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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历与文学资源
—王树兴中篇小说集《无底洞的底》序
——
□ 王干
十年前就广而告之，知名度不够，时间不够，不为人
写序，但王树兴出书，让我写序就颇为犯难，因为王树兴
的创作确实是我一路看着他成长的。
三十多年前，我们在高邮城边的大运河里游泳，虽不
是少年，却扒货船，逗船工，哗啦啦跳进水里，一个猛子到
岸边。那时候的王树兴，是个文学青年，刚刚开始摸索着
写小说。
后来，他到了北京，在《中华文学选刊》工作，分配他
做发行，但小说之心不死，执着于小说创作。到后来，索性
自己专职去写作，这些年成果渐多，我也暗自为他高兴，
现在集子出版，邀我作序，自然也没有理由拒绝。
王树兴的小说创作是从临摹汪曾祺开始的，学汪者
众多，似汪者寥寥。当然最后脱汪者才有出息，临帖描红，
是学书法的入门之路，不是终极的目标。临摹汪曾祺作为
小说的入门之路，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最后“脱汪”才会有
自己的风格和路数。这次看王树兴中篇小说集《无底洞的
底》有一种惊喜，他讲故事的能力得天独厚，也使自己从
过去的一味“学汪”中跳了出来。
汪曾祺先生曾在一篇自序中说，
“ 我没有写过中篇
（外国没有“中篇”这个概念）”。中国文学界好的中篇小说
已经成为经典的过往，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当下并没有很
好的生态，人人都想干一票大的，体量和形制的外在品评
标准及利润吸引力超过了内容和精神。中篇不讨巧，要有
非一般的控制能力和叙事节奏，当行当止、何处留白，是
极其考验作家水准的。
本部集子里上下编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朵是世
俗人生的泥沙俱下，一朵则是平凡男女的明媚温暖。日本
电影评论家樋口尚文在谈到著名导演是枝裕和时说，
“没
有比普通更高贵的高贵”，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王树兴小
说的选材上。纵观王树兴小说作品，通过一个个庸常人的
庸常生活，可以看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苏北小城的
世态人情风貌也在社会转型、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中发生
着多元变化。那些带有时代烙印的电影、歌曲、小说既是
令人怀旧的文化元素，也是小城青年情感启蒙和人物成
长的有效表征，经常出现的鲜明淮扬风土特色的饮食、交
际、方言甚至是服饰，软兜鳝鱼，夏天的冬瓜汤，野生湖
鲜，洗白了的工作服，线钩的假领子，大运河游泳，巷子里
买菜，一并沉淀为故乡书写的审美资源。无论高邮在小说
中是以高沙市还是其他地名出现，已经逐渐成为有意味
的辨识度极高的文学地理。
小说集的上编是哀乐中年。捉对厮杀的夫妻，暗潮汹
涌的家庭，话剧台词一般泼辣贴切的吵架，狡猾传神的亲
情互动，那些婚外性的“叽叽喳喳的肉的喜悦”，都是普通
人生的真实小宇宙。无论小官僚还是小老板，还有那些不

同的女性，官太太或者普通妇女，无论在家庭、在饭局、在
舞厅、在市场，都是各有各的利欲和难处，在日常生活的
粘滞中挣扎。这是一种扎实的新的世情摹写。王树兴的路
数是写实的，但其视点、角度和人物线、故事情节设计也
会散发着黑色幽默的味道。当然，免不了有人拿着王树兴
的小说人物来对号入座，那真是一种“丧家犬也有乡愁”
的反讽和迂执。
小说集的下编是混沌的前青春期，以及情爱的酸涩
与美好。写作这件事，最糟糕的是不自觉显现出小聪明，
最怕的让人看出来“揣着明白装糊涂”。侯孝贤 36岁拍摄
了《风柜来的人》，特吕弗 27岁拍摄了《四百击》，十多岁
男孩的青涩成长，其内在世界与生活状态如何展现，如何
不伪装天真迷惘，是有相当难度的。《那年夏天》里的男孩

正格，还没有真正的性别意识，对同学祁武正经历的发育
与自渎完全茫然，对哥哥的淹死以及哥哥的朋友带来的
安全保护也是有限度的觉知，因为爱狗“赛猫”记恨着父
