己的奔腾。。”“”“将时光的深水将时光的深水

区换成真正的深水区换成真正的深水，，即使将她的老竹椅子搬到布即使将她的老竹椅子搬到布

满白色贝壳的海底安放满白色贝壳的海底安放，，我的姑母也会继续安静我的姑母也会继续安静

地织网地织网，，像一只真正的海螺附像一只真正的海螺附身身。。””《《海并不止在海海并不止在海

里里》》还写到还写到““禁忌的暗涌及反面禁忌的暗涌及反面””：：海边的禁忌海边的禁忌，，吃吃

光一面鱼肉光一面鱼肉，，绝不会翻过来绝不会翻过来，，宁愿透过鱼骨继续挖宁愿透过鱼骨继续挖

着吃着吃。。因为因为，，翻翻，，意味着打翻意味着打翻、、倾覆倾覆，，那是漂泊在大那是漂泊在大

洋深处的亲友乡邻最可怕的遭际洋深处的亲友乡邻最可怕的遭际。。““一个疏忽有可一个疏忽有可

能被打湿的就不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记忆能被打湿的就不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记忆，，而是而是

属于集体的记忆属于集体的记忆，，所以无权轻举妄动所以无权轻举妄动。。”“”“这便是禁这便是禁

忌的力量忌的力量，，它从内心发出它从内心发出，，控制了手上的动作控制了手上的动作。。””

