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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杨谷，请一位故人走走杨柳岸
——帕蒂古丽新书《柯卡之恋》首发式暨签售仪式侧记
■本报通讯员

化安樵夫

以文字造像，以笔尖跋涉。
一位
“匍匐”
在大地上的作者这一
次站了起来，与大家聊聊新书，
聊聊生命的感悟。1 月 6 日，由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帕蒂古
丽新书《柯卡之恋》首发式暨签售
仪式在余姚书城四楼举行。《柯
卡之恋》 以“中国末位世袭王
爷”达吾提·买合苏提的传奇一
生为创作原型，凝聚作者数年探
索之力与倾心之情，向读者呈现
西北的风沙、风情与风度。参加
首发式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斌
这样介绍帕蒂古丽：“她将笔杆
扎根于生活，以常人难有的热情
与毅力，游走在维吾尔族文化与
汉族文化之间，不断深挖属于她
的那片写作领地中蕴含的宝藏。
”
余姚新华书店一直为本土作
家的出航与归港提供优良的服务
与环境，这次余姚书城的四楼局
部被布置成帕蒂古丽的一个小型
书展。身为维吾尔族作家的帕蒂
古丽久居江南，所著长篇小说
《柯卡之恋》在余姚首发，好似将
新疆的故人达吾提·买合苏提以
文学的形式请来余姚，在余姚书
城坐一坐，到姚江畔的杨柳岸走
一走。而同行的是市文联、市作
家协会、市少数民族联谊会的成
员以及参加活动的文学爱好者。

文化交融：标本
提取自既普通又独特
的足迹
当天，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还
举行了新书的分享会，邀请了市
文联、市作家协会的相关人员。
分享会由市文联主席严文龙主
持。市作家协会主席徐渭明首先
发言，他以剖析小说所演绎区域
的地理构成解读人物关系的历史
成因与文化理由，具有本质意义
地表明了 《柯卡之恋》 的特殊价
值 。“ 山 水 是 器 皿 ， 文 化 是 盛
宴，审美可以是多视角的。”徐
渭 明 说 ，“ 小 说 中 提 及 的 一 座
山、一条河流，我可以读到特定
的密码与符号。‘最后的王’以
及他作为其中成员的人群，在那
里成长和历练，沉淀着相对于江

南而言或感陌生的文化，但，那
样的文化，与我们是可交流与融
通的。小说中基于现实的人物就
是例证。”
市文联副主席俞文胜感慨地
说：
“ 阅读帕蒂古丽的 《柯卡之
恋》，我好像去了一趟新疆，经
历了那段‘王’的历史。如果读
者想进一步感知和了解新疆，可
以阅读这本小说。小说可以是旅
行手册，且不单单是旅行手册。
小说中由人物关系透露的山水情
怀，绝不是通常的浅层旅行可以
体验的。由此，一书在手，新疆
的风物随行。”市文联副主席孙
百荣表示：
“与古丽相识多年，我
知道她的执着。作为一名在两种
文化间穿行的作家，她的笔犹如
一把梭子织着一匹锦缎，而那丝
线有时是西北的情，有时是江南
的爱。她曾获得许多重要奖项，
显然，她的耕耘得到了某种认
可。”
在过去的两三年间，帕蒂古
丽突然在余姚“失踪”了。原
来，她赴新疆采风，躲进了库车
王府。在采风过程中，她发现了
一 个 宝 贵 的题材——“ 最后的
王”的故事。于是，在“最后的

王”达吾提·买合苏提生前居住
的库车王府，她与王爷的家人、
朋友同吃同住近一年半，积累了
许多珍贵的素材与不同寻常的感
受。这为成功创作 《柯卡之恋》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虽然她是维
吾尔族人，但江南的生活已在她
的身体里增添了江南情怀。无论
是曾经生长于新疆，还是后来生
活于江南，她的经验积累更多是
民间营养，而“王府岁月”使她
像海绵一样汲取王的传奇。
“最后的王”具有特殊的身
份，他的父亲、祖父以及往上追
溯十代都是英豪与权贵，然而，
在他这一代，风云际会后甘于平
凡，在本质上是普通的居民。而
在平凡生活和命运冲撞中，有他
的执着与不屈，有他的追求和渴
望。他这一路走来的人生足迹深
深浅浅、曲曲直直，有金戈铁马，
也有柴米油盐。这对于小说创作
是良好素材，对于研究文化交融
历程是良好标本。笔者对小说中
的描写多有圈点，比如这段场景
就寓意深刻：
“阿扎提看着父亲直
挺挺地躺着，不再看任何人，他
的目光与红旗形成了一种呼应。
他一直保持着这道视线……他看

