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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坐水塘边，望天，风踏过脸颊，
似乎有痕，暂避尘嚣，惬意滋生。云聚，
又散，就像那匆忙的人群。草丛中觅食
的鸟儿，警觉性极高，时不时地抬头，
四周扭动，当看到我的眼睛，立即闪电
般飞走，也许它是把我的眼睛误判成
了枪口。

我有所思，又无所思。调整了一下
坐姿，我把右手轻轻放在地上，手背突
然如针刺一般地疼，查看原因，竟然是
被一只蚂蚁咬了。自己跟它素不相识，
无冤无仇，不知为何要下狠嘴。灼痛，
奇痒，红肿，还鼓起一个小包。蚂蚁并
没有逃走，它似乎不怕我惩治，胆子真
是大。若我想报复，蚂蚁瞬间就会成为
肉泥，但我会为此感到羞愧，甚至耻
辱。以自己之大，去欺负蚂蚁之小，是卑
劣之举，表面上是赢了，其实是一败涂
地。蚂蚁静观动态，见我不怒，也不言
语，然后无趣地离开了。它没有任何歉
意，但我依旧目送它。不好，蚂蚁落水
了，在挣扎，它没有可抓的稻草。我毫不
犹豫，跑过去施救。蚂蚁脱险，我心生欢
喜，被它咬过的地方也不觉得疼了。

有一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很差，
恍恍惚惚，浑身无力，怀疑是得了什么
重症。可去看医生，一切都很正常。母
亲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以经验判断，她
认为我的魂儿走丢了，亟需去找魂。她
在西北方向离家大约3公里的地方帮
我找到了魂儿——一只蚂蚁，因为我
曾在那里受到过惊吓。奇怪的是，母亲
把找到的蚂蚁带回家后，我明显地感
觉到精神开始日益好起来，最终恢复
如初。更奇怪的是，母亲找到的蚂蚁跟
我之前救起的那只蚂蚁长得很像，大
小、颜色、眼神、动作等都差不多。如果
真是同一只蚂蚁，那我救起的不是一
个普通的小生命，而是自己的魂儿，何
其幸运啊。

起初，我把写诗只是当作情感流
泻的一种方式，内心积压的苦闷、伤
感、愁绪、愤恨等需要排解出去，因为
年轻的生命承受不了那么多，诗歌成
为治疗自己暗疾的良药。那时我的很
多作品不痛不痒，囿于小情小调，甚
至还有应景之作。“小我”的写作格
局，让我看不到出路和未来。重返茶
马古道，西藏之行，似乎有一束亮光
从顶门进入我的灵魂，让我看到了生
命更加开阔的一面。从此，我把写诗
当作自己修行的一种方式，不再顺从
于小情绪，不再困于个人的狭小世界，
以悲心观照万物众生，走向“大我”的
写作格局。

失魂，已是时代普遍的症状。很多
人的肉身奔跑得太快，灵魂被落在后
面，距离隔得越来越远。最终灵魂丢
了，还没发现，以致物质生活无比富
足，而活得却不踏实，心神不宁，夜夜
失眠，或常常从梦中惊醒。更有甚者，
为了满足一己之私，达到不可告人的
目的，竟然还背叛或贱卖自己的灵魂。
当然，也有可敬的守魂人。有一次，到
偏远的一个古老村子采风，在触摸时
光印痕和感受往事余温的同时，我用
相机记录下所见的人和物。巷子深处
走来一位背着箩筐的老人，箩筐里装
满猪草，把她本来就有点弯的身子压
得更弯。我举起相机，把镜头对准她，
正要按下快门，这时她也发现了我，使
劲向我摆手，不允许我拍照，嘴里说着
我听不懂的当地话。我有点纳闷，莫非
拍照她要收费，现在很多旅游的地方，
要拍照或合影，都需要付费，一切商业
化，一切与钱挂钩。假如这位老人家也
是这样，我真会有点失望。但还好不
是，随行的本地朋友说，老人家不给拍
照，是担心自己的灵魂被摄走。原来如
此，我虽没有拍下想要的一幕，但老人
家的身影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
我们暂且不去评说“照相摄魂”的可信
度，也不要拿“愚昧”这样冷冰冰的词
去妄加评价和定论，老人家坚决守魂
的态度和精神在当下显得弥足珍贵，
是值得崇敬的。

