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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袁有江，都是卡夫卡的父辈。
我为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记》写

过一部研究专著，袁有江也非常痴迷，曾
试图画出小说主人公——— 推销员格里高尔
家里的空间布局。1912年，波希米亚的布
拉格，卡夫卡写作《变形记》的时间和地
点所显示出的社会特征，与今天的中国极
为相似。卡夫卡类似于中国“农民工”的
第二代，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出生于南
波希米亚的沃塞克村，服完兵役后，在布
拉格当了7年小贩，挨家挨户兜售日杂用
品。1882年结婚后，他在布拉格旧市区开
了一家商店，经营布料和时髦服饰用品。
1883年出生的卡夫卡是波希米亚工业化城
市化的见证人和目击者。今天的捷克领土
与历史上构成波希米亚王国的王室领土相
仿。20世纪初期，波希米亚成为奥匈帝国
的工业中心，其内部发了大规模的迁移浪
潮，农村人口从东方迁往北方广阔的工业
地区。这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构成
了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正如卡夫卡写给
父亲的那封长信中所言：“过渡时期的这一
代犹太人大部分与此类似，他们从相对虔
诚的农村移居到城市。”

我和袁有江，数十年前从皖西乡村来
到广东打拼，与卡夫卡的父亲类似，正是
从乡村到城市过渡的一代人。袁有江的散
文随笔集《时间的秘密》，是整整过渡一
代人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变形记”。

中国乡土大地历史悠悠沧桑厚重，而
散布在中国大地的上百万个自然村落成了
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自然载体。在中国，谁
敢说自己和乡土大地没有任何关联？我们
的亲人永远埋在那里，是那里的青山碧水
养育着他们。我们血液的一部分就来自那
里，一些没有名字的村庄，河流与山谷。
但在20世纪末期，随着城市的快速崛起，
一个国家的乡村史被史无前例地改写、刷
新或者终结。袁有江的写作，与他自身的
命运一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土中国的沧
桑变化，痛苦或幸福的经历。袁有江生于
淮河平原的皖西江村，他将本书第一辑命
名为《温故一九六八》，是他在向自己的
出生地致意，向自己的精神根据地回溯。
他在《我的遥远的江村》写道：“掐指一
算，我离开江村已三十余年。但我只要一
忆及它，还是清晰如昨。我和一帮七八岁
的孩子，在菜园沟塘，村间小巷，各家院
落里，随意地疯跑、蹦跳、藏猫猫。我们
溜进竹园深处，摘柔韧的竹枝，编野战军
的伪装帽。爬上桑树和柿树，骑在枝丫
间，品尝未成熟的桑葚和柿子，酸得口水
淋漓，涩得张不开嘴。”

我反复地读着他的《钓黄鳝》《剥绿
麻》《看电影》《消失的小学》等文本，
放电影般重温着童年的乡间记忆。而《一
把潮湿的泥土》《午夜的咀嚼》《老地
方》《杀猪与教书》《桂滩人物印象》则
是对苦难乡村的一次深层打量，重新让我
们回到了乡村命运和农民情感的复杂形态
中去，切入了其千年顽强挣扎中隐约的命
运旋律。这些都是我们这代人共有的童年
记忆和生活背景，但这种记忆和背景正在
乡土中国加速地失去。袁有江的散文在记
录将要消失、正在消失和已经消失的东
西。他要做到的是留下一份关于村庄晚年
的生存记录：“江村的大部分房屋，都已
人去楼空。村里到处是坍塌的门窗户壁，
淤平、垮塌的沟渠和小桥，疯长的蒿草和
白杨树、槐树以及一层层脱皮的白桦树。
前沙庄已荡然无存。沙庄和刘台加在一
起 ， 只 剩 十 多 户 人 家 由 老弱病残留守
着。”“江村几乎就是一片荒原，房屋和
村道成了点缀。江村的青壮年人，都和我
一样外出谋生去了。”