亲，被妈妈罚跪在菜坛子上还嘴硬逞强，整天想着下河游
泳后怎样才能不挨打、一门心思找好吃的，最大的念想是
炮制冷饮店那种八宝饭。正格像阳光下一块剔透的冰，纯
净简单得令人心疼。
一个四十岁以后才开始小说创作、成熟通透深谙人情
世故的中年作家，写好十三岁少年的懵懂幼稚，透过他的
眼睛来展现周围人的美好善意，的确保证了“一切很优
美”的水准。这个中篇小说有心的影视工作者完全可以考
虑改编拍片了，极易令人联想起伊朗导演阿巴斯和阿基
德阿吉迪那些纯粹儿童视角儿童题材的电影。
偏爱青工题材是王树兴小说创作的另一个特点。
在这些小说中，十几岁的男生因家庭和社会原因被中
断正常学校教育，猝不及防跨进了工厂车间，其观察体
验与周围人群是错位的，人生节点和时间秩序上是相
对落后的。一个懵懂少年目睹成年男女的各种情爱交
往，沧桑年代的恩怨故事，两种年龄范围内的交互碰撞
出令人伤感的旧事。小说中工人李雷对“哎呀”女士的
情愫，叶宝来当年对青年工人师姐师兄关系的察看，不
能不说是一种被动易受伤的人际场域，是一种揠苗助
长的青春历程。作家把这种断裂错位感受封存起来，移
植 到 小 说 创 作 活 动 中 ，节 制 叙 述 ，适 度 留 白 ，把 这 种 对
两性世界的观看和细微揣摩、对成人生活的懵懂隔膜
拿捏到恰好的度，有一种惊人的同步知觉，收到了作家
本人彷如和当年的少年工人、当年的大男孩在平行世
界里的效果。
王树兴不是一个阅读型的作家，而是一个阅历型的
作家。阅读型的作家往往是做好了创作的准备，阅读古
今名著，熟悉当下潮流，然后才开始动笔。王树兴没有充
分的创作准备，也没有接受充分连续的高等教育，但他
的阅历比他的阅读要丰富精彩，有限的文学阅读也就很
快化为他小说的资源，产生化学反应。而我呢，曾经一心
想当小说家，做了大量的阅读，名著名篇熟读在心，名著
名篇的评论和论文也仔细研读，希望取得真经，在自己
写小说派上用场。没想到到自己操刀下笔时，那些经典
桥段纷至沓来，令我无从落笔，眼高手低，最终成了一个
评论家。虽然挣扎着去完成小说家的理想，到 1998年之
后，就金盆洗手，不再写小说，老老实实做文学评论和研
究。可见阅读和阅历之间是很难拿捏的，有些是先天赋
予的，有些则是后天赐予的。在结束这篇序文时我忽发
奇想，如果王树兴再多一些阅读会怎样呢？我想他肯定
不会成为一个评论家，只能让小说写得更好。

他是一本不尽的书
□ 何秋华
2017年 11月 30日晚，我最爱的人杭淦走了，我无
法接受。我们相识在 1962年，是大学同班同学，从上学、
结婚到白发苍苍，55年从未分开过，人前人后都是直呼其
名。现在突然永远分离，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我觉得难
以生存。
杭淦是一个学识广博、天资聪颖的人。他在中共高邮市
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任上退休，曾任教于邗江公道中学、高邮
师范学校。他能教好多门课程，
编过中专、党校教材，写了不
少理论学术文章。他乐于助人，
和谁都谈得来，曾被评为“高
邮市十佳公仆”
。他的人品、工作能力在高邮市教师队伍、扬
州地区党校系统是有口皆碑的。然而，
鲜为人知的是他的文
学天赋。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画的花鸟色彩亮丽、栩栩如
生。在大学里，
他是学校广播站的编辑、学生剧社的演员，
为
师生们演过戏。他是苏州市文联成员，每到周末，
常常会和
自己的语文老师同时受邀参加文联活动。他写的小说《陆家
村史话》 被放大张贴在当时苏州最繁华的地段，苏州的文
化、商业中心：大光明电影院、苏州书场、戏院、人民商场旁
边文联的橱窗里。他的文笔学的是沈从文老先生，他的作品
受到轰动一时的小说《小巷深处》的作者、著名作家陆文夫
的赞赏。我考大学报考的是中文系，也爱好文学，
故而认定
杭淦是值得我爱一辈子的人。
更不为人知的是，
杭淦是一个很不幸的人。他曾蒙冤受
屈，
经历坎坷。他曾经的苦难，
不愿我向外人、甚至儿孙们提
及，
他说：
“臭茅坑，
不要再掏啦！”
往事不堪回首，
他受的伤
害，
他内心深处的苦楚，只有我知道。55年里，我尽心竭力
抚慰他，可是到了有望颐享晚年的时候，却又罹患重症，受

尽了病痛的折磨，直到离去。想起他一生的几多不幸，
我越
此谨向他们深深地鞠躬致谢!
