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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贵州的戴明贤先生，起初是在《读

书》杂志上，看到钱理群先生为戴先生的著

作《一个人的安顺》所作的序言。钱先生在

任教北大之前，曾在贵州有过多年的工作

经历，因此对这个偏远省份颇多感情，他后

来还与戴先生合作编选了一册《贵州读

本》。由此，我记住了戴明贤这个作家，后来

在《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时常会读到戴先

生的随笔散文，写的多是与贵州相关的人

和事。说来也巧，那段时间笔会上经常有一

位名叫戴冰的作家，开设了一个专栏，写的

也多是和贵州有关的文事。后来我偶然在

网上的一个论坛上，看到有书友介绍两位

在《文汇报》上同写文章的戴姓作家，文笔

皆佳，一位老派沉厚，一位趣味现代，原来

他们是一对父子，这又算一段当今文坛的

佳话了。

大约五六年前，我在书店里闲翻书，看

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册戴先生的文

集《物之物语》，初翻之后，颇为喜爱。读后

写了一篇短评，刊发在《文艺报》开设的专

栏上，其中这样写到自己的欣喜：“有些好

书让人惊艳，有些好书让人慨叹。前者源于

作者的思想和才情，后者则源于作者的精

神与体验。戴明贤的《物之物语》，在我看

来，便是属于后者之列的。其实，并非此书

缺乏才思，而是它所散发的历史情怀与生

命体验，更容易让人为之扶案而叹。《物之

物语》叙述的是作家1950年之后所亲历的

种种人与事，他通过‘物件之历史’的视角

切入，刻绘亲人友朋流传或赠送的一些老

物件、文人书画、书籍雅玩，等等。”“让人为之慨叹的是，即使在贵阳

或安顺这样远离文化中心的偏远城市，仍然有着一个个对于文化虔

诚致敬的风流人物，他们的精神世界一样令人感到高贵和纯粹，他

们的生命甚至更为饱满和沧桑。远离了文化中心，并没有让他们视

野狭隘，也没有让他们见识浅薄，更没有让他们因此而少了几多人

生的磨难与困苦。”

此后，我就更加注意戴先生的文章了，在网上购买了能找到几

乎所有戴先生的著作。2013年，我在为广东的花城出版社编选随笔

年选时，选了一篇戴先生刊发在《南方都市报》副刊上的随笔《怒向

刀丛觅小诗》，这篇文章谈“文革”中的一位读书人的精神世界，风骨

凛然，我很喜欢。后来编选2015年的随笔年选，又选了先生的一篇随

笔《客从下江来》。此文副题为“我的抗战记忆”，乃是写他眼中的抗

战往事，读后颇感旧事历历在目，视角乃是极为独特的。在2015年的

所有有关抗战的纪念文章中，戴先生的这篇文章都是很有价值的。

由此我才真正感觉到，戴先生不但经历过“文革”这样的灾祸，更是

亲身经历了抗战国难，他是一位经历颇为丰富和坎坷的老人。后来

我读他的一些文章，才能感受到那些平静文字底下的痛楚，但他不

是站在个人得失来看待的，而更多是站在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层

面上，甚至准确地说，是站在每一个历史中的生命个体来体味和发

言的。这些忆旧文字，读来亲切，又感沉痛。

因为编选年选，和戴明贤先生也逐渐熟悉起来了。记得初次联

系，便恰恰是他的公子戴冰，后来联系一些稿件的事情，也都是戴公

子来协助的。我因有些未曾收集的著作，也去信询问，后来也多寄来

补齐。有一本《艺坛耆旧》，比较少见，后来戴先生找到了，也寄来送

我。还有早些年出版的《残荷》《采蕨集》等集子，更是一时难寻了。过

了几年，我又收到戴先生寄来一册《适斋小品》，以为是先生又出版

了新作，后来细读，才知道收集的是他早年的几册文集的合编，也正

是我之前寻觅的那几种杂著。此书中多是先生早些年所作的小品、

杂文和随笔，尤以其中的杂文系列，读来最是痛快。

有段时间，我对云南的鹤西先生很感兴趣。这是一个被文学史

遗忘的失踪者，其人早年曾在北京与京派的周作人、废名等人多有

交往，并得到废名的鼓励，后来在云南从事农业研究，业余写作。我

在网上的旧书店购得一册《鹤西文集》，系纪念鹤西先生而编成的，

读后发现其中收录有鹤西与戴明贤的一些通信。于是写了封信，询

问鹤西的相关情况。戴先生给我回信，说他当年在《花溪》杂志做编

辑，曾向前辈鹤西约稿。我发表在报纸上的关于鹤西的短文，也看到

了，并指出我文章中的一个错处。虽然没有得到更多的素材，但戴先

生喜欢鹤西的文字，可以看出他的独特品味。先生除了写作散文随

笔以外，戴先生还写过小说、戏曲和影视剧本，作品很不少，而他的

书法技艺更是精湛，曾担任过贵州书法家协会的主席。我曾去信请

先生为我写一幅书作，并请他录写“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一

句，先生回信说，此句颇难写，但还是为我写了，而我后来才发觉，这

句诗若用于评价先生的著述，其实才是最为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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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每次回家，都会想起唐人崔颢的这两句诗。

