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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静默在我精神的旷野上
□陈 原

■纪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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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问这南山在哪里，是一座什么样的
山，就像不要问天空在哪里，是什么样的天
空一样。这南山到处都有，和你不远处的任
意一座山一样；就像天空到处都有，和你头
顶上的天空没什么差别一样。我所说的南山
不过是我的居住地南边的一座山。它没什么
名分，没什么独特处，更没什么值得天下攘
攘皆为之来的引诱人的圣景名胜，甚至连一
些生活在它近处的人也往往忽略了它的存
在。它上面没有任何人工的东西，连一处小
小的庙宇和亭阁都没有，惟一的人工的东西
便是山民不知于何年何月用石头垒起来的
一座石屋，瘦骨嶙峋，破败不堪，早已多年弃
之不用，也许从来就没派上过用场。在我的
观念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山，除了石头
以及从石缝里坚韧地生长着的树木和杂草，
不再有别的——有些名气很大的山总让人
想到一座很大的盆景，那样的山早已被异
化。只有这些低矮的野山野景才真正容易
和身边的人和谐相守，因为我们无论正在干
什么，只需要一抬头便可看到它。即便不为
看它，你抬头看太阳和月亮，或者看看天时，
也就看到了它。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它属于
一个村庄里的农人们，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
来讲，它属于所有与它心气相通的人。它独
自在那里，或者裸露，或者茂密，都是那样自
在，那样坦然。它和我们不生分。

关于这座山，儿子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对
它有着最准确的描述——他的语言是那样
本色、纯洁、直接。

我用手指着那座山问他：那是什么？
儿子说：山。
我又问：那是什么山？
儿子说：南山，它在南边。
那上边有什么？我继续问。
有石头、有树、有草、有鸟。儿子说。
儿子的语气中没有任何夸张。他是天然

的圣子和哲人。但我知道随着他一天天长
大，他就开始变成和我们一样世俗的人。

我是那样愿意和这座小山默默相对，多
少年来这已经成了我休息的一种方式。我几
乎每日都会伫立窗前，目光像山风一样在它

上面飘荡。
我曾无数次地爬上过它，熟悉它上面的

一草一木，一枝一杈，一鸟一石。我常常会毫
无目的地在山上一走就是一天，就像一个天
涯游客浪迹此处；我常常会躺在半山腰的一
块草地上或者一块石头上仰望天空、飞鸟、
流云，在这样的仰望里我往往会拒绝食物。
有时我还会和一株树没命地拥抱。我像一个
圣人、哲人或者猪倌、牧童一样走在山顶的
天光里。特别当有乌云笼罩的时候，天低云
暗，万物静穆，那时我就像一个刚从石头里浮
出来的充满象征意味和神性的东西，或者像
一帧剪纸，或者像皮影戏后面的人物，我的精
神就如同回到了太古，回到了人之初。我如同
第一个刚刚诞生的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这样的经历，使我每次归来，灵魂都像一只帆，
被那来自山上的风鼓涨着，而我生命的舟便
负载着山的目光，穿行或者静穆在人世的风
尘中。日月越久，我感到自己身上越充满了石
头的质感，这样我就可以幸运地在岁月中获
得风化。

其实在我居住的地方，四周都是山，并不
只南面才有山。它们像城墙似的，只有几个山
豁口处铺上了路，便有蚁队似的车辆把人载
出去载进来，从而打破了山对地域的界定。

但在四面环绕的山中我对南山情有独
钟。之所以这样，也许是白昼在那山上能看
到古老的太阳，夜晚能在那山上看到洞幽的
月亮。即便太阳和月亮都没有的时候，那上
边的天光夜光也比其他方向的亮。而且有佛
性，有宗教色彩，有宇宙之幽。在这样一种坐
标上，如果要看其他方向的山则需转动人类
的身子。人心是指南针，人生本来是面南而
立的，这是一种来自看不见的自然的伟力决
定了的。所以人类总是喜欢住北屋。大门宽
窗一律面南而开，即便在其他方向开了一个
小小的吊窗，也像是一个窥视时的洞口，而
我感到人之所以抬起头来就朝南看，还有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在朝南看时，看不到自
己的影子，影子躲在身后。那是人类最不愿
让别人看到的隐私，人害怕自己的影子，害
怕看到完整的自己，害怕正视自己。

