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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对完美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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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圣埃克苏佩里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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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上午
(

时
$)

分! 二次大战的胜利已经指日

可待!盟国空军第三十三联队少校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面带微笑!

向地面上的人们挥了挥手" 飞机像离弦之箭穿破了地中海湛蓝的

天空" 直到油料燃尽的下午
'$

时
&*

分!雷达的屏幕上都没有出现

返航飞机的身影" 这位出生入死#伤痕遍体的传奇英雄生前给孩子

们写下了富有哲理的童话$小王子%!身后又为孩子们的长大准备

了一部寓意深沉的$要塞%" 圣埃克苏佩里声称!&这部书在我身后

出版!我的其他著作与它相比!只是习作而已" '

我们生活的空间里!飘浮着各式各样的事物!搬运这些大大小

小的事物!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就连搬运这些事物的人本身!

也是日常事物的一种" 后现代的学者们习惯于以身体来指称人!拒

绝接受超出身体之外的# 形而上的实在" 这种与先贤闹别扭的态

度!意味着取缔人类精神上的诉求!从而把几千年来有关这个范畴

的传统视为垃圾加以处理" 当人们把自身的存在归结为身体!从身

体里长出来的对物的欲望自然成为生命的主宰!肉体狂欢#精神委

靡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状况"

圣埃克苏佩里对存在的探索突破了物质的外壳" 在他看来!物

的本质并不局限于物!&本质不是虚饰之物!而是神的智慧" 因而蜡

烛的本质不是留下残痕的蜡!而是光明'(&树不是种子!也不然后

是枝干!然后是弯曲的树干!然后是枯木" 决不应该把它分割来看"

树!是慢慢伸向天空的力量'" 树的这种力量是决不能通过将树锯

开来加以认识的!就像蜡烛的光明只能在燃烧中获得!将蜡碾成碎

末是找不到的" 神庙是由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的!但神庙决不是那

一块块冥顽的石头!它是把石头连接起来!赋予它们特别意义的东

西" 如果你已经拆掉了高高的神庙!狰狞的石头又算得了什么呢)

同样的道理!人的生命并不是骨头#血液#肌肉与内脏的混合物!而

是他眼睛里透露出的光芒!是尘土中看不见的东西" &宝藏首先是

看不见的!因为它从来不是物质的要素'"

多少人在尘土中营建自己家园!用石头盖起了自家的房子!定

居在物质的庇佑之下" 对于他们!圣埃克苏佩里一再告诉他们*&重

要的东西不显示在尘土中" 不要在这些尸骨上花费时间了'" 你们

这些在&虚饰之物'中讨生活#以占有为幸福的人!实际上是赶着骆

驼朝一口没有水的枯井前进!你们已经陷入了&沙的阴谋'之中了"

因为!定居在以道路#麦田#山冈#绵羊#房屋组成的家中的人!他们

的家园必会受到风沙的威胁"

对于圣埃克苏佩里来说! 家与家里的东西或者说家当是不同

的!家意味着一个人的出身!一条河流的本源" 没有家的居住实际

上是一种流放" 圣埃克苏佩里所理解的本源!是把事物连接起来的

神圣的扭结!正是这种扭结将散沙一样的事物组织到一起!获得了

超出沙子和尘埃的意义" &我的家园不只是这些绵羊!这些田野!这

些房屋!这些山岭!而是统率和连结这一切的东西" 这是我的爱的

王国"他们若知道这点就会幸福!因为他们住在我的家" '至于什么

才是这个神圣的扭结! 圣埃克苏佩里有时候明白地说是心灵和精

神!有时候象征地说是神灵或上帝" 在他的文字中!心灵与上帝#家

园与帝国是相互贯通的意思" 他说!人注入的灵魂才是圣地!这是

人的真理!人只通过心灵存在" 同时!又把全身心奉献自己去完成

的行动当作是对上帝的祈祷" 心灵既可以因对物质的收藏而封闭!

如阿里巴巴的山洞!也可以因为爱的给予向天空和大海敞开!通往

神的恩典" 正是那颗从对物质的眷恋中超脱出来的盈满着爱的心!

正是人心中神圣的情怀!将生活中的事物!包括生命本身统摄起来!

赋予了超出事物和生命的含义" 就像水把零散的沙子关联起来!变

成了茵茵的绿洲" 圣埃克苏佩里请求人们去寻找自己内在的禀性!

而要在禀性之外寻找幸福! 因为幸福是心灵品质臻于完美的标记!

