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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洋过海，渡船

从地平线的这头

滑向地平线的那头

犁开海面，浪花溅起

扬起漂泊的记忆

泊进港湾，风止浪停

船终于找到踏实的感觉

一停一靠之间，船

拖长了岁月

一上一下之后

甲板上已物是人非

身后的海，是那样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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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一个疼痛的季节，而在成都，
还是一个湿冷入骨的严重时刻。乘坐高
铁返回，身后的华北平原和侧翼的太行
山再一次被我留在了辽阔而雾霭深重的
北方。想起2018年春节，内心不由泛起
一阵惊悚。对于中年人而言，每过一个
春节，就是一次发生于生命深处和灵魂
要害的一次地震。这使我愈来愈感觉
到，人生之根本形态是孤独的，越活越少
的。当我离开，母亲和弟弟一家依旧重复
过去的岁月和基本的人生姿势。唯一不
同的是，他们也都长了一岁。这是我感到
惊恐的另一个原因。在这个世界上，我们
开始走得丰富多彩 和日新月异，哪怕简
单和苦难一点，但依旧相信前方有微光春
色，而至中年之后，所谓的未来只是越来
越颜色寡淡的宿命和它的旗幡。

大年初三夜里，无意中，我看到了命
运的无法更改，也看到了人之为人在某些
时候的决绝、自戕式的个人性的苦难。一
场理论之后，我又做了妥协。也从此开
始，我觉得了深深的绝望以及迫使自己再
生的渴望。高铁由北而南，再向西北。路
过咸阳的时候，我也觉得了惆怅。关于黄
沙与雪山，绿洲与隔壁的辽阔，我可能再
也无缘返回了。差不多8年前，我在巴丹
吉林沙漠西部边缘的军营里与战鹰为伍，
并在那里尘土弥漫的营盘里与人结婚生
子。十八年的大漠军旅，好像一棵树，从
开始的无端迁徙到扎根，期间的过程琐
碎、美好、痛苦、曲折，也觉得了无以伦比
的尘世之幸福。

到现在我还觉得，人之真正的幸福，
无非是我们在世俗之中的应有该有。尽
管谁也不会做到应有尽有和十全十美，但
真正寄予我们的安妥感觉与精神抚慰的，
也只有俗世中如此这般，恋爱、结婚、生
子，然后的孝敬和责任，义务和担当。除
此之外，一切看起来鲜艳、璀璨、美轮美
奂，其实都是不持久的，比昙花一现更令
人措手不及和伤感。

六个小时到成都，这短暂的时间，于
整个人生长度而言，好像一个长长的哈
欠。东站下车，成都的冷迅速代替了我身
上的北方残雪气息。到家，收拾，看不见
的黑灰在房间里密集和安静。洗澡，洗衣
服。睡下，我忽然想到，人的迁徙与暂居
都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有些过程和改变，
自己都措手不及，且无法掌控。翌日，阴
霾的成都逐渐打开，虽然还只是一种灰苍
苍的面目，但经过七八年时间的深入与浅
出，对这座他们的城市，我还是相对熟稔
的。继续约了链家的小妹，又开始了一个
小区一个小区地看房子。

成都越来越大。二十世纪末和二十
一世纪初，中国的城市之膨胀速度，是与人
们的各种欲望成正比的。成都之大，与我
九年前来的时候似乎又加大了一倍甚至几
倍的面积。新建的各种小区遍布全城周
边，高档的，一般的，孤悬于外的，连片成区
的，使得人晕头转向。我起初想，哪有这么
多人住啊？可没有想到，就连距离市区30
公里外的一些荒郊野外，小区内也有人住
了，周边的配套设施迅速建成。看房子的
累，是无法形容的，选房子的纠结与矛盾，
也是难以言表的。跑得累了，最终在距离
原小区不远的地方，选中一套。而这个选
中，却不是我一个人的眼力与决心。

人和人，最好的事情就是合作，信赖
与单纯的一对一，不论男女。接下来的，

是每天的跑，到房管局，各种资料和证。
办妥之后，忽然觉得悲哀，如此一天天的
辛苦与用心，买来的不过是一大堆的债务
乃至悬在空中的巢穴——哦，不过一百多
平，安放身心的水泥钢筋铁屋——值得
吗？不由得哑然失笑。所谓容身城市，不
过是一种靠近便利的纯人类行为，也不过
是靠近或置身现代文明的一种不自量力
的纵身一跃。然后是询问价、砍价？……
重新做一次装修。人们对于他人住过的
房子或者用过的物品，总是怀着强烈的质
疑、疑惧和鄙夷的心理情感。我也是，拆
掉以前的一切，然后重新粉刷、贴墙布、铺
地砖、木板，换新的家具和用品，从床、马
桶到拖鞋，无一不是“自己的”。可这些，
真的是自己的吗？有时候，看着崭新的房
间，不由恍惚，哑然失笑。

