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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风，来去无心。但台风是
有心机、有谋略的。它是活的。”这个
夏天，伴随台风一同到来的，是一本
名为《双眼台风》（读蜜传媒策划，浙
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6月） 的小说。
作家邓一光觉得这个小说挺“害人”，
因为“你只要翻开第一页，你就完
了”。确实，看过小说的人，几乎都有
这样的阅读体验，这是一本拿起来就
放不下的小说。出版方则用“近三年
最具阅读快感的一部小说”作为这本
书的宣传语。

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
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双眼台
风》讲的故事便从一次审讯开始。区
公安局副局长傅里安在调查一起连环
杀人案时，被抓捕的杀人嫌犯甘文义
供出了十多年前的一起强奸杀人案，
这一供认，在乾州市公检法领域掀起
轩然大波：这个1996年发生的“6·
11”强奸杀人案早已告破，18岁少年
顾小龙被认定为凶手执行死刑，霸道
警花鲍雪飞因侦办此案名声大噪，现
在已经官至市公安局副局长，且正处
于升职的关键时期。一案两凶，引发
高层和媒体高度关注，是继续将错就
错，还是将旧案追查到底？公检法内
部，以鲍雪飞和傅里安为代表的两股
力量立场迥异。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关键证据隐匿难寻，唯一证人三缄其
口，一连串超常规的阻击接踵而来，
被步步紧逼的傅里安做梦也想不到，
他会为此付出九死一生的代价。前所
未有的“双眼台风”横扫而来时，整
个乾州在狂风暴雨中天旋地转⋯⋯

这部小说的作者须一瓜20世纪80
年代开始创作小说，1990年曾出席全
国青创会，后停止创作近10年，2000
年起重拾小说创作。供职于《厦门晚
报》，多年跑政法线，使她接触了暴
力、死亡、凶杀等各种刑事案件，也
使再次提笔创作的她，致力于透过新
闻故事探索和追问人的心灵世界。
2003年，她凭借《淡绿色的月亮》《蛇
宫》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之年度

最具潜力新人奖”。给她的颁奖词这样
写道：“她深厚的写作积累，丰盈的小说
细节，锐利、细密的叙事能力，使她得以
洞悉生活路途中那些细小的转折和心
碎⋯⋯她的写作如同破译生活真相，
当饰物一层层揭开，生活的尴尬图景
就逐渐显形，在她的逼视下，人生的
困境和伤痛已经无处藏身。”2010年创
作的 《太阳黑子》 因被改编为电影
《烈日灼心》而广为人知，文学评论家
李敬泽称赞这是一部“好看又有叙事
力量的小说”；评论家贺绍俊认为：

“须一瓜是一个以道德情怀来处理公安
法制资源的作家，达到了出神入化的
程度。”

须一瓜的法律题材小说以“存乎
其上的人类良知”为关注点，评论家
谢有顺认为，这使作家和作品从罪案
的外壳中跳脱出来，成为内涵丰富、震
撼人心的心灵追问、探索样本。《太阳黑
子》中三个犯下灭门大案的逃犯，因为
愧疚和良心的折磨，一路逃亡中四处助
人、努力求善，把余生过成了赎罪之

旅。谢有顺盛赞须一瓜“在一个罪感麻
木的时代，写出恶的自我审判；在一个
人心黑暗的时代，写出心灵之光；在一
个精神腐败的时代，写出一种值得信任
的善和希望”。

新作《双眼台风》仍延续了“须一瓜
特色”：罪案、新闻事件的背景外壳，逼
近真相的探索姿态，显示出作者处理当
下经验的写作功力，同时，小说在结构、
气氛和叙事节奏上更加紧凑。

须一瓜曾说，每张判决书都是人
生的剪影，只有文学才能用上帝模式
构筑一个人。“当我们对社会、对人生
的认识越深，就越能感觉判决书的简
单。它没有办法去描述一个人的——
不要说一生，哪怕是片段，它都不可
能去描述——你不能说它是错的，但
它一定不是我们生活的本来面目。”

她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鲍雪飞为
例：“她在判决书里呈现的一定不是小
说里呈现的那样。这两个形象的她，
肯定是不同的。我们在小说里，会看
到她的内心，她丰满的欲望和她对欲