““这种禁忌在船上更加严格这种禁忌在船上更加严格，，或者说力量无疑放或者说力量无疑放

大大。。””靠海吃海靠海吃海，，海边人的生活和人生里海边人的生活和人生里，，都有一个都有一个

““海海””字在统御字在统御，，安顿与禁忌的核心安顿与禁忌的核心，，也是也是““海海””。。

赖赛飞还写到海边生活的温情与亮光赖赛飞还写到海边生活的温情与亮光。。糊腊糊腊

是渔区的元宵美食是渔区的元宵美食，，家家做好家家做好，，开门迎客开门迎客，，就像西就像西

方的万圣节时方的万圣节时孩子们提着南瓜灯挨家挨户讨糖孩子们提着南瓜灯挨家挨户讨糖

果果。。““小时候小时候，，太阳还未下山太阳还未下山，，孩子们就成群结队去孩子们就成群结队去

吃吃。。家家户户传出香味家家户户传出香味，，门一直开着门一直开着，，不请自到的不请自到的

客人陆续进来客人陆续进来。。主人早出去吃别人家的了主人早出去吃别人家的了，，但将碗但将碗

筷整齐摞放在锅台上筷整齐摞放在锅台上，，大锅的糊腊用余火温着一大锅的糊腊用余火温着一

直在冒着轻微的咕突声直在冒着轻微的咕突声。。自己动手自己动手，，自由进出自由进出，，快快

活得很活得很。。黑暗里的海岸黑暗里的海岸，，沿线村庄城镇有奔走的脚沿线村庄城镇有奔走的脚

步声步声，，碰头的笑语声碰头的笑语声。。某某家的糊腊最是某某家的糊腊最是好吃好吃，，消消

息不胫而走息不胫而走。。每一个门窗里都射出晕黄的灯光每一个门窗里都射出晕黄的灯光，，

照亮和温暖着整个人间照亮和温暖着整个人间。。””这就是木心所写的这就是木心所写的““从从

前慢前慢””的时代氛围的时代氛围，，以及脚步声和笑声以及脚步声和笑声。。只是不知只是不知

这种古朴与放心的节庆风俗现在还是否存在这种古朴与放心的节庆风俗现在还是否存在。。

赖赛飞的文字极其精致和讲究赖赛飞的文字极其精致和讲究。。尼尔斯尼尔斯··哈哈

夫夫《《警句警句》》诗中写诗中写：：你可能终老一生你可能终老一生//与词语相伴与词语相伴//

却不曾找到却不曾找到//恰当的那个恰当的那个//就像一条可怜的鱼就像一条可怜的鱼//裹裹

在匈牙利报纸里在匈牙利报纸里。。而赖赛飞总是能找到那个恰当而赖赛飞总是能找到那个恰当

的语词的语词，，其精准与独辟蹊径很是服人其精准与独辟蹊径很是服人。。偶尔偶尔，，她还她还

有点张爱玲式的冷幽默有点张爱玲式的冷幽默，，比如比如，《，《快手的手快手的手》》中中，，她她

写一个快手的女人嫁了一个慢男人写一个快手的女人嫁了一个慢男人，，于是于是，，快人快人

更快更快，，慢人更慢慢人更慢。。这慢的这慢的，，最后是最后是““干脆放弃干脆放弃，，努力努力

慢到底慢到底””。。““努力慢到底努力慢到底””，，这是典型的张氏幽默这是典型的张氏幽默。。

很多人读赖赛飞的散文很多人读赖赛飞的散文，，都会惊讶于她文字都会惊讶于她文字

的精致和讲究的精致和讲究，，但同时也会隐隐觉得但同时也会隐隐觉得：：是不是有是不是有

点过于精致和讲究了点过于精致和讲究了？？这会导致绷得很紧这会导致绷得很紧，，不放不放

松松，，文本空间也太紧密不松爽文本空间也太紧密不松爽，，阅读起来始终处阅读起来始终处

于一种紧张之中于一种紧张之中。。但是但是，，相比于那种散文写作中相比于那种散文写作中

懈怠得像乏掉的橡皮筋一样的文字懈怠得像乏掉的橡皮筋一样的文字，，我们仍然必我们仍然必

须承认须承认，，精致和讲究也不容易精致和讲究也不容易，，文字上的追求到文字上的追求到

了一定程度了一定程度，，再上升一点都是辛苦和艰难的再上升一点都是辛苦和艰难的。。

早已经有人谈到，我们这个时代有许

多好的默默写作者，却因了许多条件的限

制，并没有走到公共视野里。我与赖赛飞

作品的相遇，就有几分惊异。她好像不太

被批评家所关注，但那些文字的确有与众

不同的质感，让人看到了另一道光景：幽

婉的南国里的暖风吹来，散落一路花瓣。

海岛里出出进进的男女，藏于心底的苦

乐、荣辱，是一页页风俗史，进入命运的梦

幻里。这一切搅动着我们的内觉，被其引

入阴晴变幻的山阴道上。

不晓得作者何时开始了这样的写作，

在阅读赖赛飞的散文前，我对其一无所

知。看了她的散文，好像不是我们这个时

代的文人，从我们未知的地方走来，带着

潮湿的海味和远古的诗意，一遍遍叩问着

存在的隐秘。我读她的作品之兴奋，和当年

阅读李娟的感受略近，都是异于常态的书

写。但精进、入骨，散发出不尽的情思。在几

乎无事的平淡里，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景深。

