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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一篇加以评论：

1. 

桃花坞桃花坞

桃花生得像一朵桃花。
父亲常说，桃花，你妈生你的时候，我就在门外，我听到了你哭出的第一声。 

说到这里，父亲还夸张地一挥手，说，“哇──”的一声，我一回头，看到很多桃花飘
下来，像下雪一样。你知道吗？我用那些桃花泡了水，让接生婆给你擦过身子呢！

小的时候，桃花听到这些，她的眼里，迷茫就像雾一样，弥漫开来。大了些，桃花
就缠住母亲，说，妈，爸爸说的是真的吗？母亲往往笑而不答。

不管怎样，桃花喜欢上桃花了。
后来，桃花读书了。于是，每天清晨，桃花就捧着书本，来到几棵树下，仰着头，

读一些，背一些和桃花有关的诗句。即使树上没有桃花，只是一树绿叶或是光秃秃的
枝丫，可在桃花的想象里，那也是一树粉红色的花朵。久而久之，桃花觉得，自己也变
成一朵桃花了，轻盈地飘上了枝头。

桃花初中毕业，因为成绩差，就没再读了。
桃花出去打工了。
桃花进了一家制衣厂。车间里，有一个小伙子，大家都叫他大山。
那天，桃花听到了大山和另一个人的对话。
一个人说，大山，从你的名字看，你家住在大山里吧？
大山说，是的。
那个人继续说，那儿的景色一定很美吧？
大山说，你说呢？我们的村子就叫桃花坞。
听到这儿，桃花心里一颤。桃花眼前，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桃花，出现了纷纷扬扬，

像雪花一样飘落的桃花。桃花看见自己，慢慢走进了桃树林。桃花还看见自己，仰起了
脸，迎上了飘落的桃花。她的脸上，全被桃花覆盖了。

从此，桃花坞那个陌生的地方，那个满是桃花的地方，成了桃花的向往。
不知不觉，桃花主动和大山走近了，亲密了。
有一次，桃花问大山，桃花坞有桃花吗？
大山反问，你说呢？
桃花又说，春天的时候，桃花坞有人用桃花水洗澡吗？
大山看着桃花，把桃花的脸看成了一朵粉红的桃花。大山忘了回答。桃花催促， 

说呀！
大山笑而不答，还是看桃花。大山的笑，和桃花母亲的笑一样，有些神秘。
桃花低下了头，轻声说，春天的时候，你能陪陪我，去桃花坞看看桃花吗？
大山说，只要你愿意去，当然可以。说完，大山伸出双手，一把环住了桃花的腰。

桃花挣扎了几下，就不动了，任由大山抱着。桃花的眼睛，过山，过水，一直看到了那
个名叫桃花坞的小山村。那里，仿佛响起了桃花曾经背过的诗句，那些和桃花有关的
诗句。

没过多久，桃花就像一朵桃花一样，让大山摘了，攥在了手里。
一晃，春天来了，百花盛开了。
桃花对大山说，我们该回桃花坞了。
大山不说走，也不说不走，样子很为难。
最后实在拗不过，他只得带着桃花，坐了火车，坐了汽车，坐了木船，然后爬了一

山又一山，在一天中午时分，终于回到了那个叫桃花坞的小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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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坞坐落在一个小山坳里，四周被层层大山包围着。村子里，稀稀拉拉的是一些
松树、柏树，和一些开放着的野花，却没有桃树。没有桃树，也就没有桃花了。桃花找
遍了整个村子，都没有。桃花的心，凉了。最后，凉透了。

桃花坞，竟然没有桃花。
第二天，大山就发现，桃花不见了。
桃花去哪儿了？大山不知道。其实，天不亮，桃花就走了。
走在出山的路上，桃花又想起了父亲。她明白，父亲给她取名桃花，是父亲和她一

样，太喜欢桃花了。
桃花也知道，她家的院子里，并没有桃树，有的，只是几棵李树。那几棵李树， 

树干上全是黑黑的翻卷的皱褶，苍老得不成样子了。
走着走着，桃花就想明白了。她想找些桃树苗回去，栽在院子里，让她家的院子，

成为一个真正的桃花坞。

刘靖安《2010年中国小小说精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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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一篇加以評論：

1. 

