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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山城不可见的故事》，源于我偶
然认识的一位叫“老王”的“棒棒”。

“棒棒”，这种因山城重庆特殊地貌而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盛行的“爬坡上坎
挑重担”的“力气行当”，早已随着高楼电梯
以及运输的发达日益衰落。几年前，我在
一家杂志做关于“棒棒”的选题，“老王”是
我采访中偶遇的一位“棒棒”，是坚守在繁
华都市“最后的棒棒”中的一员。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老王的情形。
那天，我到解放碑大都会背后的一个超市买
东西，出门听见有人招呼我：“妹儿，要不要
帮忙？”一回头，见着花坛边坐着一中年男
子，蓝底格子衬衣，面目干净瘦削，若不是看
见一根绑着粗红绳的竹棒正卧在他身旁，很
难看出这样秀气的男人是个棒棒。“哦，不用
了，只有一点东西。”我说，与此同时，我看见
那张脸上闪过些许失望的神色。“现在的活
儿不好找哦！”男人自言自语，一边抬手擦
汗，一边看向前方一个停下脚步、正咕噜灌
着可乐的少年。我从购物袋里掏出一瓶汽
水，递给男人。男人接过，道了一声谢谢，便
拧开瓶盖，喝了几大口，然后抬头一笑：“谢
了哈！”他的两颗门牙是假牙，白得过分，旁
边露着银白的金属丝。我直觉这是个有故
事的人，于是，坐下来一番套近乎。男人叫
老王，46岁，年轻时当过两年兵。退伍后回
农村种地，为了多赚点钱，进了城；因为身无
一技之长，只好卖力气。老王说，曾有一个
老板打算月薪两千聘他去守仓库，这比饥一
顿饱一顿的“力哥活”强多了，但他考虑再三
还是拒绝了，因为“那活儿不自由。”我有些
奇怪：“到底是自由重要，还是挣钱重要？”话
未出口，看那个叫老王的男人一脸欲言又止

的模样，我只好打住。
奇妙的是，之后，我与“老王”在不同场

合竟频频相遇，经过侧面了解和生活直击，
我发现了隐藏在表浅生活下一些令人震惊
的真相——“老王”生活不能自理的疯妻却
与他的情人住在一起，年长的情人帮衬着
他们。细细揭开，却见底层人的抱团取暖、
人性本善……

“棒棒老王”看似“颠覆三观”的故事，
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困惑着：非虚构作品，
究竟应为自己而写，还是为读者而写？直
到，我翻开十余年来的记事本，与那些活生
生存在着、却被山城雾气遮蔽的故事直接
碰撞，思绪累积，一天清晨望着对面艰难爬
坡的密集车流，才突然发觉这个游走了十
四年的城市，我其实并不熟悉。至此方才
悟出，从事实中生发而出的非虚构作品，应
该以我的理解和方式，原原本本讲述给我
的读者，其中滋味，他们自己去辨析。于
是，我开始创作《山城不可见的故事》。“棒
棒老王”是其中最早的片段。

有一些事实需要我去回溯。十四年
前，我带着祖父与父亲过往生活的谜团，从
成都到重庆。我遭遇过的人和事——对家
人充满温情的残疾“奸商”、横冲直撞的小
中巴、退休的“白棒棒”、火锅与小面的“故
事”、倔强能干却有“血泪史”的女老板、“老
王”的秘密、精明的家政工、坚决不回“体
制”的出租车司机，明线暗线相连，比如：

“白棒棒”们曾参与女老板的艰难创业、家
政工变身“小面店老板”、出租车司机竟然
知晓我的父辈、出租车司机经营过“小中
巴”等等。通过经年往事的回溯，我在序中
提出的谜团，相信读者在阅读全文后会找

到自己的答案。这些隐藏在山城迷雾中以
光影形式存在的枝蔓，最终构建成了一个
看似分割、实则完整的故事。

有许多真相需要我去多方探寻。女老
板饱含血泪的“时代传奇”，我曾在大山深
处的夜晚听当事人亲口讲述，之后顺着她
的讲述，去侧面采访了与之相关的人——
有从改革开放初期走来的“个体户”，有她
的亲人、她曾经的爱人和她的同乡，形成了
类此“证据链”的组成；“老王棒棒”，我不仅
去了他居住的城中陋巷，亲眼见到“违背道
德伦常”的“三人同居”，也走访了其他“棒
棒”，甚至到了他的老家，关注“这个在浓雾
中行将消失的身影”长达一年多；为了探寻
旧相识的家政工的“发迹史”，我行走十余
家小面店亲身感受市井“小面文化”；“打
的”时，偶遇一位与我父辈有交集的出租车
司机，我们只有40多分钟的交谈，但接下
来我用了两个月时间去印证他曾谈及的故
事。这些通过多方探寻而一点点揭开的真
相，最终让我看到一座新兴直辖市的发展
历程，以及重庆人深藏骨子里的那点倔劲
儿和韧性，一叶知秋，甚至映射出改革开放
四十年来的风雨历程。