作为写诗人，不能迷失本心。被誉
为“灵魂的歌者”，对此，我欣然接受，
不是说我有多崇高和伟大，也不是说
我要给自己的诗歌写作贴上华丽的标
签，而是我把它当作一种勉励，当作追

求的一个方向。我想以诗找
回自己和众人丢失的灵魂，
以诗安放自己和众人漂浮
的灵魂，以诗唤醒自己和众
人沉睡的灵魂。也许会走得
艰辛，也许会收效甚微，可
我义无反顾，就算撞破头
颅，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在所不惜，也绝不后悔。

人神一体，我始终这样
认为。不管是哪种宗教，我
们信奉的主和神灵都来自
人间，又回归人间，不然就
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在我
出生和成长的滇西，被人们
爱戴和敬重的神灵，都是生
前有不凡经历和故事的人，
他们就是人们学习的楷模。
他们的肉身已化为泥土，而

灵魂不灭，指引和照耀着后来者。我觉
得，神有人性，而人也有神性。这点对
我的诗歌写作有很大的影响，我的思
绪时常会在人神之间穿梭，行善之人
的面孔我想就是神的样子。或许是使
命，或许是夙愿，在写人时我极力呈现
其隐藏的神性，在写神时我又极力呈
现其带有的人性。缺失谁，人间都是不
完美的，也是充满危机的。

写诗，我有时会揭开这个世界的
一些痛点，会把生命的残缺部分毫无
保留地展现，会把人性的阴暗面翻出
来，这不是说自己的心中充满怨恨，而
是恰恰相反。正如贾平凹所言：“我经
常讲，批判并不是要坠入黑暗，而是要
引导光明。不是塑造一种仇恨，而往往
是一种爱的表现。”我之所以爱这个世
界，之所以爱一切生命，才含泪和忍痛
这样做，就是希望这个世界变得越来
越好，一切生命活得更加圆满和自在。

世间苦海，望不到边。这是我们无
法回避的现实。有些苦看得见摸得着，
有些苦却说不清道不明。无论社会如
何发展，苦始终存在，物质能消除贫穷
和饥寒之苦，但生死之苦，灾难、疾病、
意外等之苦，还会伴随我们。都说苦难
出诗人，但诗歌不是苦难的果实，否则
就变成了苦生苦，苦上加苦，会让人活
得更加绝望。写诗的人，心壁应该是柔
软的，有悲悯情怀，这样写出来的作品
才有温度和亮光。

枪口生锈，戴着花环，飞走的鸟儿
又回到了属于它的草丛中，觅食，欢
跳。我起身，坦然回到尘嚣，不再刻意
回避，头顶暗下去的天色在心间渐渐
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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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切入生命意识、生存现场和时代空间的角度
是有差异的，而对于何永飞的诗歌起点和精神词源来
说，大地伦理、精神原乡和魂路图（灵魂版图）构成了三
个交互的路径，它们彼此支撑、共生。

何永飞对这个时代的宏阔景观和主题也投注了不
少的笔墨，但是我更为感兴趣的是他“滇西”诗歌的时空
结构和精神场域。时间尺度和空间坐标印证了写作者
的记忆能力和精神词源，这最终汇聚成的是对个人来说
无可替代的原乡意识，“是什么地方关系不大，只要你能
记住它也不为这个地方感到羞愧就行了。因为，有一个
地方作为起点是极其重要的。你是一个乡下小伙子；你
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是你开始自己事业的密西西比州的
那一小块地方。不过这也可以了，它也是美国，把它抽
取出来，显然它那么小，那么不为人知，你可以牵一发而
动全身，就像拿掉一块砖整面墙会坍塌一样。”（福克纳
《记舍伍德·安德森》）