桃花塢桃花塢

桃花生得像一朵桃花。
父親常說，桃花，你媽生你的時候，我就在門外，我聽到了你哭出的第一聲。 

說到這裏，父親還誇張地一揮手，說，“哇──”的一聲，我一回頭，看到很多桃花飄
下來，像下雪一樣。你知道嗎？我用那些桃花泡了水，讓接生婆給你擦過身子呢！

小的時候，桃花聽到這些，她的眼裏，迷茫就像霧一樣，彌漫開來。大了些，桃花
就纏住母親，說，媽，爸爸說的是真的嗎？母親往往笑而不答。

不管怎樣，桃花喜歡上桃花了。
後來，桃花讀書了。於是，每天清晨，桃花就捧著書本，來到幾棵樹下，仰著頭，

讀一些，背一些和桃花有關的詩句。即使樹上沒有桃花，只是一樹綠葉或是光禿禿的
枝丫，可在桃花的想像裏，那也是一樹粉紅色的花朵。久而久之，桃花覺得，自己也變
成一朵桃花了，輕盈地飄上了枝頭。

桃花初中畢業，因為成績差，就沒再讀了。
桃花出去打工了。
桃花進了一家製衣廠。車間裏，有一個小夥子，大家都叫他大山。
那天，桃花聽到了大山和另一個人的對話。
一個人說，大山，從你的名字看，你家住在大山裏吧？
大山說，是的。
那個人繼續說，那兒的景色一定很美吧？
大山說，你說呢？我們的村子就叫桃花塢。
聽到這兒，桃花心裏一顫。桃花眼前，出現了大片大片的桃花，出現了紛紛揚揚，

像雪花一樣飄落的桃花。桃花看見自己，慢慢走進了桃樹林。桃花還看見自己，仰起了
臉，迎上了飄落的桃花。她的臉上，全被桃花覆蓋了。

從此，桃花塢那個陌生的地方，那個滿是桃花的地方，成了桃花的嚮往。
不知不覺，桃花主動和大山走近了，親密了。
有一次，桃花問大山，桃花塢有桃花嗎？
大山反問，你說呢？
桃花又說，春天的時候，桃花塢有人用桃花水洗澡嗎？
大山看著桃花，把桃花的臉看成了一朵粉紅的桃花。大山忘了回答。桃花催促， 

說呀！
大山笑而不答，還是看桃花。大山的笑，和桃花母親的笑一樣，有些神秘。
桃花低下了頭，輕聲說，春天的時候，你能陪陪我，去桃花塢看看桃花嗎？
大山說，只要你願意去，當然可以。說完，大山伸出雙手，一把環住了桃花的腰。

桃花掙扎了幾下，就不動了，任由大山抱著。桃花的眼睛，過山，過水，一直看到了那
個名叫桃花塢的小山村。那裏，仿佛響起了桃花曾經背過的詩句，那些和桃花有關的
詩句。

沒過多久，桃花就像一朵桃花一樣，讓大山摘了，攥在了手裏。
一晃，春天來了，百花盛開了。
桃花對大山說，我們該回桃花塢了。
大山不說走，也不說不走，樣子很為難。
最後實在拗不過，他只得帶著桃花，坐了火車，坐了汽車，坐了木船，然後爬了一

山又一山，在一天中午時分，終於回到了那個叫桃花塢的小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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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塢坐落在一個小山坳裏，四周被層層大山包圍著。村子裏，稀稀拉拉的是一些
松樹、柏樹，和一些開放著的野花，卻沒有桃樹。沒有桃樹，也就沒有桃花了。桃花找
遍了整個村子，都沒有。桃花的心，涼了。最後，涼透了。

桃花塢，竟然沒有桃花。
第二天，大山就發現，桃花不見了。
桃花去哪兒了？大山不知道。其實，天不亮，桃花就走了。
走在出山的路上，桃花又想起了父親。她明白，父親給她取名桃花，是父親和她一

樣，太喜歡桃花了。
桃花也知道，她家的院子裏，並沒有桃樹，有的，只是幾棵李樹。那幾棵李樹， 

樹幹上全是黑黑的翻卷的皺褶，蒼老得不成樣子了。
走著走著，桃花就想明白了。她想找些桃樹苗回去，栽在院子裏，讓她家的院子，

成為一個真正的桃花塢。

劉靖安《2010年中國小小說精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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