如此差不多半年，而且是工作之余
的个人事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备私密
性。不论这个年代，还是其他时期，人类
的合作行为向来只限于目标和利益一致
者之间，对于装修个人居所的行为，再亲
近的人，也都只是旁观者。因此，人真正
活的，只有你自己，或者作为单元的一家
一户。往往，去单位上班，做各种杂事，
到其他的地方去，为了某种现实叠加的
所谓理想。所有高大上的东西，在具体
的生活当中，已经是附加品了。比如文
学创作，这种个人性极强的精神创造，一
方面取决于天赋及后世的磨练和参悟，
包括某种时候的混沌、莽苍与豁然一
亮。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从业者之对现实
物象乃至创作对象的截取、开阔、洞烛悠
远和深阔雄奇之智慧与力量。而更重要
的是思之是否泰然丰沛，言之成理且独
立自由，是想之富蕴与深邃、广阔、独标，

是对时代人心的洞察，以及对人性的极
致而敏锐的呈现与推演。

以此来看，我们的一切精神力量皆
来源于对生命的珍视与不妥协，来自于
现实肉身和精神的创伤与厄难，来自于
个体困境乃至群体痛楚的洞彻、同情、理
解与鼓舞，当然还有破解与赋予及更丰厚
的象征与隐喻。在装修房子的同时，我的
抑郁症也无可救药了，仿佛每天都或在死
亡的边缘——强烈的心悸、头晕、四肢发
软不能站立、忽然的眼前黑暗、犹如溺水
的绝望、不安与恐惧，它们残酷地围困我，
杀戮我。最终，只能听从一位同病相怜者
的一再劝告，到华西住院，次日吃怡诺思、
思瑞康，昏睡两天，渐渐觉得了好转。半
个月后，出院继续服用。

疾病、情感和精神的困厄、疼痛是这
个世界上人类最不具分享性的经验。在
医院的门槛被我踏破之后，几位医生朋
友为我带来了生命的福音，最古老的中
医和中药使得我勉强度过了最危险的时
刻。她们的善良，精益，尤其是她们对于
我这个与她们实质上并无关联的人尽心
与付出，使我觉得善应当是我们每一个
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宗旨和主题。因此，
我也显得特别低调和谦卑，在任何事情
上，已经失去了争和抢，得与失的基本动
力。也无端地相信命运，以及每个人一
生所应当遭受的苦难与幸福。一切都是
正常的，爱恨之间，只要爱和宽恕就足够
了。在路上，遇到老人和孩子，我会笑，
给他们让路，在地铁站，能帮人提包或者
背东西，我觉得很开心。

与北方和真正的南方不同，成都的冬
天没有任何缓冲，几场雨后，冷就轰然而
至。这像极了人生的某种际遇，一切都是
在不期然之间降临和完成的。房子装修
好了，让它在冷风中兀自敞开。我继续在
单位和外地之间奔波，挤出时间写一些东
西。诗歌、纪实、散文和评论之类的。当
我们的手脚觉得冰冷、在电脑前无法较长
时间安坐的时候，2018年，也开始行将就
木。时间这个齿轮锋利的机器，压榨和粉
碎都是物质及其生命。每每夜里，我忽然
想自己近段时间应当完成什么了。这不是
任务，是人生要素及俗世要义。比如真切
的爱、再造与融合，尽管前方一切都不确
定，但我必须奋不顾身，像必须的一场冒
险，更像是一次因循守旧的泅渡。因为，人
生之所以称为人生，就因为它充满了各种
危险、变革，甚至戛然而止与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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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灯火不是未来的星星
沉湎梦中
不如走到一朵小花的面前