随着工业社会、资讯社会和跨国资本
主义社会的来临，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社
会被连根拔起。与发达地区的城中村相对
应的，像江村这样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内陆
村庄“正在岁月的变迁中走向衰老”，正
在蜕变成“空心的村庄”，被现代化所遗
弃的性质使之忍受着孤寂和无言。面对一
种被工业社会和城市化进程所遗弃的乡间
景色，袁有江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回到故
乡，但注定又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匆匆离
开。对很多人来说，“故乡”这个词语已
经死亡。在袁有江的散文里，我们不仅处
于变化的开端，而且已经面临变化的结

果。一切都在逝去，一切又在重构。记忆
变得模糊，存储的符号悄悄更迭。

已成为历史的20世纪充满了反讽性。
流亡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说过一句伤心
话：对于写作者来说，20世纪的历史还没
有人动过。人类在20世纪的社会变革相当
多，小农阶级的消失就堪称其中最伟大的
变革，最为壮观暴烈的词汇也容纳不了它
内在的递变和搏动。与小农阶级从历史上
消失这一过程相伴的是都市化进程。都市
是人类的第二个身躯，是现代文明的代表
性符号。城市显明了人类进程的必然性，
它包容了大善与大恶。在从乡城到城市的
过渡中，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形态经历了沉
重的嬗变。本书第二辑《这一生，都走在
回家的路上》，留下了这种嬗变的痕迹。
袁有江的《走到九月九》写到了广州火车
站，这是千千万万南下打工者梦想开始的
地方，也是他们生命嬗变的开始：“改革
开放的三声炮响之后，千百万农民工如过
江之鲫，顺潮而下，直奔大海。预备在热
得发烫的珠三角，实现自己衣食无忧，娶
妻生子，赡父养母的梦想。我也在前赴后
继，颠扑不破的洪流中，游到了广州火车
站。”任何一个到过广州火车站的人都会
对那里印象深刻。那人群中绝大多数是来
自全国各地的外地劳工，他们主要是农村
的逃离者，工业化主要的廉价劳动力。
《走到九月九》写上世纪90年代初的“卖
猪仔”，这几乎是每一位珠三角寻梦者的
经历。《潮来潮去潮如水》记录了袁有江
从打工到创业的全过程，是他在珠三角的
个人生活史、迁徙史、经验史、情感史、
心灵史、精神史。

袁有江的散文是当代城乡生活丰富多
彩的魔方组合，对现实人生进行卡夫卡式
的反映与展示。他的散文连贯起南北生活
的今天和昨天，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移民的
灵魂供述状，一个文人对自己情感精神历
程的追忆、倾诉和对灵魂的拷问。《后窗
风景》通过对公司宿舍楼的观察，揣测着
打工者的命运走向，体会着他们的酸甜苦
辣。《行走在证件里》里叙述了一张失效
已久的边防通行证，把我们带入进入深圳
的一种回忆：“我证件的可信度，要远远
大于我的肉身。”袁有江的不少散文是写
思乡体验的，如《故乡落雪了》写出了一
个身在南方的北方人，对家乡的牵挂。
《梦醒时分》写“人在东莞，骨子里许多
柔软的部分，感觉一直还落在六安。”
“这辈子，好像命中注定，我只能站在一
千多公里的两端，被拉扯着，搁浅着。”
《这一生，都走在回家的路上》写“春
运”之际的特有奔波，是对亲情做一次深
度的、疼痛的拉扯。《拉住妈妈的手》对
母亲的牵挂，读之使人落泪。《转过墙
角》写在深圳碧岭村的打工生活，碧岭村
是他初到南方打工的第一个落脚点。袁有
江的电子厂最初在东城上桥村，后来搬到
道 南丫村，都是珠三角典型的城中村。
他在《道 三题》中写了蔡白的滨江湿地
公园、悲壮的大坟、可感可触的岭南园林
代表作之一的粤晖园。“三十多年来，来自
全国各地的打工人，在道 这片热土上工
作和生活。他们的人数总量，据官方统
计，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几十倍。他们多年
来，和本地人一起建设着这座充满生机和
活力的小镇。他们与焕发了青春的水乡人
一起，携手走到了现代化都市的前沿。彼
此营造的和谐之境，无疑折射出了一种海
纳百川的胸怀，一种优势互补的组合。”
袁有江聚焦他在广东的生活经验，写岭南
几十年的社会世变，写巨变之下世俗生活
的悲欢离合，写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琐
事，他的散文是人与城市之间特有的精神
联系、体验和感受方式，提供了一份栩栩
如生的大湾区开荒牛的精神档案。

