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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济南的鹊华秋色
□ 魏 新

心门不闭户
□ 刘诚龙

有多疼痛就有多爱 □ 钟 倩仅你可见
刘 君

流年碎笔

小说世情

非常文青

大多时候，我经历的疼痛是这样的：先
是不易察觉的关节僵硬，然后丝丝缕缕的
痛感如疾风骤雨般袭来，时缓时急，成势成
片，令人猝不及防；很快，疼痛的洪流在身
体里肆虐，毫无征兆地就抵达了高峰，整个
腿部瞬间就像电流通过一般，肌肉瑟缩，发
生痉挛，不能自已。稍后，又一股洪流游窜，
就像飓风在体内肆意搜刮，恍若带走一部
分血肉，在黑暗的尽头逼出一身冷汗，我如
坠深渊，如临大敌，最终动弹不得。

疼痛过后，一个人看世界的态度也会
随之改变。患类风湿二十年，我也疼了二十
年。多少次我想到，如果有一天不用吃止疼
药了，也不疼了，那该多好啊！可是，一个人
如果彻底没了痛感，又该是多么的可怕！很
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羞于谈论疼痛，从未在
任何人面前说起自己有多疼，包括父母。疼
痛就像长在我肉体上的重要器官，早已“相
看两不厌”，或者说没了脾气。直到最近邂
逅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冥冥中她是
一个懂我很久的知音。传来她获得诺奖消
息的那个晚上，我正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
来，坐卧不宁。疼的因素有很多，节气会疼，
雨雪天会疼，感冒会疼，劳累会疼，经期会
疼，潮汐变化也会疼，似乎任何一个理由都
冠冕堂皇，又似乎都不成立。因为类风湿所
附带的疼痛，至今世界上没有有效根除办
法。这种疼痛让我经常陷入长久思考，关于
活着，关于死亡，关于尊严，关于爱与恐惧。

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被人们称为“疼
痛之诗”，比如，“我要告诉你件事情：每天/
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比如，“生
出来，身体便与死亡定了约/从那个时候
起，要做的一切都是欺诈。”就像诗句之
间藏着一个扳机，直抵我们的心灵深处，
发射出令人心头震颤的思考，甚至让人有

些眩晕。细读她的诗歌后我才明白，她一
定是独自穿越过无数黑暗闸门和疼痛之夜
的探索者，仅七年厌食症的治疗过程就是
最好明证。当然，更多的是不留痕迹的灵
魂独唱，她拒绝留下简历和照片，只说过
“我是一个长翼的着迷的人，我被月光照
亮的羽毛/是纸。我几乎不曾在男人和女
人中间生活/我只对天使讲话。多么幸
运，我的日子”，“我需要的是寥寥数语
/养育，承受，攻击”，这一点与意大利
作家卡尔维诺极为相似。我认为，这是源
于她足够自信，她的诗歌是可以当作散文
或随笔来读的。她写爱情，“如果你坠入
爱情，妹妹说/那就像被闪电击中/她正满
怀希望地说着/要引来闪电的眷顾”；她
写妹妹去世，“后来我觉得妹妹的身体/
是一块磁铁。我能感到它吸着/妈妈的心
进入大地/这样它才会生长，给人以尖锐
的疼惜；她写父亲临终，“在临死的亢奋
中/爸爸已经认不出我/像一个不吃不喝的
孩子/他对什么都不在意”；她写祖父，
“虽然伟大的灵魂据说是/一颗星，一只
火炬/但它更像是一颗钻石/这个世界上再
没有什么坚硬的东西/能够改变它”；她写
身体，“暴力已经改变了我/我的身体已变
冷，像清理一空的田地/此刻只有我的心
智，谨慎而机警/感觉到它正被检验”；她写
大地，“对大地感觉厌倦，这也很自然/若你
死了这么久，你很可能连天堂也会厌倦。”
她最擅长的剖析就是灵魂，“他们说/人类
的灵魂中有一道裂缝/并不是为了完全属
于生命/而构造。大地”，“我的灵魂一直那
么惶恐，狂暴/原谅它的野蛮吧/仿佛我的
手便是灵魂，小心地抚过你”……读格丽克
的诗，特别是后期作品，总会让人的心跟着
发疼发紧，有种电击般的清醒，然后产生一