微风过处，草木泛出春意
何苦还在一滴水中纠结
过去的寒冰

窗外的故事生锈了，喜欢
娱乐的蜂蝶已经结茧
窗前的心思正在发芽
未过子夜，指头已泛春光

要写一本历史的书，需要
屏蔽身外的星球
心所蘸笔墨，是人间风雨
和滚滚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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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地起钟灵，
三江入海中。
金牛牵地脉，
鳌背锁波峰。
揽胜观浪涌，
玉带舞彩虹。
圣公传佛旨，
塔寺古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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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
酒落满地金黄
把暮色铺成诗行
把月亮挂在天上
你在繁星中闪光
霞光的盛宴
心被染红了
被风吹净了
包裹的五味杂陈

白发老人笑对而坐
一对嘴巴
留下牙齿一颗
古藤般的手摸着看着
不再俊俏的脸
布满深深浅浅的沟壑
浑沌的眼神 心里特别敞亮
拦不住风的嘴唇 唱着不老的歌
笑声中溢出口水
如庄严的树
挂满熟透的果

圆圆家从城里搬到郊区来住了。出
门十几步，有一条弯弯的小河，河那边田
野的尽头便是乡下的人家。

圆圆头一回看到河那边碧绿的田
野，吐艳的花朵，他是多么想到河那边玩
呀。他缠着奶奶嚷：“奶奶，我要到河那
边去。”

奶奶急了：“可不能去，河水急，会冲
走人的！”

“为什么没有桥？”圆圆问。
“没有桥好，有了桥，乡下人就会随

便过来的。”
“过来有什么不好？”
“乡下人穷，小气，爱贪小便宜。”圆

圆听罢，不说话了，可奶奶过去也住在乡
下呀。

奶奶上街去了的时候，圆圆独自来
到了小河边，凉爽的风，从河那边带来袭
人的馨香，对岸有一群白鹅、麻鸭正在游
弋觅食。忽然，一个小男孩来了，红背
心，短裤褂，小平头，光脚丫，背后还跟着
一条大黄狗。圆圆想，那肯定是一只很
凶恶的狗。

小男孩从对岸看着他，淡淡一笑：
“刚搬来的？”圆圆盯着大黄狗，只轻轻地
应了声。

片刻，小男孩便脱下裤褂，用手顶在
头上，向河里走去。圆圆急了：“别下去，
河水很急，会冲走人的……你要过来干
什么？”

“我的风筝，落在你那边了。”此刻，
圆圆才看清楚了一只风筝搁在离他不远
的一片茂盛的水草上，圆圆问：“你能帮
我扎一只吗？”

小男孩收上风筝，对圆圆说：“这只
……就送给你好了。”

圆圆乐了：“我们一起玩去，好吗？”
“好。”小男孩带着大黄狗朝圆圆家

走去。
进了圆圆的家，圆圆指着新颖的洗

衣机：“这——你家有吗？”
小男孩说：“娘说，乱花钱，白耗电，

乡下人用不着，不让爹买。”
圆圆认为小男孩装阔，逞强，又指着

电视机问：“这日本进口电器，你有吗？”
“买了，村里几乎每家都有呢。”忽

然，小男孩看见了几本精装的《智力世
界》放在桌子上，便直奔过去。

圆圆见状，陡然想起奶奶的话：“乡
下人穷，小气，爱贪小便宜……”圆圆凑
过去劈头便问：“你想拿这里的东西吗？”

小男孩听了，嘴一抿，猝然扭身：
“我，我走了。”

奶奶回来了，发现地上两只湿润的
脚印：“谁来了？圆圆！”

“一个乡下的男孩。”
“哎哟，你怎么让生人进来。”奶奶连

忙四顾，生怕家里的东西不翼而飞。
圆圆忙整理《智力世界》：“咦，怎么

少了两本？”
奶奶唠叨了：“我早说过，乡下人穷，

小气，爱贪小便宜，一定是小男孩拿走了
……”圆圆总算信服了奶奶的话，他急忙
向小河边跑去，但是，那个小男孩已经过

了河，被碧绿的田野遮没了……
他日，妈妈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圆圆

的两本《智力世界》，原来，是奶奶错放了
地方。圆圆愣住了，他又想起乡下那个受
了委屈的小男孩，他又来到小河边，放着
小男孩扎的风筝，但小男孩一直没再露
面，圆圆的脸上隐去了欢乐的笑影。

圆圆缠着奶奶上街去。一次，奶奶
答应了，在摆摊处，奶奶正和一个卖莲雾
的中年妇女讨价还价，忽然，圆圆发现了
那天小男孩带来的那条大黄狗，他想，这
个妇女和小男孩肯定是一家人，或许，她
就是小男孩的妈妈。