汪曾祺生前感叹散文的模式化，可能

窒息了人们的表达。日常存在的重要，反

倒被艺术家们遗漏掉了。赖赛飞不是书斋

中人，也非浅薄的时文作者，她的散文有

一般文坛少有的韵致。这让我想起赵园的

作品，沉寂里流动着诸多光热，在幽闭式

的文字之墙内垒出高高的塔，以独立的姿

态面对存在。不过她们不同的是，一个以

学术资料为背景，一个以日常人生为底

色。赵园读书读得深，赖赛飞读人读得透。

她们以清寂、苦涩的文笔，写出人间彻骨

的一页。而这些，都是在另类的语境里完

成的。

受过良好教育的赖赛飞，并未去时髦

的大都市工作，一直生活在浙江的海边。

看她的几本书，透出海风的味道，也像乡

土里升腾的云雾，在海岸和岛礁间变换游

荡。那些古代汉语与欧化的新文学，在她

的笔下沉淀着，几乎看不到痕迹。但我在

什么地方读出五四那代人的寂寞之感，和

独处于乡下的悠然。我由此想起废名的文

字，还有张爱玲的篇什。但她没有废名那

样的禅风，亦无张爱玲的华贵，赖赛飞知

道自己是海岛的女儿，生命的一切和海水

谣、港湾曲息息相关。所以她拒绝了文坛

的套路，远离时代的热词，以属于内心的

语言，刻画海岛里人生的百图。绝无宏大

的叙事，亦少自我的炫耀。在故土里看潮

起潮落、人去人来、生老病死间的隐微之

迹，恰有哲学家思考的人性的难题。

在许多作品里，我们的作者致力于对

于无名者的人生考量，山上的护林人、海

边的扫风者、小城里的快递员，以及打工

者的身影，那么生动、逼真。我们不知道他

们的名字，却读出别样的心绪。那些被词

语遗忘的人们，却在清苦之中流出人生的

精神之火。赖赛飞沉浸在对于故土形形色

色的人的打量里，她的作品一是写出日常

的深流，二是有简约里的丰富，三是有寂

寞里的通达。这三点，都使其拥有了另类

的意味，太阳底下亦多新事，重复的日子

有着不可重复的思想体味。于是看似枯燥

的存在原也气韵生动。比如，于凡人琐事

里看出支撑命运的内力，却不需要撕心裂

肺的场景和繁复的情节，往往一瞥之间，

黑白立显；片言只语，真意悉出。而在苦楚

的日子里，总能够看到熬出的微笑，天边

的曙色渐起，人间复归微明。在日复一日

的岁月里，沉落的与升起的，都向我们指

引着生活的意义。

《生活的序列号》一书是风俗画的连

缀，也有夜笛声的流转。作者大凡写家庭

生活，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作家之趣，在宁

静的叙述里，我们嗅到了人生的气味，而

那其间凡人的存在感，被写得百转千回，

一如诗人的吟哦，看得见内心的本色。《第

四类痛觉》写母女关系，可以看成小说，也

似随笔，但更像心理分析。鲁迅在《伤逝》

里处理过家庭的难题，那是男女间的悖谬

之诗，至今让人久久回味。而《第四类痛

觉》关于母女之间的爱与伤感，进退之选，

则有精神的困扰与出离的忧患，人间伦常

中的冷暖系着命运悲剧和梦幻之影。作者

在《父老乡亲》中对于父亲生活的刻画，则

在感性的画面里，流出了哲思，老人的孤独

背后的内心之热，道出寻常之理，由此引人

思考的话题，才是世间的原态：

时光在血缘之间划下的这条河流，依

离开之远近，或窄若小溪，或阔似银汉，从

来没有桥梁可济，惟有以身作渡。

在许多文章里，我们常可以读出她出

其不意的感悟。赖赛飞的文字是从南国的

书海里泡过的，也仿佛血管里流出的一

样，是本色的、静穆的表达。她写昆曲的感

觉，则神矣、妙矣，谈及海岛的谣俗，便委

婉多致。阅读她的作品，感到她好似喜欢

自言自语，在和默默无声的人们对话，也

与上苍对话，而更多的时候，是自己与自

己的对话。她有时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囚

禁在单一时空，限制了旷远之思，但也因

此避免了精神的空泛。所以我们看不到扭

捏之迹，也无布道之玄。她面对着历史里

的遗存和遗存里的历史，看人性的曲直，

爱欲的深浅，梦幻有无。这是对于自我的

忠实，也是对于存在的忠实。写作的本原，

其实往往在此。

德国作家黑塞说自己的写作常常受

到窗外因素的影响。不仅受到书本的教

育，“还从一些秘不现身的、更高明、更神

秘的力量那里受到教育”。书本的常识会

让人“内省”己身，而那些神秘的力量则会

让人学会一种“内观”。我想许多有创造力

的作家，差不多都是如此。由此想到今天

的作家的书写，“内省”似乎容易，“内观”

