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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任性的灵魂》是
张新颖关于外国文学的
一本阅读随笔集。其中
谈布罗茨基、奥登、T.S.艾
略特、以赛亚 ·伯林、阿赫
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
博尔赫斯、雷蒙德 ·卡佛
等作家，颇能体现出作者
本人的阅读趣味、学术路
径、诗人气质和精神追
求。换言之，在这本书
里，这些“不任性的灵魂”
其实构成了一组“灵魂群
像”，而这组“灵魂群像”
共同的精神底色，就是自
由却不任性。
灵魂相遇的时刻
整本书或许可以归

结为历史上无数个有趣
灵魂相遇的时刻。比如
《T.S.艾略特与几代中国
人》一篇中，当时还是学
生的卞之琳在课堂上初
逢老师叶公超的时刻，
“是叶师第一个使我重开
了新眼界”。在这一刻，
卞之琳遭遇的不仅是叶
公超，更是遭遇了T.S.艾

略特与整个西
方现代派诗歌
传统，形成了
其 自 身 后 来
“诗思、诗风的
复杂化”，诞生
了中国最重要的现代派
诗人之一。这次看似平
常的课堂经验，其实在某
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新
诗发展史上的关键性转
折点，从徐志摩到叶公
超、从浪漫派到现代派、
从雪莱到T.S.艾略特。
在所有这些有趣灵

魂的历史性相遇中，让人
感触最深的当然是以赛
亚 ·伯林和阿赫玛托娃的
相遇。按照书中的说法，
“他（按：指以赛亚 ·伯林）
一直在通过天才来确证
自己……但是这次与阿
赫玛托娃的相遇，比以往
与任何人的相遇都更加
重要，此时此地，与他交
谈的是他母语的最伟大
的在世诗人，那情形就好
像他一直属于她的圈子，

她熟悉的每一个人他都
熟悉，她读过的每一本书
他都读过，她的每一句
话，每一层含义他都懂
得”。在这里，张新颖并
没有将这场相遇坐实为
那些流行的、桃红色的传
闻，也没有为其赋予过多
的政治性解读，而是通过
阅读经历的相似、感知层
面的共情与心灵深处的
默契勾画出了两个有趣
灵魂相遇的伟大时刻。
如果“不恰当”地化
用诗人廖伟棠为另
一组灵魂相遇所写
下的精彩诗句，以
赛亚 ·伯林与阿赫
玛托娃相遇并深谈的这
个夜晚，似乎也可以同样
地被描述为“今夜，你是
舞曲，世界是错误”，以及
“今夜，你是旋转，我是迷
失”。
作为灵魂相遇的写作
谈书中一场场有趣

灵魂的相遇，自然不能忘
记作者张新颖在写下这
些文字的同时，其实也是
在和历史上有趣的灵魂
进行着一次次的相遇。
在这个意义上，写作本身
即构成了灵魂相遇的一
种重要形式。换句话说，
写作就是作者走入历史
之中、走入这些灵魂深处
的过程与结果。比如全
书同名文章中借助布罗
茨基看奥登再看歌德，在
这一系列的理解链条中，
其实还隐藏了作者自己
的身影。简单来说，这其
实是张新颖在布罗茨基
身上看到了理解奥登的
某种新的可能性，又通过
这种理解重新认识了歌

德，于是这个
理解的链条，
或者说“不任
性的灵魂”序
列就一直延
续到了作者

写作当下的时刻，而作者
的写作过程也就自然将
其本人纳入到了这个灵
魂的群像之中。甚至我
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文
章中所勾勒出来的自由
而不任性的灵魂，不仅仅
是歌德后半生的经历选
择，也不仅仅是奥登诗歌
中的风格特色，更是张新
颖本人的作者自况。
我们也的确能在书

中找出作者与这些有趣
灵魂不断相遇时刻
的细节性证据。比
如《写这些被生活
淹没了的人》一篇
开头，即是作者初

逢雷蒙德 ·卡佛作品的时
刻：“很多年前，我读到了
雷蒙德 ·卡佛的短篇《这
么多水，离家这么近》，内
心震惊，又无以言表，就
此开始搜集卡佛作品。”
无独有偶，在《想象的动
物》一篇中，作者也记下
了自己与博尔赫斯小说
的首次相遇：“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后期读大学那
会儿，一天晚上偶然在学
校东部的小阅览室读到
博尔赫斯的一个短篇，产
生奇妙难言的感觉，从此
迷上这个阿根廷作家。”
而作为“时刻”，同时

也意味着一种片段性、瞬
间感，与稍纵即逝的特
征。张新颖在书写这些
“时刻”的时候，也很好地
抓住并突出了这一特点，
即他笔下的这些相遇时
刻，从来都没有过多的描
写或抒情，更不会拖泥带
水，但却往往言有尽而意
无穷。比如他写自己在
芝加哥大学查找穆旦当

年的成绩单，“看到成绩
单上排在最前面的那门
选 课 ，我 笑 了 ：T.S.