只听那中年妇女对奶奶说：“大妈别
说价钱了，剩下这点莲雾，就送给你老
吧。这些年来，农家越过越红火了，再也
不稀罕几个零花钱，要是前些年，一分钱
也要掰开来花……”

这时，圆圆发现了中年妇女身边还有
好几本《智力世界》，问：“阿姨，你买的
……”中年妇女笑吟吟地说：“这是我家小
毛缠着买的，他年纪就同你差不多，他说街
上的孩子都有。”

圆圆的脸热了，低下头，他开始怀疑
奶奶的话了：“乡下人穷吗？小气吗？爱
贪小便宜吗？……”接着，中年妇女将两
本《智力世界》塞给他：“小朋友……阿姨
送一本给你。”

“不……”圆圆语无伦次，眼泪差点
忍不住了，忙把脸扭向一边，然而，那个
妇女带着大黄狗走了。

圆圆又来到了小河边，呆呆地望着
河那边碧绿的田野，吐艳的花朵，他更加
想到河那边去玩了。

不知什么时候，奶奶也来了，她望着
河那边的人家，说：“变了，变了……要是
这里有座桥，我也要到河那边去看看！”

……

南国没有冬季，虽是腊月，
还似个凉秋。昨夜下了一场绵
绵秋雨，清晨起来，街路两边，
满树绽放的花朵，飘落了不少。

刚吐出嫩芽的花蕊，沐浴
阳光雨露，旋而一片片花瓣扬
眉舒开了。一簇簇俏丽娇美的
花朵，缀满枝头。成熟了，又渐
渐老去。它要离开依托的母
体，总是依依不舍。你看，那落
挂在丫杈上的几朵，还伏在母
体的胳膊上。粉腮上面的水
珠，一滴一滴滑落下来。是雨
水？是夜露？是离别的泪！

自古伤情是离愁。花有灵
性，人有情感。于是，那“画桥

流水，雨湿落红飞不起。”（王安
国《减字木兰花》）的清冷景家，
又引起官场失意的文人、闺中
寂寞的少妇、命运坎坷的才男
才女愁绪满怀，感时伤世。有
触景生情。“零落梅花过残腊，
故园归醉及新年”。（李频《湖口
送友人》）腊月将尽，梅花零落，
送别友人，撩起了缕缕乡愁。
有借景言情。“泪眼问花花不
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
《蝶恋花》）锁在庭院深处的少
妇，泪眼迷朦，与花浇愁，花却
无语，乱红飞去，内心缭乱的愁
绪可与谁诉？有寓情于景。“零
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陆游《卜算子·咏梅》）你说是
风吹雨打、零落成泥的梅花孤
芳自赏，还是诗人不愿依附权
贵、铮铮傲骨的自我写照？两
者已浑然一体了。

堪怜应是林黛玉。暮春时

节，林黛玉来到那日葬花的地
方，目睹花谢花飞的暮春残景，
联想到自己寄人篱下的飘零身
世，内心孤独、悲伤、绝望的感
情倾泻而出，如泣如诉，凝成撕
裂肝肠的《葬花词》。“花谢花飞
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香
消玉殒，伊人已去，留下的只是
一部千古不朽的《红楼梦》。

谁不祈盼青春永驻，花容
不衰？然而，花开花落，毕竟是
自然界物种生命周期循环的客
观规律。在生物的王国里，有
消有长，有开有谢，这是一条谁
也不能违拗的自然法则。“无可
奈何花落去”（晏殊《浣溪沙》），
其实是自寻烦恼；“花红易衰似
郎意”（刘禹锡《竹枝词》）那只
是自作多情。“啼红正恨清明
雨”（晏几道《蝶恋花》），触景伤
情，润物无声的清明雨，竟平白
无故成窦娥冤了。

更何况，落花流水，并非春
去也。那落红“带愁流处”，却
正是“新绿生时”。（史达祖《绮
罗香·咏春雨》。原词为：“临断
岸、新绿生时，是落花、带愁流
处。”）你看，昨夜那场秋雨歇
息，清晨又是阳光明媚，草木葱
茏。花开满枝，红红艳艳，好似
一颗颗缀在枝头上的红玛瑙，
又似一盏盏挂在枝头上的红灯
笼，或似一团团扎在枝头上燃
烧的火球……我漫步街上，一
路观赏，触目是画，俯首是诗。
东风拂面泛新绿，万紫千红总
是春。虽然是残冬时令，春天
的信使已经衣袂飘飘，向人们
频频招手走来。