种被四面八方包围的温暖慰藉。这种力量，
或许就是真实，而疼痛，不过是人类活着的
最大公约数，是她打开生命之门和灵魂之
锁的金色按钮。也可以说，疼痛是疾病，伤
口，破碎，也是失败，暴力，无常，恐惧，唯有
爱能够治愈，唯有爱能够捍卫疼痛重压之
下的最后尊严。看不见的疼痛比疼痛更加
令人悲悯，比如死亡，这正是格丽克最深邃
最直接的精神探索。

肉体有多少种样态，就会有多少种疼
痛，本质上都是生存的困境——— 死亡。我由
此顿悟，一个人出生的瞬间就开始了死亡，
似乎，肉体的疼痛多一些，灵魂的煎熬就会
少一些，这是内在的补偿机制。

我目睹过不同的疼痛瞬间：16岁第一
次住院时，我去保健楼看老校长，在电梯口
遇见从里面推出来盖着白布的逝者，家属
的无声哭泣让我至今无法忘怀；几年前深
夜在医院急诊室输液，昏暗的走廊尽头，有
位男子阑尾炎发作弓着腰沿着墙根挪动脚
步，双手紧紧掐着腹部，走走停停的影子摇
曳出扭曲的表情；母亲劳累过度导致腰椎
间盘突出，发病时疼得大汗淋漓，甚至喊出
声来，好多次夜里醒来看到她坐在床边抹
泪，寝食难安。还有一个叫杰杰的十岁男
孩，我的病友，每次想到他我都久久不能平
静。他的双手肿起来就像猪蹄，且每天早晚
经常高烧，他从来没喊过疼，扎针时也不惧
怕，但从来不让人摸他的手，总是背在身后
面，这是少年保护自己的独特方式。

疼痛的样子不尽相同，但都是对死亡
的一次预演，在不安中触摸到生命的另一
种真实。所以，格丽克写道，“要说我没有畏
惧/这不真实/我害怕疾病，羞辱/和任何人
一样，我有我的梦/但我已学会了隐藏它们
/保护自己”，“我们竭尽所能/保护自己/甚

至到了否定/清晰性的地步，自我欺骗的/
地步。正如在/我提到的那种献祭之中。”保
护自己就是爱，就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人性
根源：活出尊严。

其实，疼痛就像一根无形的大刺，人自
出生起就埋在体内，它有另一个名字：命
运。于李白，是仕途不顺，云游四方，炼丹修
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对陶渊明，是退而求其次选择归隐，带月荷
锄，躬耕田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于苏东坡，是命运多舛，精神超脱，“问汝平
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而对王维来说是
超越肉体，看破红尘，“世事浮云何足问，不
如高卧且加餐”。可见，古往今来凡是伟大
杰出者都能善于化疼痛为力量，在忍辱负
重或自嘲自乐中闯出一条宽阔大道。女诗
人格丽克拥有精神科医生似的敏锐目光，
把心理学作用在文学探索之上，通过生死
的细微触角抵达对世界的叩问，所展现出
来的高强度语言和变幻多端的文本，本身
也是一场偌大的生命试验，给予现代人某
种精神参照和心灵确认。

疼痛的反义词不是忍耐，而是爱。露易
丝·格丽克让我重新找回直面疼痛，直面生
死的勇气。她对生死的探索固然引人哲思，
但她对生活的挚爱同样使人流连，周二买
鱼吃，秋天去赶集，类似的书写着实叫人心
生欢喜。我最心仪的是这首诗，“每次遛狗，
我都能记住一些画面/生长在路边的马薄
荷/早春，够追赶小灰鼠……我穿过黑暗，
好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好像我已是黑
暗的一分子/平静地，安宁地，天就破晓了/
赶集日，我带着生菜，去集市。”这样的烟火
生活，依然是她穿越疼痛后的轻盈，愉悦，
以及美，这种美带有人类普遍意义，更加引
人心灵共鸣。