ELIOT”。这个远赴美国
访学并特意搜寻穆旦成
绩单的行为，显然包含了
作者多年的学术积累，由
此才会产生相应的问题
关切与史料考证意识，同
时这也联系着远渡重洋
的复杂生活经验等内
容。但作者只是将其凝
练为一句“我笑了”。这
里的“笑”，当然包含着历
经千辛万苦，材料搜寻终
有所得的切实欣慰，同时
也指向了两个灵魂相遇
时刻的无端欢喜。
最后，回到整本书所

写到的第一次“相遇”的
时刻，即李伟长“用宾馆
的信笺，凭记忆写下我一
些文章的题目，排列成一
本书的目录，拍照发给
我。我坐在家里正百无
聊赖，忽然收到微信，很
是感动，当即答应出这本
书”。原来整本书的诞
生，也是缘起自这一次灵
魂相遇的时刻，而正是这
两个自由而不任性的有
趣灵魂的碰撞，才为我们
呈现出了后来书中所写
到的历史上更多有趣的
灵魂，以及他们彼此间的
美妙相遇。

战玉冰

有趣灵魂的相遇时刻
——读《不任性的灵魂》

“壁虎”是我童年时候的一
只狼狗。它是黑黄相间色的，
身高一米左右。父亲把它买回
来时，它正是少年，像一个绅
士，帅气而精神。
每天放学后，我们步行半

个小时，绕过乡间地头，“壁虎”
老远便来接我们回家。它的舌
头特别长，在炎热的夏天，它通
过吐出舌头来散热。
那时，弯弯曲曲的田间小

路是“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
绕过一千米远的路程，它蹦蹦
跳跳地走到我们跟前，它舌头
吐出来，憨厚而忠诚。它一蹦
三尺高，摇着它的尾巴。它的
耳朵是尖尖的，很是灵敏，如在
电视上看到的猎犬一般。
“壁虎”让我们引以为傲。

别人家都是田园犬，没有那么高
大，只有我们家的是狼狗，至于
它是不是真正的狼狗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样子是狼狗就好。
时间过去半年，它想送我

们去学校。母亲会叫住它：“壁
虎，不准去。”它便不跟着我们
去，乖乖地带点儿失望回家
去。有时跟到两三千米远处，
我们会命令它回去，它也会回
家去，不跟着我们一起走。有
时，它不直接回家，走到山上
去，一会儿又溜出来。我们说，
壁虎，要回家去哦，学校容不下
你的，中午没有你的饭。它便
直接奔着往回走。亦步亦趋的
样子，甚是可爱。
有一次，“壁虎”不知道去

了哪里，隔了一天才回到家。

我们都不管它，觉得它肯定会
回来。果然，隔了一天，它应该
上山去了，带回来一只野鸡。
“壁虎”估计觉得那时我们

家里穷，给我们去带点好吃
的。我们不能吃，为了安全起

见，母亲要“壁虎”带出去，它便
叼着出去了。我估算着它自己
后来吃了个精光，心里一定想：
我是带回来给你们吃的呢，你
们不吃，那就填饱我自己的肚
子好了！
一年后，“壁虎”长得很

大。那年月，母亲和父亲整年

为了我们几个姊妹的生活忙
活，就算是过了年也极少有空
去外公家。母亲让我们姊妹走
路去，“壁虎”便陪着我们走远
路。走铁路，过山路，在外公家
住几天。回去的时候“壁虎”也
随着我们一起回。有“壁虎”的
陪伴，我们从来都不害怕。
有一年的冬天，我们全家