则难之又难。而将二者结合起来，也甚为

寥落吧。在此意义上说我们的汉语命运，

则还在颠簸的路上，我们的词章所指常常

在空漠之所，世上的真如未被窥见者，非

一两句话所能道尽。

如此看来，写作者要回到自身谈何容

易，我们未被省察的内心还长时间睡着。

好在世间还有在陌生的路途行进的人，他

们走得很慢，且于生僻之处遇到城里人的

未见之影、鲜闻之音。那里有着黑塞所云

的神秘的力量，在热闹的地方，精神的光

泽不会闪烁，而静谧的山野、海岛，却有天

光的显现。赖赛飞是沐浴着海岸线的天光

的“内观者”。她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有新的

审美的状态，还有新的生活状态。有了怎

样的生活，便有怎样的审美。靠了一种自

渡，可以驶向思想的彼岸。那么在这自渡

之舟上的人的心绪，岂能以俗语言之。

与海与海、、岛和语词相伴岛和语词相伴
□李美皆

我 读 散 文 有 个 习

惯，常常会一边读文本，

一 边 读 作 者 的 为 人 。

“人”与“文”是血肉相连

的，作者的人格和境界

都在他的文字里，藏也藏

不住，并且决定着文章的

高度。读赖赛飞之前，我

完全不知道她是谁，甚

至以为这是一位男性，

因为她的篇篇散文中，

都呈现着一种社会性的广阔，关注的是外面的世界，没

有一点个人的矫情与卖弄——纯正，是我得到的第一

印象。

我就喜欢上了这位“纯正”的女性。这么大气的女

作家，对家乡充满了一种责任感，要用自己的文章，急

急忙忙地、迫不及待地、全心全意地、满腔热情地把家

乡——浙江象山推出来，呈现给世人。她真可称为象

山的好女儿，对家乡的热爱到了顶点，小到一只蚌，大

到一座山，远至6000多年前的象山新石器时代，近至

昨天傍晚海面上刮来的一阵风，还有她心心念念的捕

捞、养殖、造船、拆船、织网、补网、卖鱼、烹鱼……这种种独特的象山海洋

渔文化，似乎已成为赖赛飞生活的全部意义。她全身心沉浸在这略带腥

味儿的意义里，忠心耿耿地观察着、研究着、表达着。这么毫无功利之心

的写作，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之中，已是很罕有的稀缺资源了。

所以，我读着赖赛飞的文字，感到特别舒服——她就是一片澄海，心

里完全没有随时准备扑上来卷走些什么的暗流；也是深扎在海里一心工

作的锚，没有为了写而写的卖弄与自我膨胀、自我感动；特别对味儿的是，

我欣赏她甘做隐身于大鱼群中的一条普通的鱼，完全没有那种小女人的矫

揉造作和尖叫。她严肃、她认真、她端庄、她目标始终如一，认定自己的责任

就是把家乡写好，然后把自己的散文写好。她不活跃但很纯粹，不急躁很

是沉稳，不追时尚而自信，言语不多更愿意用作品说话。她认真地听取各

路神仙的意见，一心追求的是怎么把自己提升得更高。我想，这一定是一

个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写作当中、在一切与社会和人打交道的过程

中，都非常认真、非常肯干、非常诚实，同时也非常执拗的“三好学生”。

她的结构能力很强，在波澜不惊的推进中，已经把该告诉你的——

关于大海和象山海洋渔文化的一切一切，全都普及给你了。她已经完全

把大海装在自己的心里，或者是完全把自己装在了大海的心里。她的文

字具有一种魔力，把象山的海、象山的鱼，还有跟象山海洋文化、渔业文

化有关系的一切事物，掰开了揉碎了，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又重

新塑造出了一个新的文学象山。是的，赖赛飞笔下的象山打着鲜明的烙

印，是那种冷静的、勤劳的、掌控着一笔一画节奏的渔乡，同时又是热烈

非凡、充满生命激情的福地，我们可以命名为“赖赛飞的象山”。

她的文字也很好，平实、干净、流畅，有质朴也有华彩。她把很多平常

的事物写成了诗，使之呈现出诗的光彩和意境。比如：“太阳出来的日子

里，盐就要与阳光和北风重逢，再次组成海鲜界里的三剑客，联袂行走江