1295年，一名威尼斯商人的孩子结束
了在中国二十年的游历，回到故乡，开始写

《马可波罗行记》。
那一年的中国，有一个人，在自己的故

乡，遇到了一个思念故乡的人。
一

江南的秋天很美，容易让人忘记时间。
尤其是南宋的临安城，到了中秋，御街上人
群攘攘、灯烛灿灿，西湖中，尽是羊皮小水
灯，浮满水面，烂如繁星。

这些散碎的记忆，都被周密写进了他
的《武林旧事》。

周密出生在南宋的吴兴，属于今天的
湖州，是一名典型的江南才子，出身官宦世
家，自己的仕途虽不能位极人臣，却也一直
顺风顺水。他先后出任过两浙运司掾属、丰
储仓检查、义乌县令等，且游历四方，吟诗
结社，创作的诗词中，尽是人间浪漫：

秋水涓涓，情渺渺、美人何许。还记得、
东堂松桂，对床风雨。

但是，对他来说，这一切美好，终结于
四十七岁那年。那一年，流亡到广东一带的
南宋小朝廷被蒙古大军围追堵截，最终溃
败于崖山。宰相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跳了海，
赵宋皇族八百多人集体蹈海自尽，十万军
民一同殉国，南宋自此彻底灭亡。

已被元军俘虏的文天祥目睹这一惨烈
情景，写下“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在江南心灰意冷的周密决心不再做
官，和当时的许多南宋遗臣一样，学习不食
周粟的伯夷叔齐，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专
心著述。

在那里，他遇到了赵孟頫。
二

南宋灭亡时，赵孟頫二十五岁。
和周密不同，他是赵宋皇室后人，赵匡

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从曾祖
父开始，赵孟頫几代人皆为南宋高官，他自
己十四岁时，就补缺官爵，并通过吏部选拔
的考试，调任真州司户参军，为正七品。按
说，他和这个蒙古人建立的新王朝，有国
恨，更有家仇，理应不共戴天，但是，他却选
择了出仕为官，为蒙元服务。

赵孟頫的内心也矛盾过。他身边的人，
几乎没有人会这么做。他的忘年交龚开是
陆秀夫生前的挚友，画了一幅《瘦马图》，本
应是雄健魁梧的骏马，瘦得只剩下铮铮铁
骨。

他的老师钱选，亦拒绝做官，画《秋瓜
图》表明心迹。

赵孟頫当然知道，秋瓜的典故取自秦
朝的东陵侯，秦亡后，此人在长安城东种地
卖瓜，也不仕汉。

赵孟頫也拒绝过吏部尚书向朝廷的举
荐，但对他来说，这个王朝是宋，或者是元，
皇帝是汉人，还是蒙古人，似乎并不是最重
要的。

总有一些人，会忠于自己的曾经；但也
有一些人，只忠于自己的梦想。

赵孟頫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流
着泪对他说：“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
无以觊成人，吾世则亦已矣！”

从那天起，他发奋读书，昼夜不休。
读书，是他摆脱平凡的唯一道路。
蒙古铁骑攻陷临安时，赵孟頫依然在

书房挑灯夜战。他没有力量反抗，也没有时
间悲伤。母亲还曾说过，一个圣明的王朝，
必然会将有才能的人收为己用，他深信，无
论是金人辞汉，还是玉马朝周，不过“千古
兴亡尽如此”，湖山靡靡，江水悠悠才是永
恒。

1286年，元朝政府搜访隐居于江南的

南宋遗臣，得二十余人，赵孟頫名列其首，
从扬州登上客船，沿着大运河北上，并单独
被引见入宫，觐见元世祖忽必烈。

路上，他画了一幅《幼舆丘壑》。画中的
主人公，是魏晋名士谢鲲，时人都将他与另
一名臣相比，他自己则说，若置身朝堂，作
百官的榜样，我甘拜下风；但如果比的是纵
情丘壑之间，我毫不谦虚地自谓过之。

