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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记》：你在北上广过得好吗？
“我把日常生活放在广州”

北上广的城市生活日新月异，对它们
进行书写，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 如今生
活在北京的张柠，对北上广的生活都不陌
生，因为他在这三座城市都生活过，他对
三座城市和笔下生活十分熟稔，因而写作
如鱼得水。 上世纪 90 年代初张柠大学毕
业，工作的第一站就是广州，他一人南下，
从不适应到适应，“广州留下了许多美好
和伤心的记忆”。

在张柠看来， 北上广的特质非常鲜
明，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精致现
代文化的代表，广州市民生活发达，日常
生活舒适，“北上广就是中国当代文化发
展的标识。 我对这三座城市太熟悉了，日
常生活，城市的风俗方面，写得非常放松
和自如。 三座城市四个板块，我把日常生
活放在广州，把沙龙部分放在上海，把媒
体、高校放在北京。 ”

暨南大学教授、评论家申霞艳很认可
张柠对广州的解读， 她从 1992 年到中山

大学读书后就留在广州，“在广州停留的
时间甚至超过了老家，广州给我一种很安
然的感觉，在这里生活自由自在，大家都
埋头做事， 让我对这座城市有深深的依
恋。 ”

描绘 80 后一代成长史
作为一部小说，《三城记》是张柠多年

哲思和理论的形象结晶。 改革开放 40 年
来， 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身
为经验丰富的文学批评家，张柠对当下解
决了物质“匮乏”之后新的时代问题有着
敏锐的醒觉与充分的好奇，同时，长期以
来对城市、 城市文学状况的发现和思考，
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土
壤。

在分享中，张柠提到了自己书写《三
城记》的动因，而在教学中，他与年轻人也
有着深入的接触，因此，他决定塑造一个
80 后人物形象， 让他直面他们自己一代
人的真问题，去行动，去选择，他试图在小
说中与主人公一起探寻生活的意义。

在书中， 张柠试图描绘 80 后一代的
成长史，直面解决了物质匮乏之后的年轻
人所普遍面临的虚无、焦虑与痛苦。 据张
柠的观察，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当物
质匮乏的问题解决之后， 人的意义在哪
里，这是一种新的匮乏。匮乏与拯救，是永
恒的主题之一。 我在写评论的时候，经常
想，如果是我来写小说，会怎么处理这种
问题？ ”

《三城记》叙事线索始终伴随着主人
公的成长过程，主人公顾明笛不满足于安
逸的现状，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却不断遭
遇挫折，体现出一名理想主义者普遍的焦
虑。 北上广的世态万象，从衣食住行到文
化心理的细致把握，对年轻一代普遍生存
困境的诊断与关怀，可以窥见作者以小切
口反映大时代的野心。哪里才是顾明笛的
安身之处？ 小说结尾并未提供答案，张柠
让叙事停在生活的中途、 生命的中途，给
读者带来更加丰富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陈川

北上广的魔力让人无法抗拒。
一边是逃离北上广的刷屏热议，一
边是更多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开始漂
泊。 对于许多 80 后、90 后来说，在
哪一座城市安身立命， 成为他们眼
下最重要的生活命题。 生活在北京
的张柠，日前回到阔别多年的广州，
仍然被这里浓郁的生活氛围打动。
这次回来， 他带来了最新创作的长
篇小说《三城记》与读者分享。

断章 一生低首紫罗兰

微书摘
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宁肯避免与他们来往。 相反，我们常

对与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 我们并不希望改掉
弱点，只希望受到怜悯与鼓励。

———[法]加缪《堕落》
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

成了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是潜在的。 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
胸襟的无涯，也在生活和文字里。

———三毛《送你一匹马》
要求别人爱自己是最大的傲慢。

———尼采《与孤独为伍》

“幽葩叶底常遮掩，不逞芳姿俗
眼看。 我爱此花最孤洁，一生低首紫
罗兰。 ”

“艳阳三月齐舒蕊，吐馥含芬却
胜檀。 我爱此花香静远，一生低首紫
罗兰。 ”

“开残篱菊秋将老，独殿群芳密
密攒。 我爱此花能耐冷，一生低首紫
罗兰。 ”

这三首诗，是我为歌颂紫罗兰而
作的；那句“一生低首紫罗兰”，出于
老友秦伯未兄之手，他赠我的诗中曾
有这么一句，我因此借以为题。

紫罗兰产于欧美各国， 是草本，
叶圆而尖其端，很像是一颗心；花五
瓣，黄心绿萼，花瓣的下端，透出萼
外，构造与他花不同。 花有幽香，欧美
人用作香料，制皂与香水，被女性视
为恩物。 此花虽是草本，而叶却经冬
不凋，并且春、秋两季，都会开花。

希腊神话中，司爱司美的女神维
纳斯，因爱人远行，分别时泪滴泥土，
来春发芽开花，就是紫罗兰；我曾咏
之以诗：“娟娟一圃紫罗兰，神女当年
血泪斑。 百卉凋零霜雪里，好花偏自
耐孤寒。 ”我之与紫罗兰，不用讳言，
自有一段影事，刻骨倾心，达四十余
年之久，还是忘不了；因为伊人的西