望所付出的努力。包括法律生活之外
的一些细节，比如她对情感甚至对理
想、对家庭的梦想和期待。这些你肯
定在判决书里是不会看到的。所以，
判决书是人间公文，小说，更像上帝
的档案。”

《双眼台风》中的男主人公傅里安
是有原型的，“这个原型呢，可能比小
说里的疯子更轴。他浑身散发的是那
种非人类的神光，举手投足阳气灼
灼。他对公平正义有绝对的偏执，眼
里容不下一点邪恶尘埃”。须一瓜说。

须一瓜认为，这个时代，我们需
要这样给人信任、给人宽慰的英雄。
所以，她让他以傅里安的形象出现在
《双眼台风》里。她在这部小说的《后
记》中写道：“在这个故事里，最终那
些对人性之善开放绿灯的人，排成了
行。”这也是须一瓜一贯的创作立场，
她身上自带了“趋光装置”：“总要让
血热一热，总要让呼吸热一热，总要
看到前面是明媚的，总要知道世道再
难，人心再险，还是有基本正义，在天
地之间。”

《太阳黑子》《淡绿色的月亮》《双
眼台风》⋯⋯看这些小说的名字，会
发现须一瓜喜欢用天象为自己的作品
命名。“是哦，这么盘点一下，我还真
像一个天文类科普人士。当年《太阳
黑子》出版时，出版方就一直跟我嘀
咕：这书名不改啊？可能会被书店上
架到科普类图书中吧。”须一瓜笑着
说，“看来我看天太多了，创意辽远单
调。记得我写《太阳黑子》的时候，
手边有一小叠女儿送我的星座图，她
自己歪歪扭扭地画的。也许就是某种
连接与提醒吧：微粒与浩渺，卑微与
永恒。是啊，哪一幅天象，能被镌刻
出普通人生命的意义呢？”

“它的精神路径或许是孤绝的，但
须一瓜用一种久违了的理想主义情怀，
强有力地向我们证明，无论时代如何
萎靡，人性之光一直都在。”读了这部
小说会发现，谢有顺对《太阳黑子》的评
价对《双眼台风》依然适用。

须一瓜：人性之光一直都在
本报记者 王珺

⦾聚焦

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两个埋藏
坑的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的神秘面
纱，其中出土的人像、头像、神坛、
神树等各种造型奇异的青铜器，以及
面具、权杖、动物形饰等多种制作精
美的金箔制品震惊海内外。本世纪初
金沙遗址发现后，随着太阳神鸟金箔
片、金面具、金冠带、青铜立人、石
虎、石人等重要文物陆续现世，同时
揭露出大量礼仪性的玉器、铜器埋藏
坑，古蜀文明又一段璀璨的历史钩沉
浮现于世人面前。这两大遗址是古蜀
文明发展三个主要阶段的前两个阶段
代表，迄今已多次巡展，为海内外观
众所熟知。

目前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古
蜀菁华——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则
汇入了第三阶段——青羊宫文化时期
（又称晚期蜀文化）的考古发现，将
古蜀文明作为一个整体，从三星堆遗

址到金沙遗址再到战国时期蜀墓等诸
多考古发现，展览对其进行了一次综
观展示。该展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囊括
了古蜀文明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历史
遗珍，以 210 件 （套） 展品，其中
132件一级品，勾勒出古蜀文明发展
过程中华美的篇章。但展览又不仅仅
是对古蜀文明纵向发展数个篇章的缕
析，更是对这支瑰异的青铜文明在华
夏文明生成过程中持续贡献的呈现，
可以从一个侧面观览到华夏文明多元
一体的成长历程。

青羊宫文化时期是古蜀文明发展
的第三个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
的战国时代至汉代早期。青羊宫文化
与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学衔接并不十分
紧密，加之公元前 316 年秦并巴蜀
后，古蜀国灭亡而蜀文化尚延续至西
汉早期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后，因此
这一时期的古学文化也被统称为“晚

期蜀文化”，是相对于以三星堆文
化、十二桥文化为代表的“早期蜀文
化”的一种习称。公元前316年，秦
并巴蜀，成为古蜀文明的谢幕之章，
而在整个中华文明即将最终融汇一体
这个庞大的历史图景前，却又成为揭
幕之章。本次展览中，著名的青川木
牍等珍贵文物，均是古蜀文明谢幕之
章的历史见证物。