时代的变迁已使一切可见之物都面目
全非，袁有江通过对城乡经验的书写，洞
悉了煌煌历史的变形记。他写出这些“变
形记”并不是偶然的。从打工者到老板，
从老板到作家，一边经营企业一边进行文
学创作，袁有江是如何鱼与熊掌兼得的？
本书的第三辑《没有一条生命是重复的》
给出了他的答案。

他在《时间的秘密》里坦言，因为他
将阅读写作，当成是私密生活。他在对经
典的反复阅读中，“越读越明白”。在

《残缺的魅力》里，袁有江说《红楼梦》
是唯一一部，能让他深度潜入，经常流连
忘返，而又充满迷雾的大书。但实际上让
他“深度潜入”的，又何止一部《红楼
梦》？在《我眼里的情人》中，袁有江对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的细读，绝对称
得上“深度潜入”，他不仅梳理了作家的
文学人生，写出了自己的阅读体验，还对
其中文翻译进行多版本比较，呈现出文学
写作与翻译中的诸多问题。他对略萨的
“流连忘返”，他对《金瓶梅》《檀香
刑》《百年孤独》《呼兰河传》《耶稣之
子》等文本的阐述，都可以称得上“深度
潜入”，他与文学大师纸上对话，从文本
世界入手，捕捉隐秘的创作心灵脉动，引

领我们进入文学的高地，获取理解的密
匙。袁有江在《后窗风景追忆》中说：“卡
夫卡一生都活在孤独、恐惧和陌生感的深
处。我们无法和大师相提并论，但我们好
像感受到了——— 一代代到异地谋生的人，
尤其是打工人，或多或少都有孤独、恐惧和
陌生感伴随着，负重前行。”在城市与乡村
的吸纳与抗拒中，在当代晦暗不明的生活
中，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是袁有江抵
抗孤独、恐惧和陌生感的有效方式。

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变形记”
柳冬妩

老实说，我一直都想成为一
名像样的作家。

可我很难具体说清楚，“像
样”的作家，到底像什么样子，
或者是要写出什么水准的作品，
大约像哪些作家。我所谓的像
样，在我的阅读中的确是具体存
在的。只是这尺度在不断变化。
一大串像样作家的名字，也在不
断变化。我的参照刻度指向，往
往是动态的，见异思迁的。所
以，我只能就我自己的实际情
况，模糊地界定一下。其一，可
以用令我满意的文字，准确、淋
漓地表达我的胸臆。其次，让有
幸或不幸，成了我读者的大部分
人，在阅读时不会感到沉闷和厌
烦，能大致明白我的意趣所在。
最主要的，当然是在我敲打这些
汉字，使之成句成行成段时，能
获得特殊的快感和安慰。倘若它
们公之于众后，又能侥幸为我带
来一些苍头小利，蝇尾小名，那
我更是求之不得。

年轻时爱好文学，爱得痴狂，爱得十分盲目。动机也
不纯。那会儿爱好文学，总梦想能在瞎摸乱闯中走狗屎
运，在意想不到的刊物上，突然一炮走红，从而让文学改
变我的命运。时至今日才彻底明白，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不害臊地说，我那时希望借助文学这根拐杖，脱离农村和
农活，逃离贫穷和落后。我想进城过日子，每天有肉吃，
衣服能穿出春夏秋冬的区别。