赵孟頫尽管也热爱“一丘一壑”，但他
毕竟太年轻，怎么甘心让一身才华埋没于
山林之间、丘壑之中？

三
周密比赵孟頫大二十二岁。说起来，两

个人还都是出生在吴兴，但在周密看来，济
南才是他的故乡。他在《齐东野语》的自序
中写道：“余世为齐人，居历山下，或居华不
注之阳。”

但他从未到过济南。他笔下的华不注
山，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

周密的先祖，是随宋高宗南渡过来的。
靖康年间，徽、钦二帝成了金人的俘虏，为
了抵抗金兵，当时的东京留守凿开黄河大
堤，北流的黄河水夺取了大清河河道，济南
一时间洪水滔天。然而，金兵还是包围了济
南府，济南府守将关胜战死，传说，这名或
许是《水浒传》好汉原型的将军，与敌军血
战时，坐骑的蹄子刨地出泉，故为马跑泉。

多年以后，周密能深刻地感受到这种
亡国之痛。这种痛，他比自己的先祖还要更
深切。金灭北宋，江南的汉人朝廷依然在，
他的先祖还可以渡江，元灭南宋，留给追随
者的只剩下茫茫大海。

周密虽是一名文人，但身上是有血性
的。这种血性，或许和他的故乡济南有关，
那里，曾有一名女词人写下“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那里，还曾有一名男词人起
兵反金，投靠南宋。他们的诗词和经历，周
密都非常熟悉，尤其是辛弃疾，如果周密早
生三十年，或许还有机会见到。

关于故乡济南的诗词，周密一定非常
熟悉。从《诗经》里的《大东》开始，济南始终
流淌着诗的韵律：“跤彼织女，终日七
襄……睨彼牵牛，不认服箱。”

对于周密来说，故乡的面貌更多来自
那些诗词，比如杜甫的“海右此亭古，济南

名士多”；比如欧阳修的“历山之下有寒泉，
向此号泣于昊天”。或许，他印象最深刻的，
是李白笔下的两座山，一座是华不注山：

“兹山何秀俊，绿翠如芙蓉”；另一座是鹊
山：“初谓鹊山近，宁知湖水遥？”曾巩也写
过“泺水飞绡束野岸，鹊山溪黛入晴天。”

但，他还是想不出，这两座山是什么样
子，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子。

直到在1295年，他遇上了刚刚从济南
归来的赵孟頫。

四
赵孟頫病了。
他的病，也许是心病。
他做官这件事，是一直被人戳脊梁骨

的。尽管，他确实做了一名好官。
忽必烈对他非常赞赏，但从大宋王孙，

到蒙元之臣，赵孟頫受了太多煎熬。有些汉
人看不起，有些蒙古人也看不惯。

忽必烈让赵孟頫参与中书省政事，赵
孟頫坚持不肯。他认为久在君王身边，必受
人嫉妒，是非太多，故极力请求到外地任
职。于是，1292年，赵孟頫外出任同知济南
路总管府事，在济南待了将近三年。

在济南居官期间，赵孟頫十分称职，做
了许多好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尤其重视
教育，“为政每以学校为先务”，夜出巡察
时，闻有读书声，“往往削其柱而记之”，并
在第二天派人赠酒慰勉；对那些能文之人，
他亦必加褒美，使得“三十年后济南俊杰之
士，号为天下之冠”。

或许，赵孟頫在那些读书人身上，看到
的是曾经的自己。

其实，这时候南宋已经灭亡了十几年，
新的王朝，英雄总要有用武之地，这一点无
可厚非。就在赵孟頫来济南这一年，有一名
济南的读书人遵从父愿，北上京城求仕，当
时的蒙古高官看了他写的文章，大为欣赏，
力荐他做了礼部令史，后来又推举他进了
御史台。

这名读书人就是张养浩。有一年，他在
峰峦如聚的潼关感叹道：“兴，百姓苦；亡，
百姓苦。”