人在过年之前都去了外公家，
“壁虎”当然也跟着我们一起
去，它却没有和我们一起归
来。我们大抵认为“壁虎”可能
找到了新的玩伴。
两三天以后，还是不见“壁

虎”踪影。我们全家人都认定
它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可能被
别人收养了。
过了约一星期，它回来

了。父亲说，动物都有灵性，他
们去了一个地方就会记住自己
的味道，只要找到在路上留下
的痕迹，便能找到回家的路。
“壁虎”确实很有灵性。毕

竟路程有五六十公里，又是平
路、又是山路、又是铁路的，我
不知道它竟还能找到回家的
路，是什么支撑着它一路冒着
寒冷走回来的？是对我们的思
念吗？
“壁虎”如今已然不在，但

童年里和它有过的美好回忆，
一直温暖着我的心灵。

郭远兰

童年的“壁虎”

课文《一个苹
果》，电影《英雄儿
女》，黄继光的故
事，歌曲《我的祖
国》……许多人学

过、看过、听过、唱过，这些事都发生在上甘岭。上甘
岭，是朝鲜中部的一个小山村，村两边各有一个高地，
是什么让它世界闻名呢？

1952年10月，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中国
人民志愿军逐步掌握了主动权，美军妄图扭转局势，秘
密开始了“摊牌行动”。10月14日开始，“联合国军”先
后出动3000多架次飞机、300多门大口径火炮、170多
辆坦克以及兵力6万余人，向守卫在上甘岭及附近地
区的志愿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袭击……
大口径炮弹、炸弹，如雨点般倾泻在3.7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爆炸声、呼啸声震天动地，树被炸烂，工事
被毁，弹片横飞……我军两个高地被削低，成为焦土一
片。炮火稍停，敌人摸上山来，志愿军战士与敌军展开
殊死搏斗，用血肉之躯，抵挡住敌人的一次次冲锋。
战士孙子明是上甘岭战役中第一位与敌人同归于

尽的英雄。在敌人猛烈的炮火轰击下，他多处负伤，瞧
见十多个敌人逼近，孙子明抓起三颗手榴弹朝敌人扑
去……在随后的一次战斗中，志愿军排长孙占元双腿
被炸断，仍坚持指挥战斗。最后时刻他毅然拉响手榴
弹，滚向敌群。炮火炸断了步话机的天线，营部和连部
电话线中断。电话班牛保才在炮火中前进，背在身上
的电话线用完了。他用嘴咬住一个线头，又用一只手
拉住另一个线头，让电流通过自己全身，保证了部队的
通讯联络，直至壮烈牺牲……战士们坚守阵地视死如
归，他们清楚地知道：上甘岭的旗帜不能倒。
在血战上甘岭的日子里，涌现出的英雄不计其

数。美军变本加厉用炸药炸、烟熏、放毒气、封死进出
口等手段，想把志愿军困在坑道中。志愿军英勇面
对。天色一黑，坑道小分队开始出击，炸地堡，灭哨兵，
夜袭搞得美军草木皆兵。
坑道部队面临的最大考验，是缺粮和断水。没水，

压缩饼干也无法下咽。军部派战士给坑道送水，可是
敌人封锁密集，运送困难重重。战士们渴了，有的舔牙
膏，有的把有水汽的石头含在嘴里，有的把珍贵的尿液
当作“光荣茶”解渴……这些坚守坑道的战士们，把对
祖国的忠诚化作顽强机智的战斗行动。他们用血肉之
躯筑起长城，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疯狂进攻。

10月30日至11月25

日，我军开始集中各炮群
向敌人展开大反击。炮
火加佯攻，再杀回马枪。
反复数次，摧毁绝大部分
敌人工事。扫清了前进
的障碍，步兵夺回阵地，
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
后胜利。
激战43天，“联合国

军”总兵力有6万之多，我
志愿军前后投入兵力4万
多人。志愿军彻底击碎
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军”在正面发动进攻并企
图取胜的美梦，创造了现
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为什么战旗美如

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
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潘与庆

血战上甘岭

责编：殷健灵

我养过
一只仓鼠叫
珍珠。

西南边陲广西与越南接壤的大新县境内，有一条
名字颇有诗意的河——归春河。归春河发源于靖西
市境内的鹅泉，先是流向越南，后又绕回广西，最终在
硕龙这个边陲小镇，形成了世界第四、亚洲第一大跨
国瀑布——德天瀑布。