湖，所向披靡。”再比如：“遇见这群人的时候，似乎能听到一种呐喊：让我

们驮起海走得更远吧。”而赖赛飞自己走得更远的，是还能时时运用社会

上流行的一些新词，以增强文字的表达力和作品的当代性，这说明她一

直在很认真地学习，跟上时代的发展。我还发现并且有点惊讶的是，她的

文字和叙述完全是第三人称的，即冷静的客观描述，如果以温度作比，一

开始就达到了90℃，然后一根横线贯穿南北极，到最后还保持着90℃。

这是她的优点？还是缺点？我现在无从判断。能肯定的是特点——有特点

的写作，总比全无新意、全无个性的“制造文章”要强百倍。

如果要我提出建议，我想着那条平稳的线，是否可以跌宕起来呢？就

是说这根线上，最好有山峰，甚至高峰，甚至喜马拉雅峰。比如我们想一

想：象山那么古老，当地渔民们对海洋的种种感情已经积累了6000年，一

定是有着无限多的壮怀激烈的故事吧？或者，也可以有无限多个小洼地什

么的，即平常人那种带着人间烟火味儿的、小小的充满了温度的故事……

我认为可以试图寻找一下，这个过程本身也会相当迷人。然而究竟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节奏跌宕起来呢？不一定全是那种特别冷静、带着哲

学思考、外在的第三人称叙述，试试换个角度，第一人称或者第二人称？

另外除了概括式的口吻，除了掰开了揉碎了又组合出来的新家伙，还有

没有其他的表现手法？

最后，对于我这个生长于干燥土地上的内陆人来说，还有一种神思

的飞动，特别想看看象山人的生活，从古人的柴是什么柴、米是什么米、

油是什么油、盐是什么盐，一直到现今橱柜里的油盐酱醋，这6000年的

一路，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比如象山人都是本土人吗？或者有后来加进

来的客家人？本土人还保有氏族的家谱吗？客家人是躲战乱还是逃荒？二

者是怎么融合到一起的？现在还有什么区别吗？象山人认同什么样的价

值观？他们与陆地上的农耕人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后代选择了一些别的

什么道路？他们的婚丧嫁娶沿袭的是古老的传统还是已经楔进了当代因

素……这些都是我很想知道的，即是说我更想看看象山人的身影，人的

故事和人的命运都藏在里边——而社会是人的组合，社会的前进是由人

来推动的，文明的进步之光闪烁在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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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个体化的散文创作，如果要对中国散文

整体发展有所推进的话，必然要对中国传统散文

中篇幅短小的小品文、美文、以及杨朔体做一个即

使算不上清算，或者以一种躲避的方式去进行散

文创作。当然创作的方式方法有很多，但是，单从

散文创作的形式上来讲，散文创作推陈出新的努

力已经逼迫着很多散文作家，开始往长里写了，往

大里写了。这样写自然有它的好处，就是承载的

内容和体量确实大了，就像从一个水杯换成了一

个水桶，但里面到底有没有水，倒是要进一步考量

的事情，如果同样这个作者手中握着的还是一把

盐的话，放在一桶水里的效果比放在一杯水里，其

散文创作的含金量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当下散

文创作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问题，其中之一

就是有些作家在写作中着急到用词太迫切，但是

意思却写不到，结果就是文章写得或者越来越俗

气，或者越来越峭拔，完全没了古人所讲的“辞不

迫切，而意已独至”（张戎《岁寒堂诗话》）的讲究。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赖赛飞的散文创作，就能发现