每次和南山默默相对，我总感到自己像
一个老人，一个经历沧桑、白须飘扬的老人。
虽然我正值壮年，却似怀百岁之忧。每次走
到它身边总像是已走了很远的路途，感到沉
重无比，精疲力竭。其实我和它仅几步之遥，
也许是这几步之遥的路途尽处连着我那长
长的坎坷的人生之路！我默默地和南山相
望，便总像有什么沉重的东西要和它诉说。
我想古代的陶渊明先生面对他的南山时，肯
定比我轻松得多，所以他才会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继而他会感到山气日夕佳，又
看到飞鸟相与还。这其中没有沉重吗？人生
坎坷、仕途渺茫、深邃睿智、宏图未展的陶渊
明心中真的如此充满田园情怀，而心静如一
泓清水？我想不是的，这只是陶渊明老先生
心中呼唤的一种世界，并以此来实现对沉重
现实的超越。

我们的生命无时无刻不被一种沉重的
东西所压迫，沉重已和我们的生命成为一种
连体，就像蜗牛沉重的壳和生命成为连体一
样。我们的生命已和沉重无法剥离。我不禁
要问，我为什么会时时地感到沉重，是什么
给了我的精神以枷锁，是什么给了我的生命
以负重？这时我就看到了我身后的万丈滚滚
红尘。它挤压着折磨着我身后的影子。在这
样的万丈红尘中，生命的风景模糊了，坐标
消失了，目光再也不能望得很远，只能盯着
那尘土的微粒，而这万丈红尘正是人类搅动
起来的，在这样的时代，一个有个性的生命
和一个醒着的精神便有了一个强大的对立
面，我总感到这个时代的前进背离了人的最
本质的精神指向，成为流俗的大舞台，使精
神的本质和欲望的本能相分离，并且相距越
来越远，最后成为两种毫不相干的东西。精
神寂寞了，返回古代，只有欲望疯狂着走向
现代。把一个完整的生命分裂成两块，鲜血
淋漓。我总感到这个时代有两样东西太多了
些，一是恶毒，这也是人类天性中有的，但应
该摒弃掉的东西，它和欲望相伴相生，但由
于保护自身的需要，却使其越来越膨胀起
来。还有一种是麻木，这已经构成了这个时
代的特征，它有时比恶毒更可怕，它使生命

失去血色和烈性，它使整个人类的表情变得
呆板枯萎。麻木一部分是由无知造成的，另
一部分是因为生命丧失激情、丧失希望造成
的，因此麻木成为人类的一种人生态度，并
成为很难医治的顽症。时光匆匆，人类的目
光越来越迷茫了。但人们逐渐地发现那被寂
寞了的精神并没死，星星点点，在大地上仍
不时有它的反光，它因为长久的寂寞便显得
特别幽亮，像遗落在泥土中的钻石。虽然它
常常像矮草一样长不高大，但它一直在石缝
中在那可怜的泥土中艰难顽强地生长着。
人们在来自山野的旷古之风中感受到了它，
对精神的寻觅便开始了。这种寻觅当然是
寂寞的痛苦的，但也是执著忘我的。我有时
常常感叹自己活得是不是太固执太天真，我
是不是比别人更没道理。面对这样一个已被
确定了的世界，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清醒有
何用处？

南山也永远不会给我答案。大山不言，
藏而不露，但它会默默地陪着我，使我不再
孤独不再弱小。我很幸运我有这样一座或兄
长或父亲或祖父或先人一般的南山，使我每
当沉重难负之时便走近它，依靠着它，或者
坐在它面前，用心和它默默地交流。每当这
样坐在一处和它长久地对望时，这沉重就会
渐渐地被释解、融化、蒸发，等我站起身离它
而去时感到浑身轻松，有一种力量又充满了
我。我便想，什么也别去想它了吧。

什么也不再去想，让我们再一次踏上追
寻精神的路途吧，义无反顾。像逐日的夸父，
像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也许我们终会
倒在追寻的路途上，也许我们短暂的生命将
使我们的追寻一无所获，但精神的光辉也许
已在我们的追寻过程中光耀生命。而且很幸
运，我在追寻的路途中已见到了同道们在苍
茫亘古的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和篝火的灰烬。
追寻者并不孤独。

南山你真是自在，静卧在世界的一隅，把
巨大的石头的重量，当作坚定自己的力量，
任凭什么狂风暴雨的摧残，任凭什么岁月时
光的磨砺，你兀自静卧不动，坚定地守住自
己的精神，使我每次眺望你时总能得到一种
启示。我的生命是短暂的，只有血液中承启
了一种古老的东西，而南山却比人类更古
老，它看到了人类的一切，也许人类那丢失
的精神就遗失在这山野之中，也许南山正是
人类精神的一种昭示，是未来精神的一种永
恒的形象。