有朋友发微信告诉我：“《山城不可见的
故事》太像小说了。”我回答说：“这正是我要
的效果，用小说笔法来摹写真实的东西。”我
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
核灾难口述史》情有独钟，其文字亦生动而
极富张力，可读性极强。我认为，非虚构写
作最大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呈现生活的

“60个面”，并且用最合适的视角。在《山城
不可见的故事》中，我尝试采用小说的语言
系统，立足真实还原细节。事实上，任何受

访者都只能讲出比较粗的场景事件，具体到
人物极细致的动作心理和彼时现场，必须依
靠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对受访者及事件的理
解甚至是自己的亲身经验，以精准生动的语
言一一展开，这也正是对真实的升华——文
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山城不可见的故事》由四组真实故
事、众多人物和情节“零件”构成，在“序
——山城光影”的统揽下，四组故事各自独
立展开但又相互联系。“如何叙述、如何控
制、如何切入、如何衔接”是我在创作中很
伤脑筋的问题，最终，我借鉴了影视剧的

“剪辑”手法，定好“主干”、添好“枝干”、挂
好“叶片”，实现了全文结构的创新铺排。
这样一来，作品以祖籍成都的祖孙三辈与
重庆的因缘际遇开头，堆叠出一种氛围，使
整篇文章情感更饱满；在文中，从自我亲历
和他人讲述两个角度，于经意不经意间呈
现特定历史背景下三代人的命运——一个
成都女子与重庆的缘分传奇，那些“不可见
的故事”以及故事之外正在重庆乃至整个
中国发生着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的生存状
况相呼应。

一方山水育一方人，非虚构表达真实，
自然应该带着愈加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在
我看来，这是非虚构写作能否鲜活生动的
一个关键。作品中，是一大堆最为熟悉、充
满地域性、蕴含深意的事物：山城大街小
巷，有倔强得“一辈子只哭一次”的重庆女
人，她们以自己的爱恨情仇酸甜苦辣创造
了一座“女老板最多”的大城市；“棒棒”行
当正在消失，只能在老商圈或旧码头觅到
他们的踪迹，“最后的棒棒”生存成谜；小巷
深处，有火遍全国的火锅与小面……这些
真实存在着的本土故事相互碰撞，发出响
亮的时代之音。
（作者系重庆市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去买刘老五饼子时，凑巧的话，也能碰
见王媒婆在刘老五旁边，替人擦皮鞋。

放下凳子，卸下箱子，摆好方位，叫客
人坐好，拿出行头，“啪啪啪”用刷子在箱子
上敲击两下，提醒客人把脚伸向踏板上，卷
好客人裤脚，用毛巾擦拭鞋子上的灰尘、泥
土，打油，刷，拉，前后大概五分钟，一双鞋
干干净净出现在顾客面前。

“皮鞋擦得亮，生意做得旺；皮鞋擦得
勤，生意就得行！”擦皮鞋的当头上，她的话
匣子打开了，像关不住水的龙头……

对面楼盘老板在年底团年时，喝醉了
酒，第二天死了。结果呢，老婆一周后就和
司机结婚，几百万的奔驰归了司机不说，连
银行的存款也给别人了。好几个亿哟！

街尾那家媳妇儿叫刘二姐，开出租车，
老人公瘫痪了，她也不开车了，天天在家里
照顾老人公。洗衣，做饭，洗澡，擦背，啥子
都做。好久要给居委会反映一下，这条街，
要评先进的话，非刘二姐莫属。

从她口中，有很多新闻。只要在她面
前坐下来，东家长，西家短，总有摆不完的
故事。走街串巷，王媒婆信息广。

王媒婆五官端正，眼睛有点小，头发零
乱，添了不少白发，是长寿双龙山里的人，
快满六十，守寡二十多年。

天冷了，王媒婆穿一件黑色外套，里面
加一件棉袄，袄子比外套长，看起来有些滑
稽。围一张蓝布围裙，背一个木箱子，左手
提独凳，右手提小凳，穿行在这条街上，到
处揽生意。

独凳方便客人坐，小凳自己坐，都是塑
料做的，没有箱子重，这样也方便，城管来
了，提起就走。箱子用厚实的木板子订成，
里面装满了：抹布、鞋油、鞋刷、小水桶等工
具。几个鞋油盒早空了，她也舍不得扔掉。
木箱子压在她肩上，走路时，她身子就倾斜、
摇摆起来。

围裙前面缝了个口袋，手机揣在里
面。为了防止手机滑落，她用布条一头拴
住围裙带子，另一头拴住手机外套。围裙
很脏，布条鲜艳，看上去布条特别打眼。

王媒婆的手机号码到处留。皮鞋擦到
半路上，电话又来了。有人要擦皮鞋，找
她；有人房子要出租，找她；有新来的要租
房子，也找她。王媒婆信息广，资源也广。

说她是媒婆，是因为她经常给人介绍
对象。说成了不少，在这条街上小有名气，
大家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姓王，
就叫她王媒婆。慢慢地，叫习惯了，改不了
口，她听起来也很受用。