全面展示古蜀文明历史遗珍
缇妮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日前举办了
“琴韵千古觅知音——以琴会友交流
会”。《长相思》《阳关三叠》《酒狂》⋯⋯
一曲曲悠远绵长的古琴曲从孩子们的
指尖流淌出来，给酷暑中的听众送来
一丝清凉。据该校音乐教师米秋梅介
绍，学校古琴社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目的是引领学生了解古琴文化，感受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魅力。图为学生
在弹奏古琴。

本报记者 梁杰 摄影报道

中秋之后，囤上（即海龙屯，以
下同）就未现过太阳，雨断断续续
下，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浓雾从
阴森森的杀人沟谷底腾起，又化
作白色的风，在一望无垠的杜仲
林里肆虐，山野顿时灰蒙蒙一
片，野泉呜咽，鸟儿们的啼叫声
也湿漉漉的。这个时候，即便在
白昼，我也是断然不敢一人往后
关的密林里去的，毕竟这囤上死
过许多人，黄土之下，可能还埋
藏着无数的精怪。

在黄昏里，在因为电压不稳
而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在云中简
陋的驻地，拥衾半卧，读一则晚
明小品文，冷寂的山野竟有了隽
永的情致，恬淡优雅。又或者，
读一卷聊斋，窗外疏竹里似乎便
有了女子盈盈的笑语。是逃出聊
斋的小翠，还是杨家从未离去的
小姐？循声而去，那女子遁入满
满一地的青花碎片中不见。高
髻，裙裾，温情眼眸，三寸金
莲，支离破碎地印在白底蓝花的
碎瓷里，分明是一帧剪碎的国画。

又有松、梅、竹、菊、兰、
莲、桃、龙、凤、鹤、狮、虎、
豹、狐、鱼、仙人、高士、远
山、屋宇、亭榭的碎影，躺在数
万片青花瓷里。拭去泥土，图画
依旧粲然如新，仿佛陶工刚刚放
下手中的笔转身离去。这一草一
木，一虫一鸟，都充满灵性，他
们就是那黄土下的精怪。想象着
在人散鸟集、泉鸣山幽的黄昏，
远离尘嚣的昔日王宫即刻变成一
个喧闹的世界，碎瓷自然缀合，
所有图像一一成真，主人也归来
了，琴声悠扬，人神杂处。

杨家小姐的纤纤玉指一定摩
挲过这精美如玉的瓷器。华美温
润的凤杯上，或许还印有她们唇
尖的口红，微微的喘息雾一般凝
结在透明的釉色里，宛若一枚琥
珀。没有战争的年代，她们一定常
常流连于此观花，赏月，听溪，甚至
读书，一如青花上描绘的情景：侍
女捧一摞书从幽曲的回廊款款走
过，书香袭人。那端，主人慵懒地
倚在案上准备开卷饕餮。囤上是
有书房的，也有足够优美的景致供
丽人高士们徜徉，大儒郑珍就曾不
厌其烦地前来观瞻，并拄杖西行，
逐爱而去。一幅绘在高足杯内底
的山水画，恰似游囤图：青山半座，
枯树几枝，飞鸟数羽，茅屋两楹，高
士一粒。拄杖行走间，忽而仰天一
啸，山应谷答，集鸟皆腾。这意境，
在酒樽中，也在张岱的小品文里。

读瓷，即赏画，即品文。
怎奈良辰苦短。412年前那

场震动朝野的平播之役，顿使这
处风光旖旎的土司禁地变成血腥
的沙场。那个雾大雨多的春天，
数十万人的杀伐声混着满囤哭
声，震动山谷。饰满梅花的茶盏
从丽人的指尖滑落，碎瓷四溅，
惊起一树喜鹊。狼烟里，陈尸数
里，血与水横流。明军“时践横
尸，时饮水血”，苦战五十余日方
得破囤而入，结束了杨氏对播州
724年的统治。《平播全书》用一
种悲壮的口吻记叙了末代土司杨
应龙生命的最后时刻，“酋惊知我
兵已入城中，急呼亲信苗头，而
诸苗亦各奔散，无应者。酋自度
不免，因抚膺顿足谓田氏曰：‘我
今自焚死，断不落乱兵手。’田氏
牵衣号哭，酋捽去，入卧房将房
门钉闭，举火烧房，同爱妾周氏
何氏缢死。”明将吴广冒死从火中
抢出尸首不久，火烧楼房一空，
宫内财物也被乱军抢掠一空。