这位滇西土著让我们目睹了凝视的时刻和悲悯之
心，这也构成了“大地悲心”“魂路图”以及“悲愿帖”意义
上的诗人形象。然而，何永飞的诗歌却是在“大地伦
理”和“大地共同体”近乎解体时刻所发生的——“乡村
曾经陷入危机”（《乡村命脉》）“有人往大地的子宫，搬
运炸药”（《大地悲心》）“走失的蚂蚁，带走村庄的魂”
（《虎王哀歌》），因此他不得不主动在词语和精神世界
维护、修复、黏合破碎的“大体共同体”。《劫后的村庄》
《有漏洞的村庄》《乡村命脉》《山的羽毛》《老村子的遗
书》《乡愁小镇》《田野之今生》《大地悲心》等同一类精
神谱系的诗作就是对“大地共同体”予以维护的结果。
何永飞的诗歌类似于一个个细小的闪电，它们构成了
一个个个体主体性前提下的精神事件，而精神事件的
完成需要诗人具备现象还原的能力和求真意志力。显
然，这些文本具有互文特征，诗人使用的正是反复叠加
和复现的话语方式，这也是使得诗人免于失忆。诗人
要完成的这一“还原”工作确实非常必要，但又异常艰
难。当诗人还要将时间体验和生存境遇还原为整个时
代的精神过程，那么他不仅要做类似于加法的工
作——不断添加那些具备精神势能之物的重量，而且
还必须进行减法式的工作——去除、摘除、剔除那些时
代的赘余物。

值得强调的是，何永飞并非是一个道德化的固守的
地方主义和乡愁主义的偏狭写作者，他的诗又大体呈现
了族裔知识、生态文化、旧时遗迹与现代性时代景观之
间的复杂互动。它们构成了一个诗人的襟怀、眼界甚
至世界观和语言态度。“无形的漏洞，在村庄的底部”
正揭示了泄露、涣散和破碎的时刻，而何永飞则赋予了
这一严峻时刻以精神的抚慰，“幸好太阳常常把村庄
倒过来，通过漏洞/还给人们生机，比如婴儿的啼哭/比
如枯木发出的绿芽，还给人们温暖/比如从对面山顶投
射到心头的那一抹红”（《有漏洞的村庄》），“这样吧，就
把微小的爱/微小的生命，铺在黑暗出没的地方”（《我
的爱》）。

何永飞的诗是记忆、见证、敬畏和悲悯的产物。我
们听到了一次次从时间之井中打捞记忆的空旷回声，
这也是类似于谢默斯·希尼式的“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
亡”。这些个人环境中的日常器具或细微之物显然已
经具有了象征功能，而这一象征功能是与个体时间和
命运不可分割地胶着在一起的。无论是旧物的记忆、
现实的物象，还是精神的幻象，它们都一同指向了生
命、血缘、空间和记忆的源头，一旦源头被切断那么一
切都将成为虚空而彻底丧失意义。这些残存之物或记
忆之物使得诗人写下的文字中留有一个个特殊的孔
洞，这些孔洞可以使得这些记忆者经由文字穿越回过