许多年之后，随着阅历的增加，阅读量的增大，我逐
渐悲伤地明白，我那时太傻了，时运也特别不济。我可能
因这种没头没脑的迷恋，葬送了另一副更辉煌的前程———
读小学时，算命先生说我长大适合从政，能官拜县衙。我
为文学，白白虚掷了大把的光阴和青春。年轻时的我，经
常留着遮眼的长发，穿着裤脚扫地的牛仔裤，手卷一本
《小说月报》，哼着《冬天里的一把火》招摇过市。遗憾
的是，从没遇到一位在文学方面，能给我一点正确指导意
见的人。在我们村里，当时最高学历的是我堂哥，他高中
毕业去当了兵。他的作文，明显还没我写得顺溜。我到镇
上读中学时，遇到文学素养最好的，就是我的语文老师。
但他总是要我搞好学习成绩，等上了大学以后才爱文学。
世间那么多的好书，那么多才华横溢的作家，我都是在几
十年之后才接触到。越读越悲伤，我深刻地意识到，作为
正宗的文青，我至少迟到了二十年。

我不想谦虚，然而实在实力不济。收在这本集子里的
东西，尽管已经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很多篇什还在几年
前获过奖，发表过多次，但我还是不满意。这次历时两个
月的统稿，我几乎都不同程度地修订了一遍。我没读出，
几年前我应该有的才华，多数是“有点不好意思”。真要
感谢当年那些编辑和评委们，对我的莫大的鼓励。他们真
够宽容大度的。

我这么说，不是我现在的水平提高了很多。我只是觉
得，在叙述语言上，比几年前稍好，传情达意，像当下扶
贫似的，稍微精准一些而已。不过，我的欣赏水平，确实
提高了很多。毕竟，我将本该在二十年前细读的，近百本
中外名著，在最近两三年中补读了。有了这点阅读底数，
颇有些眼高手低。当然，我也没有对这些习作，进行大量
的增删，还想保留它们青涩的原貌。这不算丢人，最多只
是丢文。我的底气还有一口，我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真
实的，情感和思想，也是真实可信的，不乏记录过往履痕
的功用。

绝对的真实，肯定是没有的。许多回忆性的散文随
笔，因为回忆的不可靠性，一定会有出入。时隔多年，石
碑般的记忆，也让岁月的风霜雨雪，剥蚀得模糊不清了。
遇到这样的地方，我就按照写作时的想法，虚陪几笔，以
求完整。想来，熟识我的亲友，不会在意细枝末节的“委
婉”，也不会对号入座。就算我在无意间，贬低了你的品
格，也请让我们以文学的名义，在此握手言和。我芝麻大
的影响力都没有。我不是具有公信力的名人，连一个“像
样”的作家都不是。在文学的索道上，依然只是“文
青”，其言何足道哉。

文学总是神圣的，也是令我敬畏的。一部好的文学作
品，绝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参透的。每每读到一本好书，
我总像面对佛祖的雕像，参悟良久。最后，我还会对他毫
无保留地，细致地诉说我生活的苦难，无助和无奈。但，
他给我的回复永远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凡事都得靠自己。
另一句是，你自己能解决的，就不要来问我。真的文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毫无用处。它饥不能食，寒不能
衣，完全不如谷物和丝麻。一位痴迷文学的人，往往既不
能养家糊口，也不会教育孩子好好学习，考上名牌大学光
宗耀祖。一位在我心目中很像样的作家，曾曰过：放眼看
看，我们当初一起努力的那帮文学青年，经过三十多年痴
心不改的奋斗，终于都混成作协的贫困户了。哪怕就像
《红楼梦》这样的传世经典，往往既不能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也不能让恶人都变成良民，遵纪守法，创建和
谐社会。能做到这些的，往往都不是文学。回想《红楼
梦》文本自身，恰恰被文学之外的因素，伤得缺胳膊短
腿。

但文学又是极有用的。她像极了维纳斯女神，能在我
最孤苦、无助的时候，给我以温馨
的抚慰和启迪，帮助我有教养地度
过雨夜，见到明天灿烂的太阳。还
有一件神奇的事情：我发现一个人
随笔写多了，就把自己写得一丝不
挂了。而这时，内心却变得出奇的
强大，简直烟熏火燎都不怕。要不
然，我就不会忍受着腰椎的不适，
废寝忘食地整理这本集子了。