瓷器似乎并不在劫掠之列，
记录在案的“贼之家财”有铜
鼓、盔甲、鞍鞯、刀剑等。这些
精美的青花并非本地产品，而来
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根据器底
年款，新王宫内所出青花最早的

产于宣德年间，最晚的则在囤被
攻陷的万历时期，此外还有成
化、嘉靖、隆庆时期的器物。杨
氏对名满天下的景德镇青花似乎
情有独钟，这些日常生活中必不
可缺的器皿在桨声里，在马蹄声
中，跨越万水千山抵此深山，在
土司的掌中代代相传，岁月未能
改变它们姣好的容颜，是兵燹最
终令其粉身碎骨。火海里，轰然
坠落的梁架，硕大的屋面，厚重
的砖墙重重砸毁了土司餐桌上的
杯、盘、碗、盏，以及书房里作
为艺术品陈设的瓶与罐，无一幸
免。碎片飞溅的一刻，时间在泥
土中凝固。

四百年后，那些搁浅在时光
之流里的王宫旧物在考古者的指
尖被精心拾掇。物是人非，你已
离开。满地绽放的青花，指引着
我一点点走近你早已尘封的世
界。厨房里，精美的碎瓷开口讲
述你曾经奢华的生活。那一天，
你走得很从容，数以百计的饰有
青花的杯盘被清洗干净，整齐地
码放在厨房里。你似乎早就预料
到，一场悲剧马上就要上演。

厨房里的上万片碎瓷被一一
取起，重新清洗干净，晾干，密
密麻麻摆放在两张宽大的桌子
上，再按纹饰分作若干类，开始
一片一片缀合。这是一个万里挑
一的拼图游戏，需要足够的耐
心。我曾经花三天时间细细拼合
一件绘有凤凰图案的精美高足
杯。硬币大小的数十片青花，均
仅有一个位置属于自己，须将之
严丝合缝地放回原处。每有瓷片
缀合，都是一次快乐的体验。雨
天里，围坐桌前终日埋头拼对的
队员，但有发现都会发出“又得
一片”的欢呼。这是考古者的快
乐。在反反复复的拼合中，图案
渐渐完整，才突然发现这原来是
一只凤凰，众人凑过头来啧啧称
奇。再一点点连缀，一只杯子在
掌中渐渐成型。然而，我最终也
未能成功，瓷片差得太多，只知
道这是一件凤纹高足杯，不过这
已令我们兴奋不已。

关于过去的许多细节，就是这
样被缀合的。多姿多彩的人生未
尝不是这样拼合起来的，一如我此
刻正在拼凑的这篇小文，一旦句子
之间，段落之间有了瓷片一般无缝
的接合，一篇美文便诞生了。一生
里，诸事若都能有计划地良性关
联，一个强大的个体将横空出世。
每个人都在点滴的积累中，拼合自
己有意义的或无聊的人生。

那些釉下蓝色的纹样为何被
叫做“青花”？在因雨而终日进行
的琐碎的青花拼对中，我的脑海
里闪过一些有趣的事，并因此而
体会到一些青花以外的快乐。这
蓝色花朵背后还别有故事。这大
约便是荀子“青，取之于蓝，而
青于蓝”的蕴意所在吧。

四百年前，我愿是这冷寂深山
一名笨拙的陶工，无遮无掩心扉在
我粗笨的指尖不可遏制地泛滥，火
焰飞舞中，爱涅槃。四百年后，你
循着雨中的小径如约而来，穿过开
满杜鹃的山野，小心翼翼取出泥中
的信物，记忆复苏，这青花上穿越
历史的爱再度泛滥。