而不是某种特殊物质的功能"

心灵的品质有一种不同于物质的地方!那就是它不能通过偷盗

或乞讨而获得的" 心灵的财富是永远不会失窃的!因此人不必为它

设防"偷盗者以为他们可以把别人的金子据为己有!他们想错了!就

在他们生起贼心的时刻!金子品质发生了改变"&金子像星星闪闪发

光!这种不可名状的爱只是用在一团他们无法掳掠的亮光上" 他们

盗窃其他人的财物!从浮光到浮光!就像那个疯子为了捞起井中的

月亮!要掏干黑色的井水"他们偷的是无用的尘土!都虚掷在花天酒

地的短暂狂欢中" '

能够偷盗来的只是尘土!能够乞讨来的也只是石块"圣埃克苏佩

里写道! 他年轻的生活曾经怜悯过乞丐和他们的溃疡!&直至有一天

闯见他们在挠痒!洒上赃物!就像给土地施肥!催开绛红色的花朵'"

现在他要收回这份感情!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免于损失!而是为

了治疗乞丐内心的溃疡" 他还说!有一个时期!他还怜悯过死者!以

为他们是在绝望的孤独中郁郁而死!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极度

伤悲" 现在!对于叫女人家心惊肉跳的外伤!垂死和死去的人!他都

拒绝给予这种怜悯!还说!&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见过女人

惋惜死亡的战士" 这是我们欺骗了她们+ '被死神选中的那个人!吐

血或捂住肠子时顾不得别的!&他独自发现了真理* 死亡的恐惧是不

存在的" 在他看来!自己的躯体已像今后再也用不上的器物!完成服

务使命后必须抛弃'" 圣埃克苏佩里一生在刀锋上行走!有过不止一

次濒死的体验!他把死亡视为人的心灵完全脱离物质桎梏的机会"

当人对存在的关注从物质回到心灵上来时!他也就克服了对时

间的恐惧"物在时间中消耗!像沙子一样!但精神却在时间中完成一

次一次葡萄的收获" 圣埃克苏佩里曾经被萨特引为存在主义的同

道!但和众多存在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对死亡有大欢喜"他不把死亡

视为生命的断送!而是生命的完成!是天鹅展翅的时刻" 日转星移!

历经艰苦磨砺!肉体的生命日见衰败!但心灵的品性臻于完成!幸福

也蕴涵在其间"

说到家园!人们一般认为是一个定居的地方!一个歇息的场所"

但圣埃克苏佩里却要把家建成一条乘风破浪的船"他明确表态*&我

不喜欢心灵上坐定的人"这些人不交换什么!也什么都不是"'&因为

事物的意义不存在于完成后由定居者享受积蓄'! 生活的价值并不

像金钱一样存入自己的银行户头" 家园不是一个囤积粮食的仓库!

而是一片耕耘的田野!是造物主的作坊" 搬运石头的工作仍然在进

行!人在尘土中与事物的交道也还在继续"不过!这些家务活由于服

从于某种目的!内涵悄悄地被偷换了!就像神庙门前的石阶!不同于

荒坡上的顽石" &有了台阶可以进入神庙!这是紧急的事!不然神庙

无人光顾"但只有神庙是重要的"人生存下来!在周围找到成长的手

段!这是紧急的事"但这里只是说引导到人身边的台阶"我认为注入

的灵魂才是圣地!因为只有这才是重要的"'搬运石头的工作由于服

务于神庙的建设!具有了超越尘土的意蕴"

$作者系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圣埃克苏佩里有双重身份!

飞行员与作家!这两个生涯在他

是相辅相成的" $要塞%全书共二

百一十九章!从
'"&+

年开始写!

主要部分在美国时期完成!到了

北非等待战斗的间歇时期集中

精力审阅润饰"

荒漠中的要塞!给人一种浩

渺的感觉" 我们更易产生孤烟落

日的联想" 在这块创世纪的时代

背景前! 人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而又都朝着一个集体的结局前

进" 由于全书使用象征寓意的手

法!阅读时必须要明白上帝不一

定是上帝! 帝国不一定是帝国!

战争不一定是战争!一切不一定

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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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德&圣埃

克苏佩里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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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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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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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晨!

生于里昂" 祖父费尔南,德,

圣埃克苏佩里!伯爵"

!'"*(

年进里昂圣巴

托罗缪一家教会学校进预

备班"

!'",'

年
$

月!编入斯

特拉斯堡第二航空大队!担

任机械师"

!'"&)

年
$

月
,)

日!作

为$巴黎晚报%特派记者抵达莫

斯科做报道!历时一月"

!'"$$

年
%

月
&'

日!奉

命前往格勒诺布尔-安贝里

安-阿讷西地区进行五月份

以来的第十次任务"从此踪影

消失" 享年
$$

岁"

!,***

年里昂机场改

名为圣埃克苏佩里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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