去。当这些精神可凭依之物在现实境遇中破碎甚至消
解之际，这些文字中的孔洞就显得愈发重要，这些孔洞
也成为唯一的精神可能。人和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根本
变化，这些记忆更多存在于废弃之物和幻象之中。尤
其在滇西的这些地点、场景和空间构成的一个个精神
点阵中，我们目睹了一个写作者在不断的磨砺和消磨
中仍在维护的生存视界和精神生活。精神和灵魂层面
的安慰之物和栖身之所可以是具体的、现实的，也可以
是精神的和想象的，而它们几乎同时出现在了何永飞
的文本中。何永飞重新唤醒和激活了一个个事物和空
间，甚至在更多的情势下它们是通过现实感、记忆和想
象的复合方式而成为了循环结构，“想要保存一个内心
世界深沉的非现实性，而这个特性，显然是基本而不可
或缺的。将价值铭记在一个封闭的循环和一个完美达
成的时间里，以这样的图示得到它的象征作用”（让·鲍
德里亚：《物体系》）。

值得提及的是，何永飞与空间、物象建立了“生命
诗学”意义上的词语和精神共振。“大地共同体”因此重
新获得了骨骼、肌肉、筋脉、血管、血液，“大地伦理”重
新恢复到了“灵魂”状态。滇西，正是何永飞的诗歌原
乡和灵魂道场，正如诗人自己所言“诗是灵魂说出的
话，应该有光泽，照亮世界灰暗的部分；应该有热度，温
暖人间悲苦的众生；应该有力量，唤醒万物沉睡的灵
性。”（何永飞：《诗观》）“灵魂”在何永飞这里是开放的，
既是个人和生命的，又是空间、草木、山川等万物的，带
有一定程度的“万物有灵”色彩，它们一起构成了精神
共时体结构。由此，对于何永飞而言诗歌成为词语道
义和精神法则，当然也是一次次试图重返的魂路图。
循着诗人的目光，跟随着一个个事物和空间，我们注意
到“滇西”实则是诗人的精神起点和文化坐标，这些物
象、残骸、骨架、碎片穿插在空间背景中的一个个点或
缝隙当中。它们是命运共同体，它们曾经存在，它们已
经消逝，它们正在消失。质言之，这些“人像”“物象”和
空间代表的绝非只是个体的命运遭际，而是与一个个
时空结构或地方性知识密切关联。这些“人像”“物象”
实则是地方性知识其中的一个根系，也是一个个真实不
虚的命运体，只有从命运和灵魂的视域出发整个世界才
能显现出本质。

何永飞不是一个封闭、偏溺的悲观主义者。他的诗
总会找到精神策源地的亮光，在痛苦和悲郁中又总是让
我们看到暖色调的愿景以及慰藉和劝慰，看到本应属于
我们的精神原乡和应许之地的本来面目。

大地经脉，连通天空的心脏/连通神的头颅，马蹄印
里的旧时光/再次被激活，血管里燃起烈火/在高原，遥
远的传说，落在指尖/石头上能繁衍出一座城/荆棘丛中
能唤醒春天的花园/魔鬼的骨头上能建起慈悲的殿堂/
再黑的夜都能被雪山擦白

——《云上之路》
“再黑的夜都能被雪山擦白”，这是诗人的世界观所

决定的语言态度和精神视界，而与之相反地将世界一分
为二为“黑白”的做法肯定是可疑的，而过度渲染“痛
苦”“怨愤”“黑暗”而忽视了事物和世界的丰富、复义和
多元的写作也是可疑的。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尝试
赞美这残缺的世界”道出了诗人的道义和诗歌的“真
理”。何永飞当然注意到了“残缺的部分”，而更为重要
的是他在残缺、灰暗和褶皱之处发现了“隐藏着人道和
天道”（《读碑》）。由此，诗歌才得以“插进大地的锁
孔”，解开“大地伦理”“大体共同体”的原初符码，扫描
地方空间的全息影像，建立原乡空间的精神坐标，进而
引导一个人的魂路版图，而这正是何永飞“滇西”诗歌的
精神路径。

大地伦理·精神原乡·魂路图 ■霍俊明

索南才让是近年崭露头角的蒙古族青年作家。青
海海北藏族自治州托勒草原是他的出生和成长背景。

索南才让的小说，颇给人一种陌生感。他的小
说，大都以草原生活为题材。草原文学固然不是新鲜
的文学品种，但在索南才让的笔下，此草原不是彼草
原，是属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体验所观照的一
片天地。