他说的大概是告老还乡的那种忧伤吧。讵料，这忧伤

却把我这个还未终老的异乡人，投进了乡愁的茫茫雾阵。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

多病独登台。”“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在怀

旧的时候，常常会想起这些伤感的诗句。

凝视镜框里那些陈旧的老照片，越发使人不忍。黑白

底色上落满了岁月浸染的味道。越是泛黄，越是生命沧桑

的基调，越是质朴。当年青春的面容，如今已是沟壑纵横，

沧桑无限，徒留一地惆怅，让人唏嘘感叹。这让我想到了一

个朋友的话：“再大的事，到了明天，皆小题，到了明年，皆

故事，到了来世，皆传说。”

28岁那年，在一个初秋细雨迷蒙的早上，我告别了大

山深处的那个村庄，告别西海固，去到400多公里之外的

省城工作。这一走就是20余年。环复来回，我似乎走得很

远，到底有多远，我至今还不太明白。但有些情节时时萦

怀，不时激荡着我的心海波涛。对于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我与别的游子一样，无法忘记它的名字。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当代作家中有这样一位，

把西海固当作自己精神的原乡，他就是张承志。在完成《心

灵史》的六年时间里，他一直没有离开过那片“千山万壑的

旱渴荒凉”的西海固。

他说：“西海固，若不是因为我，有谁知道你千山万壑

的旱渴荒凉，有谁知道你刚烈苦难的内里？”他又说：“西海

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

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

怎么可能终于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真纯的意义？”

我知道，在西海固的六年，是他把生命融入那片土地

的六年，也是他完成自我灵魂蜕变的六年，当然是他文学

与思想达到一个高峰的六年。就在他离别西海固的那场大

雪之中，他完成了自己的灵魂救赎，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和

生命的支点。

那个年代的西海固，成了张承志安放灵魂的圣地。

常常听一些文学界的朋友谈到文学创作时所说的一

句使用频率极高的话:文学源于生活。这当然是常识。没有

生活，文学就失去了根基，就失去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因

此，作家让人尊重并刮目相看的不完全是他的品行修养，

主要是他感悟生活的能力和提炼生活的本领，以及他的想

象力和表达力。

我得感谢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我开始真正意

义上的文学写作时，是西海固的生活本身，给了我十分丰

富的生命体验,让我能够正视苦难并把苦难研磨成生命的

阳光，当作人生的细节去思考和书写。我并不是一个天生

有多少文学天赋的人，但是生活却给了我丰富的馈赠，我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所具备的能穿透人类原始积淀秘