对精神的追寻，使我精疲力竭；而南山，
你使我一生不累。

一座普普通通的南山！我的南山。

听到了。我能听到照片中你爽朗的
笑声。很响亮，但很静。你仍然笑着一直
笑着儿童般地笑着，对亲人，对我，对许
多作家，对文学，对世界，我却泪下如雨。
你老去了，我也老了——老人的眼泪是
没有杂质的，它包含了一生的终结性判
断。30 多年师生般的情谊，那一刻都在
泪水里。

1986年，《小说林》发了一篇有关杨
沫的文章，有一些争议，时任哈尔滨文联
副主席的我到北京与对方“谈判”，你主
持，大概我讲得很真诚很负责很友好，几
个月来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平息下来。
你的眼神很亮很高兴很率真——率真得
像儿童——这个印象直到今天再没改变
过。当时你就问我，愿意来北京吗？一颗
透明的宽博的直爽的心灵直接触发我的
感动。11年后，中国作协公开招聘面试，
你紧急电我到京。翟泰丰同志以钢铁般
寒光凛冽的目光直视着我，然后签下龙
飞凤舞的两个字“同意”。

入京前，到京办事开会还常到你家
走走，调来后因为各自忙，走动少了电话
却多了。回想三十余载交往，我感佩于你
我师生之谊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你只重
友情与真诚。真水无香，品质品格有夺目
的光辉。真水清澈，才有泪水的长流。
1987年我在镜泊湖一个岛上办笔会，你
莅临指导，有位作家讲的一个故事让你
潸然泪下，一个很高大的汉子在那里抹

眼泪。我发现你爱哭，我也爱哭，遇到感动一定哭出来，遇
到欢乐一定笑出来，以坦诚面对世界，尽管常被人视为“不
成熟”。共同的哭就有了共同的心。告别时你登船之际，阳光
斜长地照过来，我突然发现你的身形和面容竟然那样像中年
毛泽东（确有导演邀请过你），我这个人好开玩笑，于是指挥
所有服务员齐声高喊：“毛主席，再见！毛主席，再见！”我说，
我作为蒋氏之人喊一声毛主席不容易啊！你我相对大笑，笑
声响彻蓝天大湖——你那儿童般爽朗的笑声，到今天此刻还
响在我的生命里。从未改变过。

艺术家永远是人类的儿童。你一生就像个儿童。哭像，
笑像，做人做事也像。

我确认，你真诚，有时真诚到天真的程度，不像不动声
色地拿“金刚罩”护身的领导干部。

我确认，你友善，有时友善到柔软的程度，愿意帮助所有
求助的人，事后力所不及办不成，可能还落下一些怨幽，但乐
于助人之心之情从不改变。

我确认，你爱才，我从未听你讲过任何一个作家的“坏
话”，每当你滔滔不绝兴高采烈地向我讲述其他作家的才
华时，都让我有一种“匪兵甲”或“群众乙”的沮丧感觉，恨
不得出门跳进河。

我确认，你一直无法排解一种深沉的痛苦——在责任
与写作之间徘徊。太多的事务和工作热情缠住了你的笔。
退下来以后，你对我说过，要写10篇爱情小说，都来自真实
的作家的故事，其中包括我和太太青年时代的故事。这件
事大概没能做成，老了，累了一生，激情与热望依然涌动
着，身心却一定疲惫了。

我确认，你对草创和复兴“文革”后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
大贡献，中华文学基金会就是你的创举，尽管它后来的发展不
像你想象得那样宏阔而壮丽，但它在关爱和帮助作家方面还
是做了无数感人的事情。人生就像一个口袋，从哲学意义上
说，里面装的全是半成品，需要后人继续加工。但在你留下的
种种遗产中，有真诚的凝结与爱的倾注，有心血汗水在闪耀，
留许多温暖在人间，足够了。

你走了，带着一颗博大的心灵带着我无尽的泪水走
了。你可以无愧地含笑逝去，把悲伤与怀念留给我和千百
万读者。一个作家的伟大，或许不尽在他的著述，而在他灵
魂的温度。我相信，中国文学界都能感受到他的忠诚、奉献
和永远的温暖。我不能不哭，因为我们不能再一起哭或笑，
像儿童那样。

相对我枯燥的生活
一切都是往返的运动
如果不再回头
便有加速度
让血液快速流动
生活要冲破往返
你试试
除了爱，还能有什么？

地铁车厢里

把自己装进超载的货车
耳边吱吱呀呀的声音
看到一张张疲乏的面孔
还有乞求与贪婪的眼神
剔刮着我的骨髓

从四面八方带来
向四面八方散去
除了混沌的目光
寻不出的终点
也不知道卸载的地方

问 答

有人问我在做什么
我说，等待死亡
日子
那是一根被拉长的皮筋
看似很长
其实就在撒手之间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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