（作者系贵州省博物馆副馆
长）

用青花瓷片拼缀历史
李飞

历时4年拍摄，提名金鸡、百花奖的纪录电影《海龙
屯》目前正在全国电影院线公映，一个由考古发现而揭开的
神秘土司家族以电影的形式震撼重现。

在2012年4月至2017年3月的5年时光里，时任海龙
屯考古队队长的李飞带领着一支考古队，在土司城堡海龙屯
巅，一点点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走近历史的真实。其间，他断
断续续写下了36篇考古手记。为纪念海龙屯申遗成功3周
年，以及电影《海龙屯》公映，本报特刊发其中一篇考古手记。

——编者

⦾文苑

金砖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
盟举办系列活动

本报讯（问水）“成立金砖国家青少
年儿童戏剧联盟，持续开展戏剧交流与
合作，拉近金砖国家儿童青少年的距离，
增进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对金砖国家的
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儿艺日前
召开的金砖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系
列活动启动仪式上，印度驻华大使馆参
赞班达鲁说。

据悉，金砖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
盟系列活动 7 月 20日至 8 月 22 举办，这
是“金砖五国”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成立
后的首次国际联动，活动期间，来自巴
西、印度、俄罗斯、南非、中国的《喜欢盒
子的人》《生生不息》《爱丽丝梦游仙境》

《啊哈》《鹬·蚌·鱼》等 12 台剧目将相继
亮相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系列活动
包括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金
砖五国”儿童戏剧展演、金砖国家青少年
儿童戏剧联盟会议、金砖国家多边双边
会谈等。

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举行

本报讯（伊湄）由文化和旅游部、云
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二届全国舞蹈
展演日前在昆明举行。本届展演作品是
从全国报送的近 700 个（部）舞蹈节目、
舞剧中遴选的，共演出20场。展演开幕
演出为国家大剧院、吉林市歌舞团创作
演出的舞剧《天路》，闭幕演出为一台优
秀舞蹈节目晚会。

据了解，“全国舞蹈展演”的前身，是
创办于 1980 年的“全国舞蹈比赛”。从
第十一届起，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
革的有关意见》精神，“全国舞蹈比赛”取
消评奖，改为展演活动。

“我是科学家”举办首讲

本报讯（伊湄）近日，由中国科协科
普部主办、果壳网承办的“我是科学家”
演讲第一期在京举行，张双南、郝蕾等 4
位科学家围绕“科学的诗与远方”分享个
人科研故事与感受，传递科学之美。

来自上海天文台的天体物理学家郝
蕾说：“与其说我在工作，不如说我是一
位好奇的观星者。从纷杂的光谱中，我
看到了宇宙的生命。”中科院声学所海洋
声学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杨波是蛟龙号潜
水器的主任设计师，他讲述了自己在海
面以下7000米领略到的深海奇景；中科
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叶盛是一位
科普作家，在他看来，以受众为中心，克
制自我强烈的讲述欲望，才会写出优质
的科普作品。

须一瓜近影 陈村 摄

⦾资讯

夏荆山先生1923年生于山东潍
坊，16岁即师从著名画家郭味蕖先生
研习丹青，擅作花卉、人物与山水，
佛像绘画尤显个人特色。上世纪70年
代移居美国后，夏荆山先生笃志内
学，兼修众艺，先后游历数十个国
家，参访世界著名博物馆学习临摹，
博采众长，并与自身积累的中华传统
文化修养相融汇，使其作品既承宋元
道释人物绘画工整细致的风格，更在

此基础上融入自己的探索创新，以遒
劲的线条和独特的造型形成了富有个
性的艺术语言，达到了一种清丽脱俗
的艺术境界。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
推出“夏荆山艺术展”，全面展示其
绘画作品。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夏
荆山先生多次回国，直接参与修复古
寺、学堂等文物建筑的活动。1994
年，夏荆山先生把积累的全部资产带

回国，在北京密云创办了“荆山画
院”，义务提供艺术教育和创作平
台，迄今已培养上千名学生。

此次展出绘画作品多与佛教题材
相关，其中包括高4米、宽1.5米的
巨幅画作，视觉感观颇为震撼。专家
认为，夏荆山先生积极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努力把毕生创作的书画艺
术无私地推向全世界，使世人得以领
略中华文化精粹之美。

夏荆山：书画艺术展中华文化之美
小暖

⦾观展

⦾图说

万历八仙龙纹钵

双鞘青铜剑

/ 战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