只要心系百姓，何必太在意王朝兴亡？
但在赵孟頫身上，确实有些不一样。他

的族兄，同为赵宋皇室后裔的赵孟坚就绝

不能理解。赵孟頫为官时，赵孟坚隐居吴
下，在墨兰长卷中题上“纯是君子，绝无小
人”。据说，赵孟頫回江南拜访他，被他百般
讽刺，赵孟頫走后，他立刻让人把赵孟頫坐
过的椅子擦拭一遍，觉得自己的族弟太脏。

能够理解赵孟頫的人不多，周密是一
个。

五
在济南为官时，赵孟頫也遭到了蒙古

官员的中伤，不过，当时恰逢朝廷要修《世
祖实录》，召赵孟頫还京，这才安全无事。他
离开济南的时候，济南开始修建清真南大
寺，这座建筑至今屹立。

回京不久，赵孟頫就病了，回故乡吴兴
养病期间，他遇到了周密。

这两个人，代表的是中国文人的两种
处世方式，按说，应该是完全相悖的。只能
像鹊山和华山一样对望。但，因为济南，让
他们在江南走到了一起。

见到赵孟頫时，周密一定问了他许多
关于济南的事。赵孟頫自然也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毕竟刚刚在那里度过了近三年时
光，这三年，年富力强的他写了许多关于济
南的诗文，比如“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
震大明湖”，至今还在这座城市流传。

他大概可以告诉周密，济南到底是什
么样子的。东城的杨柳桃花很美，“野店桃
花红粉姿，陌头杨柳绿烟丝”。西城的泉水
很清，“若到济南行乐处，城西泉上最关
情。”虽然，他登高远眺的胜概楼没多久便
不复存在，但是，他祈雨所到的龙洞山如今
苍翠依然。

周密最挂念的，还是华不注山。
江南有很多山，华不注山和那些山完

全不一样。周密登过很多山，和华不注山都
不一样。

赵孟頫见过。他曾经在那里抱膝独对，
对风孤吟。

他要把这座山画下来，和鹊山一起，把
周密的故乡画下来。

画好之后，赵孟頫郑重题款：“公谨(周
密字)父，齐人也。余通守齐州，罢官来归，
为公谨说齐之山川，独华不注最知名，见于
左氏，而其状又峻峭特立，有足奇者，乃为
作此图。其东则鹊山也。命之曰鹊华秋色
云。”

六
这幅图，是赵孟頫对济南的记忆。
鹊山为淡花青，华不注山为淡青绿，既

显示出秋的清旷高洁，亦呈现出人情的和
乐安详。他的记忆照相机般准确，今天，当
我们用这幅图去和两座山比较时，发现形
状几乎一模一样。

这幅图，更是赵孟頫对周密的敬意。他
尊重像周密这样为前朝守节的文人，尊重
他们的品格，尊重他们的爱和怀念，但他无
法做到，他只能通过有限的努力，去让世界
尽可能更好，而无法和这个世界对抗。

这幅图，也像是赵孟頫内心所向往的
世界，那片青山绿水之间的田园，周密回不
去，他知道，自己也永远回不去。

许多年后，我在秋天落叶满地的地方
看到鹊山；在往返机场的路上远望华不注
山；在杭州拥挤的南宋御街；在广东崖山海
战的遗址；在济南北园的张养浩墓前；在赵
孟頫和周密相聚的湖州，脑海里经常浮现
出这样一个情景：

那一年秋天，周密面前，赵孟頫徐徐
展开自己的这幅画，两双眼睛都渐渐红起
来，但又都忍住了眼泪。三年后，临终前
的周密一个人望着画卷老泪纵横时，赵孟
頫正于再次赴任的路上泣不成声。

有位很多年前的文友，忽地
加我微信好友，叙了一番久别重
逢，他问：大家都设置了加友权
限，别人不能加你，只能你添别
人，哥们你干吗不设置这样？群
民那么多，如果都可以随便加
你，不胜其烦吗？