索南才让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存在的丰饶》《我是
牧马人》，长篇小说《野色失痕》《小牧马人》，曾获第六
届青海青年文学奖、青海省“五个一工程”奖，也上过鲁
迅文学院高研班，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作为一位
1985 年出生的作家，这样的写作成绩单还是很亮丽
的。但谁能想到这份成绩单的主人，却只接受过四年
的正规学校教育，学历是小学肄业？有篇报道说，索南
才让12岁即辍学回家放牧，“父亲郑重地将一匹怀孕9
个月的白色母马连同家里的羊群交给了他，交给了这
个7岁就会骑马的草原新一代。父亲说：好好照看羊群
和这匹母马，母马生下的小马驹就归你了。”诚然，学历
不等于一个人真正的知识水平，学者化也不见得是所
有作家的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但在大学普遍扩招、甚
至博士学历已不稀罕的当下，没人能否认成为一个作
家也是需要相当的文化知识的。索南才让真正的文化
程度当然不止于小学肄业，他的文学知识来自刻苦的
自学。他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是从武侠小说开始。对
索南才让来说，武侠小说放飞了他的想象力，使他看到
比草原更辽阔的远方。他变得爱读书了，想尽各种办
法借书、求父亲带他到县城买书、租书。从武侠到天
文、历史、地理、神话传说，读的书越来越多、越来越
杂。读书自学为索南才让日后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知
识准备。然而，这种自学与同龄人所接受的正规学校
教育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使索南才让的成长过程或许
缺少了什么，但另一方面，这或许也是他能写出别具一
格的小说的一大因由。正式文学教育的欠缺，却也使
他的写作少了一些传统的规训和套路，而多了一些野
性和朴拙，有一种脱俗的品质。

对一个作家来说，读书以及天赋、勤奋并不是成功
的全部要诀。文学的成就，还需要厚实的生活体验。

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索南才让的生活轨迹颇为
“歪打正着”地造就了他的写作。他14岁即外出打工，
小工、餐厅服务员、兽医、保安、铁道工……首都北京也
是他好几年的打工之地。这些经历在使人品尝人生的
辛酸苦辣的同时，也展拓着一个人的视野，磨练着一个
人的心志。丰富的生活阅历，使索南才让的创作根基
沉稳和厚实，让他的小说世界虚构与真实水乳交融。

索南才让小说里的草原生活图景，予人印象深刻，
因为他写出了一种内在的真实——生活的，人的。他笔
下的草原，不只有牧歌，更有人生百态、人性善恶。《德州
往事》和《阿布达拉的一场火》这两篇小说，分别发表于
《民族文学》2017年11期、2019年5期。《德州往事》里，
正处青春年岁的主人公“我”与父亲外出收拾羊粪，在东
家也是父亲熟人的登知布家住下干活。“我”和登知布的
时而正常时而疯傻的女儿花姆产生了男女之情，最终

“我”服从了这一“如同命中的囚牢压住我，使我难以反
抗”的宿命，正式娶了花姆。小说将草原生活的粗粝与
温情、艰难与顺命颇为自然地调和一起。《阿布达拉的一
场火》里的主人公阿云德，因随意扔烟头引起草场火
灾。但他内心里一直在百般否认这一事实的恐慌和烦
恼中挣扎，甚而诬告同村伙伴东珠是纵火嫌犯……作品
揭示了人性的幽暗。而《屠宰客》里，为了帮主人公“我”
退掉婚约，“我”的师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德州商店》
里，已经成人并已娶妻成家的主人公罗布藏从周围人的
议论中，得知兽医邻居格日勒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秦格巴特的阳光》里，女牧民拉毛不喜别人进出她家的
草场，竟把脏内裤扔进建在她家草场供同村人饮用的蓄
水池里……索南才让的小说，把人物命运的悲喜剧和生
活的荒诞不无残酷地呈现给读者，颇具一种黑色幽默般
的艺术效果。