名是紫罗兰，我就把紫罗兰作为伊人
的象征， 于是我往年所编的杂志，就
定名为《紫罗兰》《紫兰花片》，我的小
品集定名为《紫兰芽》《紫兰小谱》，我
的苏州园居定名为“紫兰小筑”，我的
书室定名为“紫罗兰盦”，更在园子的
一角叠石为台，定名为“紫兰台”，每
当春秋佳日紫罗兰盛开时，我往往痴
坐花前，细细领略她的色香；而四十
年来牢嵌在心头眼底的那个亭亭倩
影， 仿佛从花丛中冉冉地涌现出来，
给我以无穷的安慰。

我往年所有的作品中，不论是散
文、小说或诗词，几乎有一半都嵌着
紫罗兰的影子。 我的《红鹃词》中，有
几阕小令，都咏及紫罗兰，如《花非
花》云：“花非花，露非露。 去莫留，留
难住。 当年沉醉紫兰宫，此日低徊杨
柳渡。 ”又《如梦令》云：“一阵紫兰香
过。似出伊人襟左。恐被蝶儿知，不许
春风远播。 无那。 无那。 兜入罗衾同
卧。 ”

金鱼中有一种从北方来的，叫作
“紫兰花”，银鳞紫斑，雅丽可喜，旧时
我曾蓄有二十尾，分作二缸，与紫萝
卜花并列一起，堪称双璧。

节选自《花花草草：周瘦鹃自编
小品文集》

鹤坪的《俗门俗事》，描述着市井俚
语中的西安老城旧事，有人物、有行当、
有故事， 串起来的是一水儿大西北的味
气儿，扎入土里，融在水里，唱在歌里，透
着鲜活气，尤其是人物语言，粗似下里巴
人，却耐人寻味品咂，会心会意之后，才
觉着像肉夹馍或羊肉汤汁， 原是可口迷
人的一道。

读《俗门俗事》，容易联想到冯骥才
的《俗世奇人》，两书装帧的风格接近，老
实说， 那也是吸引我从书架上借来阅读
的一个原因。《俗门俗事》也写人，也添个
姓儿给个名儿， 但是这些名字并不是传
奇的本身，而仅仅是一个个角色的符号，
鹤坪在书中更侧重写老西安的行当和老
行当中的芸芸众生， 也写老西安的生活
习俗，又添了几篇老西安的传说。

《俗门俗事》最叫人称绝的，是它那
一水儿扑面而来的老西安的味气儿，最
鲜明的，则是人物角色中的语言。贾平凹
评鹤坪是“老西安朴野之美的发现者，用
嫡秘嫡传的方言和本色纯正的土语构筑
成的‘土语文学帝国’。 ”阅读过程中，每
时每刻， 我仿佛都在与书中的人物进行
着标准汉语和土方土语之间的有趣转
换， 这感觉如同阳春白雪滋养下偶尔听
闻一曲下里巴人， 好似严肃的集会上有
人唱起了秦腔和信天游， 充满着浓浓的
生活的烟火气， 更多的是熟扑扑的黄土
地气息， 读者在这种转换与领悟中获得
的乐趣，难以言表。

能把老底子的世情故事讲好的人不
多， 能将底层百姓的生活讲生动的作者
不易， 能借着小小几篇小说勾勒出一个
地域的习俗风情来， 就不辜负了一方水
土的滋养。《俗门俗事》的企图不是几个
老西安的传奇人物， 但它却勾起我对西
北关中的翩翩浮想———它是一扇推开的
窗，让我探出头来，看到更厚重的皇天后
土，风云时光。 张曙波

海子的人生只有短短的 20 余年，但
他用诗歌留给世界的回响， 却是长久而
深刻的。 在海子去世 30 周年之际，《你来
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这本海子诗选
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感知和解读那些
不朽的诗篇。 本书精选 100 首海子创作
的抒情短诗， 按照情绪和意蕴分为六个
板块，每首诗占据一个对页，根据诗意逐
页手绘简单图案， 帮助读者进入朗读情
绪。 本书还创新地提出了“朗读版”的概
念，每首诗的右下角放置相应二维码，扫
码即可听到这首诗的“领读版声音”。

荐书

被称作温迪嬷嬷的温迪·贝克特嬷
嬷是备受推崇的英国艺术史家。 在《温迪
嬷嬷讲述 1000 幅世界名画》 一书中，温
迪嬷嬷以清新而诚实的视角选择并解读
西方约 500 位作家的 1000 幅世界名画，
其中包括了许多其他同类图书中未曾谋
面的作品。 温迪嬷嬷为我们展示了从古
代到中世纪，从近代到当代，西方艺术史
上主要的艺术时期、艺术家、艺术思潮的
经典作品与精辟见解。

一水儿老西安的味气儿
———读《俗门俗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