没什么烦的。我家曾当路，南
来北往的人，都从我家门口过，我
家的门都是打开的，但是，千万人
从门口过，进我家的不过是万分
之一，也如一朵盛开的花，所有的
蝴蝶都可以来扇动翅膀，真正来
亲近的，也是那么几只。成百上千
群，群民亦千万，来跟你加好友
的，不过也是能对得上眼的极少
部分。我的心，向所有人打开，能
入得心的，也恰是如兄弟你这样
的旧雨新知。

我不知道设置加友权限的是
什么人生态度，也许是隐士，想
过清净生活；也许是智人，防人
之心天天有；也许是大家，要保
持尊者的身份；也许是我者，只
能是我加人，不可人加他；也许
是贞女，这样设置的女士居多，
她们要防网络流氓的骚扰。

心不设防与心有设防，也许
恰是两种人生哲学，前一种信奉
的是人本善，他设想的每个人，
都是善良的，都是人畜无害的，
都是可以交往的；后一种信仰的
是人本恶，来到他面前的人，都
不是善茬，交不交往，首先要对
他进行一番考察，得到了心灵之
初步认定，才让其进入自己朋友
圈。

人生都在加减乘除，选择心
不设防的，用的多是加法吧，人
人都可以加他，他可以加人人；
选择心有设防的，用的多是减
法，人海茫茫，谁是好友，他首
先就在心里做了减法，把那些情
不投意不合的，先期删掉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交友，到头
来都会做减法。加法更多的，减
法也更多，加法很少的，减法依
然有。加了好友后，才知道其人
德行，才知道其人个性，才知道
其人跟自己不是一个频道，那就
删除，那就拉黑，那就从此相忘
于江湖。交友可重加法，做加
法，可以我的朋友遍天下；交友
更应该做减法，人上一百，形形
色色，最伤害你的，不是敌人，
最是朋友。伤害你，一直在伤害
你，与这般人，应该壮士断腕，
毅然绝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交际价值
观吧。在我，以三气为取向，一
者正气，一者义气，一者文气。

正气者，看重的是贤，是君子还
是小人，是好人还是坏蛋，心胸
宽还是心眼小，贤与不肖，须是
交友之第一要；义气者，看重的
是真，现在虚伪者太多了，很多
人只向人索取，从不自己奉献，
一心想得而且得到了别人帮助，
一点感恩之心也无，这般人当删
无赦，没从微信上删除，请从内
心里删掉；文气者，趣也，个人
兴趣也，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没有共同语言，待在一起也说不
上话，这样朋友，只有数量上的
意义，不必再发展友谊，赶紧做
减法。

打开心门，欢迎所有人；设
置心房，接纳真好友。朋友是有
很多种的，有酒肉朋友，有知心
朋友，有点头之交，有刎颈之
交。好在，人之心有很多房室，
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
不同的朋友各放在不同心室吧。
那些不值得交往的，把他从心里
踢出来，那些可交面不可交心
的，放在心之上层；那些可以聊
天未到交心的，放在心之中层；
而可以当知心的，放在心底最核
心位置。

交微信好友，我常常看他朋
友圈，他发的是什么链接，大致
可以推断其为人，是正气还是戾
气，是好文还是好武，是温婉还
是粗犷，是端严还是幽默；而尤
其注目的是，他与她的朋友圈设
置，有些设置了三天可看，有些
设置的是一个月，有些是半年，
有些什么设置都没有，可以让人
看到底。

不知您的体验是什么，我喜
欢什么设置也没有的，一个敢于
什么都给人看，一个敢于把自己
的历史全袒露给人的，也许是更
值得交际。不是说那些设置期限
的，都是当怀疑的，也许他们在
神秘化自己，越是神秘越让人好
奇，可是我们都那么忙，少有闲
工夫去探奇掘幽；更喜欢的是一
眼可以望到底的人，其过往生活
不对人隐瞒的，多半是心怀坦荡
的人吧。

不把你当坏人，可是，你是
好人吗？我相信你是好人，你对
得起这份信任吗？微信时代，改
变了我们交友的方式，却并没改
变我们交友的本质。我们交友的
本质是：同门曰朋，同志曰友，
同心曰知交；过我心门的，都是
朋；与我同三观的，可为友；跟
我心心相印的，才是知心。