荆棘密布、杂草丛生，我以脆弱的
人物姓名而设，以及遥望西北方向
笔为利斧，一路左砍右伐，想砍伐
的那种风情，使我想到帕慕克的
出一条可供我迈步的小径。有时， 《我的名字叫红》。有人认为，小说
这支笔成为我的船桨，引我经过令
创作中最重要的是典型细节。我觉
人望而生畏的激浪险流。有时，历
得，古丽在细节提取上有突破。从
史像一头困兽，露出时而狰狞、时
一个细节的典型性、生动性、独特
而温顺的面目。我的笔时时搁浅在
性中，可以读到人物的行为与心理
黑暗深处，绝望中，我只有默默呼
特征，读到整部小说的机理与意
救，希望得到光亮，将我引向通
义。这就像一叶而知秋，就像镜子
途。我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只贪婪
的每一块碎片都折射世界。
”
的鹰，在两百年的时空里来回穿梭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血肉，也是
盘旋，让一切猎物尽收眼底。”帕
创作者思维的外化。阅读有些句子
蒂古丽这样谈创作 《柯卡之恋》 的
与段落，在气场上有些陌生，笔者
感受，“怎么把一段历史处理成一
觉得帕蒂古丽可能用维吾尔语在思
部小说，可谈论的空间很大。两个
考与写作。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
关键词，一是真实，二是虚构。历
谢有顺这样评价 《柯卡之恋》“
：‘语
史不可以虚构，但可以记录、钩沉
言是精神得以前行的路径’，多一
和补充。
”
种语言，即是多一条出路。帕蒂古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颜文祥说： 丽的写作昭示出了多语种作家可能
“我最感兴趣的是 《柯卡之恋》 中
有的另一条精神出路。”在两种语
的叙述线，以人生为时间轨迹的叙
言思维的交织、协调之下，小说细
事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或是流于
节会显得独具特性与格调，会更加
庞杂，人物关系往往因错综复杂而
绵密与精当。有人认为：
“《柯卡之
零乱，或是走向单一，很容易变成
恋》 的作者用纤柔细腻的笔触书写
活动现场 记者 苏英英摄
流水账，可读性会变差。而这部作
开阔豁达的心胸，尽显王族命运之
品较好地把握时间节点，有效取舍
恢宏气势；又于细微处流露真情，
不见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只看见面
故事情节，可以说，很有情节地展
感人肺腑，惋惜慨叹之处比比皆
前的红旗上五颗金黄的星星，他沉
示了‘最后的王’的风采。”在小
是。
”
入了一片红色之中。
”
说创作中，特别是基于真实人物的
成功的小说都是深入浅出后的
首发式来了不少帕蒂古丽的粉
表达，事件取舍确实是重要环节， “出神入化”，需要沉湎，需要越
丝，有的熟悉，有的陌生。其中，
如何确认典型性、连贯性和戏剧
出。《柯卡之恋》 中，有些词语需
性，这考验作者的功力。而 《柯卡
要求证才明白，有着较强的地域特
新疆塔里木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研
究生夏媛是专程从新疆赶来参加活
之恋》 提供的叙事方案为文学的理
征。来自低塘成校的读者赵进军向
动的。对夏媛而言，帕蒂古丽是她
论研究补充了库藏。编辑推荐称： 帕蒂古丽提问：
“可否具体说说‘二
的偶像，神交已久。她此行是为写 “这是一部催人泪下的王族史诗，
转子’这个词?”帕蒂古丽说：
“这
毕业论文储备资料，课题就是 《古
更是一本饱含启迪的时代之作、生
个词带着一定的戏谑成分，从本意
丽作品中跨文化交流的冲突与适
命之书。
”
上说，相当于混血儿。
”
应》。“2016 年，导师向我推荐了
市作家协会秘书长方其军称，
帕蒂古丽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形
古丽老师的作品。我拜读了，被深
帕蒂古丽此次写作无论是文本架构
象，笔者对其中一个看上去不太重
深吸引。我觉得，她的作品对怎么
还是语言气质都有别于以往：
“《柯
要的人物印象尤深，就是差点成主
处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差异
卡之恋》 里有风沙和血泪，有光荣
人 公 岳 父 的 “ 翻 译 ”。 在 笔 者 看
和文化冲突，有很好的学术借鉴意
与梦想，古丽写了那片大地的历
来，柯卡王最关键的“对手戏”其
义。
”夏媛说，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
史，写了那些人物的命运。小说中
实来自那位“翻译”。长篇小说的
的今天，跨文化交流的现象越来越
的家族兴衰，那种绚烂归于平寂，
创作就是一场脑力与体力的马拉
多，多民族和谐共处是发展的潮
使我想到曹雪芹的 《红楼梦》。那
松，跑到一定程度，笔下的人物与
流。随着跨文化经历的增多，人对
种磅礴的诗史感，以及不时出现的
作者“平起平坐”。比如，写到人
自身的身份认定会有所转变，更加
魔幻笔调，使我想到马尔克斯的
物的皮肤病，作者同样感到痒与
具备多元文化意识。
”
《百年孤独》。有些章节的标题是以
痛。