从明仕田园出发，约摸不到三十公里的路程，便
到了德天瀑布。从景区入内，老远便听到瀑布的轰鸣
声——那是静静流淌的归春河水，在沉寂多时后，终
于瞬间爆发，从高近70米的山崖上跌宕
而下，撞击着层层岩石，最后义无反顾地
冲入水潭发出吼叫。
德天瀑布位于广西崇左市大新县硕

龙镇德天屯，因横跨中越两国而有“跨国”
之名。它与越南板约瀑布上游同为流经
越南境内的归春河，此段河道为分汊型
河道，河床宽浅，多江心洲和江心滩。故
而在接近德天瀑布时，瀑布下游河床与
瀑布顶端河床有数米落差，奔腾的归春
河水流在瀑布上部河床夺路而行，河中
岛屿将河水分割成多股水流，从不同的
部位流到瀑布陡崖边，致使瀑布呈多束
状。远观德天瀑布，但见飞流曲折，水花
四溅，水雾迷蒙。德天瀑布重新流入归
春河，形成中越两国的界河。归春河中
方一侧，岸边整洁有序，游船依次行进。
登上游船，逆流而上，近距离欣赏瀑布美景，自然

是件很惬意的事。穿上橘黄色救生衣，随着游船越来
越接近瀑布，瀑布坠入深潭的轰鸣声越来越大。此
时，仰视从云端飞泻的瀑布，有如白练舒展，近观瀑
布，恰似飞珠溅玉，不经意间，身上淋了个通透。
我还是第一次如此贴近瀑布。之前异地观瀑，总

是匆匆忙忙，多为远观，听到那水泻深潭的轰鸣声，便
以为完成了观赏瀑布的“壮举”。这次则不同，逆流而
上贴近瀑布，让自己顿时有了一种人在水中行、天人
合一的感觉。此次游玩，时间非常宽松，享受了“慢生
活”，所以，才有了从容不迫的淡定。
重新回到岸上，沿山路拾级而上，便到了二级瀑

布。此时，天气放晴，蓝天白云，实为观瀑极佳时辰，
也是拍照最佳时刻。这些年走过多地，但留下的好照
片却不多，原因之一就在于有时天公不作美。这不，
树木葱茏、青翠欲滴，瀑布飞泻、晶莹剔透，蓝天白云、
艳阳高照，随手一拍，便是美景如画。
一级瀑布宽约75米，落差36余米，这也是整个德天

瀑布中落差最大的单级瀑布。此处观瀑，水流似从天际
泻下，随风飘逸，灵动洒脱。而在近处，流水蜿蜒曲折，
虽然少了之前的雄伟壮阔，却多了几分清秀空灵。
在德天瀑布上游百米的地方有个德天寺，这恐怕

是我见过的最小寺庙。德天寺最早是明代的一座土
地庙，后来被改建成了德天寺。据说是德天村民为纪
念抗击交趾的壮族英雄侬智高而建。每逢初一十五，
很多当地人会前来烧香祭拜，祈求平安。德天寺门两
侧的对联蛮有意思，上联为：多善多德多拜多应，下联
为：一香一心一愿一求，内容直白而实在，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当地村民的纯朴。
值得一提的是，德天瀑布连同我们所住的明仕田

园，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拍摄地。也正因如此，随着
电视剧的播出，电视剧中优美的景色成为了全民热议
的话题，有些游客就是循着电视剧的镜头来到了这
里。其实，世界上许多旅游胜地，因为电影电视取景
而声名鹊起，让更多的人能够直观地了解。比如莫赫
悬崖，是爱尔兰自然风光中著名的景点，因而成为众
多影视作品，比如《瑞安的女儿》《麦金托什男人》《哈
利 ·波特与混血王子》的取景地。随着电影在世界各
地上映，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了莫赫悬崖，成了
中国游客去爱尔兰旅游必去的地方。
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德天瀑布令人驻足，但

终归要离去。回眸德天瀑布，忽然想起电视剧《花千
骨》的一段台词：我爱你如何，不爱你又如何？我们永
远都不可能在一起。
细想起来，人只是天地间的匆匆过客。能够有美

好的遇见，此生足矣！

苏

虹

流
连
在
德
天
瀑
布

披风曲径游，赏菊步金秋。
野有飞云笑，仙无倦鸟愁。
真随心自住，美在梦能留。
上善天头景，登山再上楼。

何积石

壬寅重阳述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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