都说媒婆喜欢吹，吹得天花乱坠。但
王媒婆不。王媒婆说媒，有原则。

男女两边，王媒婆都不欺，也不骗。是
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王媒婆说，蒙不
得，蒙得过初一，蒙不过十五。总有一天晓
得了，要在背后骂死我。

王媒婆说媒，要看对象。尖酸古怪的，
不说；扯皮撩筋的，不说。结婚后不幸福，
说什么呢？害了别人。给钱，也不说。

但一遇到她喜欢的，双方条件又差不
多，王媒婆就来了精气神，口若悬河，滔滔
不绝，背起箱子，满街追起说，巴不得双方

马上就定下来。
爱情要看缘分。缘分来了自然来，勉

强不得。有的说成后，耍了三五年，结果还
是分手了；有的一见面，第二天就牵手，一
个月后就把婚结了。有的人，给他说了很
多个，就是看不中，结果呢，某天突然遇到
一个，一下就看上了。嘿，第二年，看见他
们就抱起娃娃了！

现在耍朋友很现实。先看房子，看了
房子看车子。爱情敌不过一座房子。有房
子，女方才提出见面，没房子，连微信号都
不留。卖卤菜的向大姐，在镇上有十多间
房子，儿子大学毕业出来，一介绍，女方却
要求在城头买。城头没得房子，不好找对
象。说着说着，王媒婆感慨起来。

说成功了后，给多少谢媒钱，她都不计较。
不过，对于辛辛苦苦挣的钱，王媒婆也

有她的花法。
老家农村哪家结婚祝酒，她都要回

去。但她又在细算账目，车费多少，赶礼多
少。每次回去，都穿得周周正正、体体面
面。头发梳了，扎个结，去掉围裙，拿出平
常不穿的衣服，打扮出来，还看得过去。而
且，想到老家院子里唐婆婆年纪大了，儿女
都在外面打工，每次回去，王媒婆都会称几
斤糖果带回去。看见村里留守娃娃路过，
也会抓两把出来。回去一趟，面子要挣足。

做梦也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媒
婆当上了一名环卫工人。

那天下午，扫地的环卫工人刘大姐突
然找到她，说老家有急事，要赶回去，岗位
上不能缺人，叫她帮个忙，顶替她上班。王
媒婆一想，扫地算不上什么大事，就答应
了。当王媒婆换上刘大姐的工作服扫得正
起劲儿，班长却来查岗了。得知原因后，班
长也没说什么。没想到第二天，班长找到
王媒婆，说她干活认真，环卫需要人，愿不
愿意来应聘上岗。当然愿意啊！经过体

检，实习三个月转正。
环卫工人，两个班轮换上，早班五点到

中午十二点；晚班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七
点。买了五险，工资稳定。想到自己以后
旱涝保收，那段时间，王媒婆心里一直乐滋
滋的。

但后来遇到一件事，让她有惊无险，差
点丢了饭碗。

一个天还没亮的大清早，五点半样子，
上早班的王媒婆在超市门口扫地，突然，扫
到一个东西。借助路灯一看，是一个巴掌
大女士小包。王媒婆连打也没打开，就边
扫地边在超市门口等，看见一个问一个。
终于在上午十点过，过来一个穿黄衣服的
年轻女子，听说王媒婆捡到一个包，说是她
掉的。王媒婆想也没想，顺手给了她。

让王媒婆没想到的是，不到半个小时，
超市的保安又带着一个火急火燎的女人急
匆匆赶过来，叫她把捡到的包拿出来。当
中年妇女听说包已被人拿走了，立马变脸
说王媒婆撒谎。还说包里是一颗钻戒，她
昨天过生，老公送的。钻戒价值三十多万！

一听三十多万，王媒婆就吓住了。天
啊，自己哪里有钱来赔！这时很多人也围
上来，嚷着叫她拿出来。都说法律规定了
的，捡到钱要归还给失主，否则就是违法。
王媒婆满脸无助，有口难辩。最后中年妇
女报了警，王媒婆被带到派出所。警察调
出监控，发现了那个黄衣女子。幸好黄衣
女子拿到包后，去了车库，警察根据车牌，
锁定了那个冒充失主的女人，追回了钻戒。

真相公布后，失主要给她一千块钱，王
媒婆无论如何也不要。单位奖励了她五百
块钱，并提前转了正。从此，王媒婆稳定了
下来，当了一名环卫工。

休息时，王媒婆也擦皮鞋，说媒呢，还
是照旧。她说，牵线搭桥，做好事，积德嘛。

（作者系重庆南风爱心助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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