艺术魅力：镜子
的每一块碎片都折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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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卡王两百多年的家族历史

自助图书馆：
自助图书馆
：让阅读更方便
■本报记者

△自助借还机

△电子书借阅机

△新书推荐区

厉迪桑

现在，前往市图书馆借阅图书
的市民会发现在图书馆主楼边有一
幢新开放的二层小楼，这幢小楼就
是市图书馆最新建成的自助图书
馆，只要刷一下宁波市公共图书馆
借阅卡，就可以进入这自助图书
馆，自助完成图书查询、借阅、归
还等一系列操作。周二早上，记者
来到市图书馆，亲身体验了自助借
阅带来的便捷。
走进市图书馆，左手边就是新
建的自助图书馆。拿出借阅卡在大
门外的感应处轻轻一刷，自助图书
馆的玻璃大门就缓缓打开了。自助
图书馆的一层是主要的借阅区，几
个大书架上放满了图书，
涵盖文学、
科普等 22 个大类，可以满足不同读
者的阅读需求。在自助图书馆内，
有一台自助借还机，市民只需根据
它的语音提示操作，就可以完成图
书的借还、续借或查询。自助借还
机上还张贴了具体的操作步骤，读
者可以轻松掌握它的使用方法。
自助图书馆对外开放才短短几

天，就已经吸引了不少爱阅读的市
民前来。“今天在家休息，想过来
借几本书，看到自助图书馆就过来
感受一下。”正在自助图书馆内挑
选图书的何女士说，“这边有很多
新书，种类也挺齐全的，适合大人
小孩的都有，可以一站式地完成我
们全家人的需要，方便快捷、省时
省力。借书的机器操作也挺简单
的，双休日可以带孩子过来借书。
更吸引我的是这台电子书借阅机，
可以下载到很多免费的电子书，对
于我这样喜欢在手机上看电子书的
人来说，方便了很多，不用再到处
找资源了。”正如何女士所说，除
了自助借还，自助图书馆还在自助
借还机旁安放了一台电子书借阅
机，只需要安装“书香余姚 APP”，
就可以把 3000 册电子书免费下载
到手机里进行阅读。
“自助图书馆的建筑面积有
330 平方米，首批开架图书有 7600
余册，预计总共会有 2 万册。除了
自助借还和电子书免费下载，我们
会每个月安排 2 期的新书推荐，把
一些热门图书或者我们余姚的地方

文献放到新书推荐区。为了方便一
些带孩子的家长，我们甄选了一些
少儿绘本供小朋友阅读。”市图书
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自助图
书馆的特色服务，“自助图书馆是
一种自助式的公共图书馆，也是一
种新的借阅模式；是传统图书馆的
延伸，也是一种潮流。今后，我们
还会提供阅读沙龙、讲座、展览等
服务，让市民更好地享受阅读带来
的乐趣。
”
为了让市民更加便捷地使用自
助图书馆，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还

向记者提了几
点使用过程中
的注意事项。“进
入自助图书馆需要
全新的宁波市公共图
书馆借阅卡，市民可以
凭本人身份证办理借阅
卡，需交纳 100 元押金，持
有旧卡的市民可以凭本人身
份证免费更换。”市图书馆的工作
人员提醒道，“在自助图书馆借书
时，市民可以凭借阅卡一次借阅
10 本图书，当次借阅期限为 30 天，

聪
明的
自助借
还 机 甚
至可以一
自助图书馆
次性扫描 5
本图书。不
过，自助图书馆目前只提供自助图书
馆内图书的借还，在外借室借阅的图
书还是需要到原处归还。
”
（本稿图片由记者厉迪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