迟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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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中，棒槌声依稀
声音来自久远的若耶溪
很想去看苎箩村的夕阳
和传说的浣溪女
在进退维谷间，我慎重
选择了回归。因为
祖母的棒槌没有掩埋
这把棒槌曾把星星敲落到河底
母亲的搓衣板，蹉跎了岁月
把一弯银钩揉成明月千里
往事如风。陌生的鱼群
南飞的秋雁，都各自安好
我把我的乌蓬船
装满相思……

回归
配诗/高大新 摄影/ 流冰

诗
与
画

评评 论论

小时候，猪仔被卖了，母猪总要有那么一周
少吃寡喝，郁郁忧伤。大约它识破了主人，先前
善待自己是一场赤裸裸的阴谋，让她的一窝子
女不翼而飞。我也会跟着失落好几天。穿着新
袜、新鞋的我，站在母猪面前，给母猪喂食，内心
充满了愧疚。母猪低眉耷耳，胡乱地拱着槽内的
吃食，长一声，短一声地哼哼，无心抬眼看我，也
对食物提不起丝毫的兴趣。

这是农家刚卖完猪仔的基本情结。
我上一次被当猪仔卖，是在1993年从广州

到深圳的路上。那是一个灰蒙蒙的下午。许多年
后说给母亲听，母亲心疼得眼泪汪汪。我不是
猪，但我又分明感觉，我确是一头被卖的猪仔。
我说的“卖猪仔”，是一个曾经很挣钱的行当。

改革开放的三声炮响之后，千百万农民工
如过江之鲫，顺潮而下，直奔大海。预备在热得
发烫的珠三角，实现自己衣食无忧，娶妻生子，
赡父养母的梦想。我也在前赴后继，颠扑不破的
洪流中，游到了广州火车站。

我的目的地在深圳坪山，那是我梦开始的
地方。汗津津地挤到公交车站，最惹眼的，是一
辆辆大巴挡风玻璃上，或车身上贴的路牌。那种
鲜红的，广告纸切割出来的字样。出发地都只有
一个“广州”，到达地至少有十个八个。我当时脑
子发懵，就疑惑了。难不成珠三角的城镇是羊肉
丁，都被大巴穿在一条线上？老家的长途公交多
是一对一，了不起告知你途经哪两个站点。而这
里，到达站都是平行的，好像随便选一个，都是
唯一的到达地点。

我几乎没有选择。一眼望去，所有的车，都
去深圳，再细问，都去坪山。没等你话说完，就不
耐烦地将你生拉硬拽，塞进了车厢，连着行李也

扔上去。条条大路通罗马，我稀里糊涂地上了一
辆车。

一路上，大巴车像一位不堪重负的老妪，只
要路边有人招手，汽车就长叹一口气，车门就哐
当作响。酷似多子的母亲，总也掩不上的胸怀。
车上那些鼓鼓囊囊的行李包，可能是因为装的
梦想太多，不是这个角爆开淌出一件衣服，就是
那个角裂嘴，露出一只刷牙缸子和刷毛残缺的
牙刷。终于越过了北二环，挣脱了广州的牵扯，
车子却停下不走了。

满头大汗的售票员，首先跳下车，在半道上
开始分销他的“猪仔”。将去佛山和中山的先赶
下车，等着后面赶上的中巴，彼此交换乘客。下
去一阵，上来一群，然后继续走。车到中堂，故伎
重演，将去惠州等地的赶下一批，收进一批。我
的不幸在车过东莞大岭山时降临。我被赶下车，
上了另外一辆中巴。说好不用交费，可没走足一
公里，车上的售票员就开始凶巴巴地叫喊，天下
没有免费的午餐啊，不给钱的立即下车。只好再
次买票。本以为可以乘此中巴直达坪山，但是车
到深圳布吉，还是被再次贩卖，挤上另一辆小
巴。再次买票。

从大巴，中巴到小巴，存身的空间越来越

小，相互的渗透越来越深。体内的水分越来越
少，人越来越惊慌失措。如果说，我上车时还是
一头生猛的猪仔，此时，已经被斩剁成一吊粘满
灰尘的臭肉了。这移动的温床，如一把钝刀，偶
尔停顿间坚硬的惯性，像是巨大的砧板，将我劈
得四分五裂。这才明白，打工仔的“仔”字和卖猪
仔的“仔”字，确是同一个字。