其中的价值和意义，应该说赖赛飞的散文确是对

此创作倾向的有力反驳，其用词看似平常，但意义

深幽，不迫不露，能在其中看出作者散文创作的

“大格局、大力量”，这在当下的散文创作中是可贵

的，也是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的。

散文的大力量在于作者对生命认识的宽厚，

这点在赖赛飞的散文创作中是明显的，应该说，赖

赛飞的散文的大力量来源于她对于生命认识的宽

厚。那么，何为“厚”？厚可以是深幽孤峭，但也不全

是；厚可以是意蕴丰沛，但也不全是；厚也可以是用

词绵密，但也不全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一篇

散文有词无意肯定不厚，而赖赛飞的散文很好地解

决了这个散文写作中的难题。赖赛飞呼吸着生命的

气息，拎起来一节节生命的故事，将生命的陈旧和

活出的新鲜给人展示出来了。赖赛飞的散文无疑是

有巨大的体量的，她对于生活和人生的思考是深入

的，也是细微的，是开阔的，也是丰厚的，她试图慢

慢挖开了一口深井，然后拓展开它的半径，在其中

琢磨、旋转，最终打磨出一种玉的色泽质地和光亮，

最终写出的是人生的激荡沉浮、冷暖悲欢。

在我看来，一篇散文之所以呈现出某种模样，

肯定是与一个作家的写作观和智性有关，这牵扯

到这个作家写作的出发点和抵达点的问题。赖赛

飞散文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文字之疏”，但“文字之

疏”往往是“文力之大”的缘故。赖赛飞在文字中

要表达出是一种对于苍茫生命的解读，她天性中

的禀赋使她具有了对事物的细微体悟的能力，并

能够将之放在具有纵深性和广阔性的时空中加

以抒写，因此进入她的散文写作中的，不单是一

种细密细腻的东西，而是一种更为广阔的领域，

是她在对生活和人生的思考中渗透出的东西，也

是她内心的光线所及的景象的显现。可以说，赖

赛飞的散文创作有时候似乎不单单是在写一篇

文章，而是在全身心进行一场生命的祭礼。说实

话，很多时候，我对于文字能够表达人的思考这

点是有所失望的，对于人思考生命的这条途径也

是有所失望的，很是理解米兰·昆德拉引用的那

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极大内涵，但赖

赛飞的散文写作使我对自己以前的想法产生了

质疑，也打破了散文创作领域的矫情拖拉和情感

重复的写作坏风气，赖赛飞的散文写作让我对此

重拾起了信心。

赖赛飞散文创作的立足点不是“我”与所写人

物两人的面对面，而是有另外一个精神的赖赛飞，

在看着“我”与所写人物两人面对面，去思考两人

作为个体人的关系，这是作者主体性的很好的体

现，由此作者才看到了“专心致志地等待不幸的降

临”的惊恐无助。那么，是什么能让作者有这么大

的空隙和缺口和机会去端详生命本身呢？是什么

让作者觉得活下去还能是一种技术活，我想这都

源于作者心中对于散文巨力的写作追求吧。

赖赛飞的散文有一种秘而不宣，疏而不漏的

气象，这也是《铺子里的手艺》《大路朝天》《十字路

口》《一路顺风》里显露出来的。在这些文字中，作

者体现出了一种书写的自由和阔大，这是一种心

态的“疏”，沉在这种状态中的写作，体现出来的必

然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力，这种力是宽泛的，是四处

涌动，有着生命的温度，这种“力”的表达在不断传

输给我们。赖赛飞的散文将人与物合一，来抒写

作者深切的人生体验，使她的散文更具魄力与风

度。我想，文章是有厚薄之分的，力量也是大小不

同的，而赖赛飞的散文在转灭间，就出现了波澜阔

大的效果，确实是很具功力的。它的“力”并不在

于浮在表面上的那种笔墨的轻重多少，而在于一

种意境与心力的粗淡或细密。而且单是一些题目

就能见到作者写作的开阔度，比如《先天下之老》

《春山如煮》《扫风者》《发芽记》等，都是这样的散

文，在其中，作者发现了一些光亮背后的真相。而

其来源，在于作者眼光的阔大，眼光的阔大在于心

灵观察视角的不断寻找和扩张，因为这个大，赖赛

飞要抒写和表达的绝对不是对于生活的复述和描

摹，她是在用自己的思考对于世界和人物进行识

别与判断，从而去窥视普通人身上的隐秘之处，这

也是人生的隐秘之处，是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抵达

的或者是前进的方向，这在当下的散文创作中尤

其关键。因此，古人在谈诗文时，说的会心处并不

一定要在远处，也可以是近处的，熟悉的事物和

人，只要一个作家的心力是大的，就能写出优秀的

散文，赖赛飞的创作无疑是对此的一个有力佐

证。应该说，赖赛飞散文的文字是普通的，是简

约的，但可贵的是，作者用这些简约的文字，转出

了一个万花筒的世界，这对于当下的散文创作是

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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