境的能力，我只能靠记忆去写作、去感悟。人生是一个博大

的意境，要全面去阐释它，已不可能，我能做到的是去做有

限的追问，去做微不足道的感悟，它对我已经足够了。

在西海固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我接触的大多是乡村

农民。因此我的记忆大多在这些乡民中间停留。关于他们

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平凡生存、他们的向往追求，都会摄入

我的笔中。我知道他们是一群生活在黄土地上最平凡的生

命。在他们中间，你能体会到人间最具人情味的真实，最有

生命原色的爱情，最能感动人心的一笑一颦。特别是当我

下村时看到那些贫困的家庭，面对生活的艰难和苦难，他

们对生活的热爱和信心，常常让我感动得落泪。当你的文

字在他们中间游走时，你就会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件多么

有意义的事情。

在城市生活的久了，生命原色的喜怒哀乐，也就会被

面具所掩饰。古人所言的“口言其诚，心至其情”的境界，也

只能是一种奢望了，更何谈“玉树他人，与人为善”。

然而在西海固，这些都没有。在城里生活的人们，往往

会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在他们看来，农村人生存条件比

较艰苦，因而没有多少幸福感可言。但事实并非如此。上世

纪80年代的西海固，虽然那时老乡们的物质基础比较落

后，但那时乡村伦理秩序井然，老乡们淳朴厚道、安然平

和，在他们中间，你能感受到人性的阳光和温暖。他们活在

自己的真实里，有一种以黄土地为乐的天性，有一种以苦

难为常态的自信，有一种以宿命为支点的生存哲学。因此，

他们活得自然，活得率真，活得本色，活得滋润。当我的笔

在他们中间游走时，我感受着来自他们心灵深处的苦涩之

外，更多的是享受着来自他们内心世界的愉悦，学习着他

们处世时的那种“头割了也是碗大的疤”的达观与自信。这

些可以说为我的宠辱不惊、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做了最厚

实的铺垫，也为我的写作注入了新鲜血液。

这让我想到了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位物质赤贫而精神

富有的大师——享有“现代绘画之父”美誉的画家塞尚。

到了晚年，他选择了逃离巴黎，来到法国南部自己的

家乡——普鲁旺斯的一个名叫埃克斯的小镇，直到他辞世

前的20多年里，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小镇。这位被毕加索

称之为“把艺术思想锁定在伟大的结构当中”的“伟大的隐

者”，整天面对着他家对面不远处的圣维克多山进行创作，

如果他没有内心的强大饱满和充实，有谁能忍受艰苦生活

的磨洗，一待就是20多年。

当然，我们无法像塞尚那样的艺术大师一般超脱，但

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心灵选择一片“诗意的栖居”。

放下与放不下，就如同莎士比亚的“生还是死，这是一

个问题”。

有人说，“西海固是一只干涸的大碗。在西海固的夏

季，干旱的热风能把人骨头的水分吹散；而冬天凛冽的寒

风能把人的血液冻结”。

然而，就是这灾难常常肆虐下的荒原，“圣人布道此处

偏遗漏”的地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灾难频仍的现实，却让

我那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们以人们不可想象的忍耐，在这

块旱原上抗争着，活着，活得可歌可泣，活得让人心灵震颤。

西海固，以她那感天动地的精魂，铸造和哺育着一代

代以黄土为乐的西海固人。

记得那是几年前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位“西部博士服务

团”的朋友不无感慨地向我表达他当初走进西海固的感受。

“一路上粗犷而又苍凉的景致足以让我心旷神怡。西

海固的农民祖祖辈辈都走不出去的坡坡望不到头的黄土

塬，在我的眼里却充满了韵味，充满了神奇。然而，当我的

脚迈进一户户农民家的黄土围子，就被他们的生存现状震

撼了。这是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撕心的震撼，这是一种只能

用心境而不能用语言表达的震撼，这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碰

撞的震撼。”

我坐在朋友的对面，手里翻着发黄的书页，在语言的

往返回旋中，我又一次开始穿越大山的缝隙，触摸我心灵

深处埋植已久的那片狭窄的疼痛。记忆之门徐徐展开，我

透过岁月的尘埃，看到了时间从我那黑发渐白中回溯流动

的秘密，而那些盛开之后被我遗忘的往事又一次顽强执著

地抬起头来……

思绪穿云端，诸事皆茫茫。

多少等待之心，等到无望还是等待；多少想念之人，想

到不想还是要想。

这么多年来，故乡呀，对你，何曾放下？

生命在那里开花结果，既有坚定的笃守，又有无定的

漂泊，更多的是苦苦的追寻。

走过的路早已陌生，梦中的你可否记忆？

一端连着生命的那个始基，一端又同远方的风景接续。

乡党说，兔子沿山走，终归入旧窝。

回归，人类永恒的命题。

是的，我是故乡的土豆和山泉水喂养的孩子。故乡那

土得掉渣，但却美丽得令人心战的歌谣，已渗入我的魂灵，

就如故乡的味道和那泥土的芬芳：“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

唱着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了还是这么个唱

法。哎哟哟……”

山丹丹盛开的那片土地，盛装着我的青春、爱情和童

话。

如今，当我待在这个城市高楼大厦的一隅，穿梭于钢

筋混凝土筑成的丛林里，故乡啊，你在哪里？

诗人于坚说：“我是在故乡被流放的尤利西斯。”

我知道，我那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还在，然而，能带给我

情感皈依和精神护佑的那个心灵里的故乡早已不见了。剩

下的也只有无尽的乡愁，那是我的挽歌，那是多少诗人温

柔的绝唱。

“故乡，你是我生命不变的图腾，热恋你，如热恋我梦

中的情人，把思念熬制成药引，抚慰我内心的伤痛……”

我长久地站在那一幅幅放大了的脸

孔前。

那是一张张老人的面孔。

好一段时间，我感觉语言苍白无力。

曾有幅油画也感动过我，我相信许多

人也曾被它感动过。那幅画的名字叫做

《父亲》，是画家罗中立的作品。有评论家

曾给予其宏大的定位，称那是“中国社会

和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那张饱经沧桑

的脸或者隐在背后的意义，于是被无限发

散。这就是艺术品的魅力了。这就是一张

脸孔的魅力了。我抱着胳膊，久久地注视

着那一张张脸孔的时候，也想到那面镜

子，同时，还想到一句话：“这里的每张脸

孔，都是一部历史。”