那点点落红呢，告别了母
体，告别了妹妹们，虽然有点离
别的伤感，但不悲悲啼啼。它维
护那条不以意志转移的自然法
则。老龄了，不再贪恋枝头，争
妍斗艳。质本洁来还洁去，心甘
情愿化作泥。它吸收大地的营
养，潇洒走了一回周期，又归宿
大地，与大地融为一体，提炼出
新的营养素，奉献给孕它养它的
母体和陪它伴它的妹妹们。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
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
诗》之五）清人龚自珍已经悟到
落红这种奉献精神和崇高品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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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犬吠”二字，很书面，
很典雅的表达；远比“狗叫”要
好，“狗叫”太俗，掉土渣的俗。

“犬吠深巷”，让人感觉：时间，
很遥远；时世，很苍茫。

有些东西，典雅了好，典雅
了才有滋味。

少年时，去一个叫东杨庄
的村庄读初中，我居住的展坪
村则位于东杨庄的北边，两村
之间，相隔一条小河。趟过小
河，登上河岸，就进入了东杨庄
村。东杨庄，是一个富裕的村
庄，解放前多财主，所建房屋，
青砖黑瓦，异常高大；围墙，亦
是高高耸立，墙壁间，就形成了
一条条的深巷。

我们上学，自北向南，就要
经过一条长长的巷子。厚厚的
墙壁，大多有三四米高；巷子，

则极窄，差可通过一顶小轿。
墙高巷窄，巷道就长长，所以，
小巷就显得特别幽深，是真正
意义上的“深巷”。

白天通过，并不觉得怎样，
也只是觉得“有趣”。曲曲拐
拐，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
有时，我们就特意停下来，贴着
墙壁，仰望高高的墙头；看墙头
上，摇曳的莠草；看着几只麻
雀，栖落墙头，一阵风起，又霍
然飞走，留下一片嗒然若失的
迷茫。正午时分，阳光泻进小
巷，白花花的，仿佛，时间骤然
发出了它耀眼的光忙，照亮了
自己肉体的深处。一些大门
外，青幽的门楼石阶上，时常就
蹲坐着一条土狗，也许，是我们
经过的多了，熟了，狗并不叫，

只是用疑惑的眼光，目送着我
们，直到我们离开它的视野。

晚间，就不同了。特别是
漆黑的夜晚，晚自习放学归来，
只要我们一接近南巷口，杂沓
的脚步声，就会惊醒住户们的
狗，于是，吠声骤起，从小巷中
汹涌而出。有时，我们会故意
站立巷口，大声吆喝几声，或者
一起用力跺脚，顿然，狗们的叫
声，就愈加凶猛了。我们站在
巷口倾听，狗的叫声，仿佛是从
幽深的洞穴中发出，特别的浑
厚、深邃、粗豪，阵阵的回声，在
巷中回旋不止，仿佛群犬奔野；
狂放、凶猛的恐怖，有一种苍老
时间的感觉。

那声音，该怎样形容呢？
真是难可言说。

若干年后，我读王摩诘的
文字：“北陟玄灞，清月映郭。
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
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
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
与疏钟相间。”觉得，“深巷寒
犬，吠声如豹”的描写，似乎，就
是那般滋味。

农户们，几乎家家都养着
一条土狗，行走小巷，土狗们常
常就蹲坐在篱门边。见人经
过，远远地就吠叫起来，一条狗
带出多条狗，尾随在行人的身
后，汪汪汪地叫着，直至把行人
送出小巷。“有迎有送”，真有点

“礼失而求诸于野”的味道。很
多时候，狗的叫声，会惊动趴伏
在树枝上的家鸡，或者正在叽
叽喳喳叫着的麻雀，于是，鸡飞
咕咕，雀飞轰然，一条小巷，便
顿然生发出一份热烈和喧闹。
那些小巷，是真正意义上的“乡
村小巷”。

陶靖节“狗吠深巷中，鸡鸣
桑树颠”，活脱脱地，就是对我
们村庄的形象描绘。

夜深人静，深巷犬吠，会让
你觉得：每一条深巷，都成为了
一条通往原野的小路；每一条
小巷，都变成了通向时间深处
的密道；犬吠声，则成为了“回
归”的向导，“导”向最原始的旷
野，“导”向最原点的时间……

“深巷犬吠”——生活的，
诗意的，哲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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