发舍不得他。2017年 12月 31日深夜，我难受至极，奔出
杭淦也是一个感恩的人。他曾多次向十多年来关心、帮
亲戚家，
在苏州空旷的马路边大哭了一场。值此人们辞旧迎
助我们的吴卫中夫妇表示：
“你们的恩情，我这辈子是报答
新之际，
我唯有泪水告慰他远去的心灵。
不了了。”
对多次看望他的老乡、八十多岁的乔正中医师屡
令人欣慰的是，杭淦又是一个被人们深爱的人。2014
表歉意，最后还向沈哲院长和医务人员凝望致意。他甚至还
年 10月，在体检中发现得了重病，高邮人民医院吴卫中、 感恩家人，对女儿说：
“长病无孝子，我的女儿就是孝子，有
魏华、张海平等医生，即刻伸出援手、鼎力相助，女儿、女婿
担当。三年多住在你这里治病，你尽心尽力，百依百顺，
我内
四处奔走、多方求助，终于在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得到了最
心有愧。”我立马挡住他的话头，说:
“不能说有愧，
只能说满
及时、最顶级的治疗，使他的生命延续了三年多。病重时， 意。”小女儿远在美国，
在视频中看到他日渐消瘦，
常常伤心
他嘱咐我，他走后不要通知任何亲友，我听了难受，没开
落泪。他安慰她：
“我不要你烦，
你自己弄弄好，
让我放心，比
口，但记住了他的话。谁知，11月 30日晚他离去的消息却
什么都好。”他就是这样一个知足、感恩的人。他还对我说：
不胫而走。第二天，天刚放亮，就有人前来吊唁，短短两天， “我生病，有妻女陪伴、照顾，
我死也瞑目。”我听了，只有心
一批批来了好几百人；花篮、花圈摆满了他的身旁和楼下
酸。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无奈地看到他舒心地咽下了最
小区的花圃。他们中有连夜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扬
后一口气，很神奇，此前痛苦挣扎的模样瞬间消失，呈现给
州、高邮乡镇赶来的，也有邻里、城上的；有高邮市委党校
我的是安详、空前俊美的面容，我终生难忘。
的历任领导、高邮市局相关负责人、小区物业主任，更有众
病重期间，他交待过后事，意思是草草了事，还有就是
多的亲友、老乡、同事、医生、学生，还有我昔日的领导、同
关照我怎样过日子。我从不应答。说的次数多了，我告诉
事和学生。他们有的鞠躬默哀、有的失声痛哭，表不尽的痛
他，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生生死死和他在一起。他也没有
惜、思不完的悼念。几十年兄长般关顾他的，高邮名士朱延
应答。但我知道，他听懂了我的意思，他答应了我，我们认
庆第一时间挥泪写了挽联“忠诚事业懿德堪表率 勤奋育
同了 55年相依为命一路走来的最终归宿。现在，两个儿女
人美范足楷模”前来道别；他的老乡赵广华副市长深夜还
按照我们的意思，为我们买下了双人墓。日后，我们将永远
又来关心、照应；亲家雍友梅不顾年迈，天天上门；她的儿
在一起。
子魏道智更是日夜奔忙、样样操办；同时张海峰、陈富强、
杭淦一生光明磊落、
胸怀坦荡、
待人真诚、
受人敬重。他
李蔚等执意在楼下寒风中忙碌了两天，帮忙摆放花篮、花
是一个坚强不屈的人，一个品质高尚、才华横溢的人。他是
圈，招呼来人；最后，陆贫、徐步、陈宝贵还为他放鞭炮送
一本丰厚的书，一本读不完、写不尽的书，他永远活在我的
行。许许多多的人，如此爱怜、不舍杭淦，让我感激涕零，在
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