我们是在沂蒙山区，莒县，这个小镇

的名字，叫做招贤。

我们在一个刚建成不久的展览馆。其

实很惭愧，于我来说，其行程叫做走马观

花，这些年来，我感觉自己身上已丢失许

多东西，比如，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或者英

雄主义。而曾经一度，它们在我的身体里

是红红燃烧过的。展览馆命名为“本

色——老党员红色群落展览馆”。是了，这

些老人，还有另一重身份。我看到有的老

人胸前挂着各式奖章，印证他们曾有的辉

煌。他们，此前或许是默默无闻的，也或许

至今也难以称得上是旗帜，但此刻，他们

浮出历史背景，作为某种意义阐释而存

在。给予其“本色”或“红色群落”定位，自

然是客观公正的认可和评价，也可以说是

一种强有力的集体关注。我们回望历史，

有很多人不应该被湮没。而当我置身其间

良久后，却感觉，如此的命名或者阐释，或

许还远远不够。他们并不止于“本色”这么

简单。从脸孔上，我的父辈、祖辈上，我能

体悟到他们的坚韧，执著，以及抗争。他们

跟大自然搏斗，他们在时代潮流中做出选

择，并不惜为之流血、牺牲，他们于艰难险

阻中依然挺立。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是血

液里一代代承继和流淌的东西。他们曾目

睹新中国成立，目睹艰难险阻，目睹改革

开放，目睹饥饿，目睹死亡。拥有那一张张

脸孔的老人，正是中国的现当代历史在某

个领域的体验者和亲历者。在那一张张沟

壑纵横的脸上，本身就写着一段历史。

因此,我称之为富有魅力之脸孔。

有的老人在笑着。眯着眼睛，张大空洞

的掉光牙齿的嘴。似乎天地间一派辉煌澄

明。仔细看，还会寻到一丝滤透世界后的纯

真无邪。我想这已是人生较高一层境界，惬

意，坦然，抑或无憾。尽管，我从中看到沧桑

以及沉重；有的老人静默着。你会想到一些

画面。一些老人，于夕阳斜照下，在某个村

子的村口，在某棵大树底下，或者在一面斑

驳淋漓的土墙根下，静坐在马扎上，或盘腿

而坐。他们的目光看向远处，而远处，一派

虚无缥缈。他们不是在看某一个地方。他们

是思想者。他们静默成一尊尊富有温度的

雕像。有时，你会恍然感觉，他们已在那里

坐了几个世纪。他们的脑海里或许有硝

烟，有旱灾、涝灾以及蝗灾，有似火骄阳下

挥汗如雨，有纵横龟裂的土地，有一阵阵

口号和呼喊，有拄一根木棍饿得浑身颤抖

时投向远方的内容复杂的目光。当然，还

有童年，有大红喜字，有鞭炮声，有贴春

联，还有四世同堂，欢声笑语。总之，你从

那张脸，从那双眼睛，透视进去后，你会发

现，时光在迅速或者缓缓地流淌；有的老

人在直视你。目光里的内容，你根本捉摸

不透。在那样子的直视下，你会不会恍然

感觉，是一种渺小骤然遭遇到强大？此前

面对宏大的叙事或定位时，我总是感觉，

会有某种未知的模糊风险存在。我们可以

大而无当地说，无数个平凡，会凝聚成一种

伟大。但你面对一个个体的直视时，你会不

会想到，一种复杂的人生，或者人性，在个

体的生命历程中默默涌动？

有的老人已经离世。他们或者她们，

以照片的形式，以一张脸孔的形式，得以

继续存在。因此，他们的生命的价值或意

义依然存在，且正在激励和影响着后人。

面对老人的脸孔，我总是不忍心或者不愿

触及死亡这个词语。然而，生命历程必然

如此。他们正老去，也必将老去，这是事

实。我们每一个人，也终将会老去。许多年

以后，我的脸孔也将注定跟他们一样，皱

纹遍布，我的头发和胡须也会变白，我的

嘴巴里也会空空如也。只是，我突然间不

敢确信，等到那个时候，在我的眼神里，能

否出现如许丰富且复杂的内容，能否具有

那样一份淡定和从容。

于我来说，这是现实。是脱离书本的

现实。它更直接，也更近距离。我们总是在

不断寻找价值和意义，而我们要寻找的东

西，或许就在这样一次行走的过程中的每

一个瞬间。它隐藏在那里。冥冥中，似乎是

在等待与你相遇。我们也总是在尝试解

读，尝试在表层之下去寻找背后的东西。

有一天或许会发现，解读或者阐释，照例

也是苍白无力。因为，生命正是因为其个

体的隐秘性，才显得更为复杂精彩。我不

敢确认我能读懂他们，或许那背后也根本

没有多么复杂。但有一点我是可以确定

的，我感受到一种生命之美，感受到一张

衰老无比的脸孔也会展示出无穷魅力。

已经足够。

（本文图片由作者现场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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