从广州火车站，到深圳坪山，我走的是一条
比《贪食蛇》游戏里，那条贪食蛇游走的还要漫
长，曲折，危险，疲惫。拉客车被贪欲和无耻控
制，一车乘客被奴性、无奈和时间控制，彼此合
成了“卖猪仔”的事实。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走到今天，我每每喜欢
站在高处，心有余悸地观望马路和车站。吃口香
糖般反复咀嚼“卖猪仔”一词。它的味道不像粗
粮馆里，夹咸菜的窝窝头。我无法给它准确定
义，也无法从官方的报纸，网站上找到标准答
案。如果说，“卖猪仔”是一条被汗水濡湿的毛
巾，那么，你只要轻轻一拧，就会哗哗啦啦地流
淌下咸涩，心酸，愤怒的液体。

那些初到异地，风尘仆仆的打工人，伫立在
车站或路边，眼睛盯着来往的公交车，焦急地等
着去往目的地。终于随着“卡吱”一声，一股臭气

放出来之后，有一辆“公交车”在身边停下来。
“啪嗒”一声，车门打开，售票员快速跳下来。明
明车里已挤成沙丁鱼罐头，他还是对着等车的
人高喊上车。在你还没明白车是去往哪里，自己
要不要上车的时候，已经被连人带包捉上车了。
在你肺部被挤瘪之前，艰难地询问，是不是开往
某地时，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是的！”事实
上，不管你说什么地方，得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当车子吭哧吭哧开出半里地，在一个荒郊野
外停下来。售票员会先喊一个地名，然后下达第
一道命令，到此地去的人员立即下车换车！接着
再喊另一个地名，发布第二道命令，另一批人下
车。屡次三番。“猪仔们”敢怒不敢言地下车，上
车，下车，上车。那时候，连上帝都在等候人间的
售票员，来安排她旅途的命运。与生俱来的家门
口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让一帮灰头土脸的乘客，
在这个神秘时空，集体失声。也不乏想报复的，但
一想到在陌生人中间的勇士，往往都是身单力
薄，最先受到伤害的主，只好一忍再忍。看客们并
不麻木，但多数选择“自扫门前雪”或“惹不起躲
得起”，也或者是用“花钱免灾”的老话，来安慰自
己。一切都秘而不宣，怒而不发。

一位聪明绝顶的四川小妹妹，在被当“猪仔”

卖了多次以后，灵光一现，当了车主的“托”。用一
种方言打工，月入三千。我们熟识了之后，我曾经
询问她最骄人的“战绩”。她说，从深圳宝安到广
州新塘，三十多公里的路程，他们成功实施了四
次转卖，辗转八小时。那些乘客多为她四川的乡
党。在溢满乡愁的南国，谁会拒绝温暖的乡音？哪
怕是饮鸩止渴。

那些年，每年春天，总有一大批又一大批的
“猪仔”，从北方被火车皮运过来，在广州火车站
集散，分装。它们只知道地名，分不清东南西北，
像是一小块冰，遭遇炽热的阳光，一触即溃。它们
的分量很沉，将濒临崩溃的车子，连同脚下的路
面，挤烂了一辆又一辆，踩破了一条又一条。这些
卖猪仔的“摇篮”，披着“公交车”的外衣，挡风玻
璃上写满了珠三角所有的地名，纵横驰骋在令人
目眩的每一条道路上，对找工的工仔、工妹们像
抽劣质烟一样吞云吐雾。为了一沓沓汗浸血染的
钞票，从“私交”到“公交”，他们畅行无阻。

我曾经深交过“卖猪仔”的现实。从骨头的
深处，听到过一声声的脆响，从皮肤的表面，抹
擦过一层层的汗水。今天，当道路日益四通八
达，当公交车里有了可以安放屁股的座位时，我
听着“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的歌曲，身
体总能接收到一阵奇异的电波。我就冲动地想
像从前一样，给远方的母亲打个电话，告诉她，
我在南方打工，一切都好。

走到九月九
袁有江

散散 文文

随随
笔笔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