心门向所有人开放，心房向
一些人上锁。

进入十月，早晚空气里添了
几分清冷，色调却越来越暖，尤其
傍晚时分，常有橘红的光线涂抹
在建筑的顶端，车的后视镜，和
街道的缝隙里。你若正好在户
外，会有站在舞台上的眩目。

果然，只有北方会给人四季
清晰的界限。早起的黑白蓝，会转
为中午明亮的梵高，再到落日时
分红黄灰褐的莫兰迪，即使夜里
也绝非漆黑一片，总是可以在月
色里分辨出树的深绿、灰紫，甚至
幽暗处的铁锈红来，正是大自然
对光与影运用得最活跃的时候。

朋友圈里晒着各种风景，花
草的，果实的，天空，山野，城
市玻璃幕墙上的云朵，乡村屋顶
的一排葫芦，仿佛不断地确认，
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开始了。

假期里去了淄博的龙子峪
村，那里有沂河的源头。沂河古称
沂水，古代为泗水支流，黄河夺
淮、泗入海后，沂水成为黄河支
流。山东境内，沂河流经处有沂
源、沂水、沂南、临沂，再加上江苏
的新沂，570多公里的河流是从那
里汇入黄海，可称五沂。源头有个
沂字，源尾也有沂字。

源头的那片水域在阳光下安
静地躺着，水里有对面山上白塔
的倒影，有天上云的影子，清晰如
画，无波无澜。有点出乎意外，想
象中的气势宏大并没有，仿佛面
对一张不谙世事的脸。

很多事情的开头都是这样
吧。

朋友正在写一篇小说，但又
不肯告诉我太多接下来会怎样，
说连自己都要保密，必须有一分
神秘感。这更勾起我的好奇心，
东拉西扯的时候老在想，秘密可
能就藏在我们聊过的一片山坡，
一棵树，或者那些树木草丛的阴
影里。说起文章开头的写法，他
说一定不要太煞有介事，不要起
点太高，最好不费力气一点，像打

羽毛球的发球，一下子把对方扣
倒，后边就没得玩了。开头并不需
要来一段咏叹调，或者一句高深莫
测的话。日常生活的切片就挺好，
一句简单的对话，你来了，我走
了，都可以。像一条河的源头，平静，
平常。

所以说，开头并不难，难的是
一直流下去。

在流动的过程中，遇到狭窄
的地方，流速会变快；遇到开阔
处，则舒缓有度；有岸，会流得长
远；无岸，就流得散漫；地势高，会
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痛快；地势
低，就汇流成湖，安静徜徉，最后
形成有节奏的景观，成为一种自
带韵律的存在。

好的文字，都不是失控的。作
者的情绪和情感像一条河道，他
让你兴奋就兴奋，他让你沮丧就
沮丧，他让你感觉美妙绝伦就美
妙绝伦，疼痛难忍就疼痛难忍。

一条河流的命运，它本来就
是一股必须持续不断有所去向的
水，在漫长的岁月里，所做的事情
只有一件——— 向前。遇到沙漠可
能消失，借助微风却也能飞越难
以逾矩的鸿沟，而冲破一切困境
的终究只能是自身。

如同一个写作者，如果仅为
了记录自身而写作，那很快就会
写完，写到枯竭和无聊，若能像写

《安魂曲》的莫扎特那样，为了更
多的人摆脱痛苦和悲切而创作，
就会成为一条河，持续不断的水
流的汇入，无论积聚成湖，还是飞
奔入海，都忘掉了自身那一丁点
存在。

再看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露易丝·格丽克的获奖评语，“她准
确无误的诗意般的声音，带有朴素
的美，使个体的存在具有普遍性”。

写作，不仅仅你可见。

俯俯瞰瞰泉泉城城

《《鹊鹊华华秋秋色色图图》》

2020年10月18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刘君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iujun@dzwww.com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