索南才让的小说色调偏冷，他不是很想去给故事缀
上一条光明的尾巴。这是一种基于文学个性的选择，索
南才让或许认为他写出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的草
原。但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从来都是推动人类生活前
进的动力，何况再真实的小说也是一种想象和虚构。对
善与美的更多发现，对草原春暖花开的稍加留意，是我
对索南才让未来创作的一个期待。

草原，不只有牧歌 ■石一宁

■评 论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专栏

我第一次读让我迷醉的文学作品
是在辍学之后，那应该是我14或者15
岁。我在叔叔家里看到一本没有封面
没有开头的书，我拿起来，随意地读了
一段，就觉得很有意思。武功、侠客、江
湖，这些东西正是我那个年龄段最需
要的。我拿着那本书去放羊，那是冬
天，黄沙漫天的日子，我一整天都沉浸
在书中的世界，不知道时间，不知道羊
群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那
是我真正意义上阅读的开始，如果没
有阅读的开始就不会有后来的写作的
开始。所以我的写作是从那次阅读开
始的。

之后的10年，我越来越贪婪地阅
读，不放过看到的每一本书。那真是一
段黄金时期。到了二十几岁，突然有一
天坐下来，写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叫《沉溺》。

我觉得在我想要写作之前，我的
潜意识已经有了准备，然后传递给了
身体，是我的身体第一个做出反应，我
的手指已经在蠢蠢欲动，在我不知道的
情况下写了小说的第一个句子。事实
就是那样。我会主动幻想，对我而言是
特别重要的前期准备。准备的过程中
自然会有别的东西加进来，所以当我开
始写的时候，“小说的准备”是完成了
的。它可能就是一点模糊的稍纵即逝
的“片段”，但那也是我的精心准备。没
有这个“片段”我基本上是下不了笔
的。因为我缺乏了写作中最必要的东
西。这种高度的模糊性是很多人所排
斥的，但我想作家不应该在其中。作家
的不确定、神经、多疑就是他的本质。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
但不会全按照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创
作。不管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我
觉得首要问题就是语言。读者如果对
你的作品第一页都读不下去，没有别
的原因，就是你的语言不行。再好的故
事都要有包装，语言就是包装。好的语
言怎么来？当然需要锤炼，这就是技巧
了。短篇小说的技术问题是硬件，得训
练，但不要妄想技术有一天会至臻完
美。我不相信有技术完美。所以我会尽
力写出最好的状态，我更注重小说中
的灵动性，这个不好说，有时候会适得

其反，但一个小说如果写得太完满，读
者就会感到遗憾，因为没有他要插足
的余地。读者也是作者，他在阅读当中
会对你的小说进行再创作，这样才有
意思。

写作在我看来首先应该得有一种
直觉，一种对笔下世界的直觉。这就像
在找某件东西，突然强烈地感觉到它
就在那个地方，虽然看不见但无疑就
在那儿……

写作也有毒瘾。很多人不知不觉
间被毒坏了。但强大的作家懂得斩杀
过多的文学情怀，使之稳定在恰当的
段位。文学是责任的、多情的。掀开一
页纸，眼睛盯着写下的文字，所产生的
影响谁也不知，自己也不知。但确实存
在，哪怕一人也足够了。心灵的感应遥
遥锁住某个裂变的地方……所以一旦
写作，无法停止的不是手和心，而是强
大的意志。

在写小说最初的几年，每到秋天，
草原的颜色变幻之际，我都会住在青海
湖边。我扎着帐篷住在青海湖北岸的尕
海之畔，面朝大湖。火车一辆辆从后面
的原野上掠过，永不停息。我就在这隆
隆的滚动声和被风推动的浪花声中一
边牧羊，一边写作。我在写我的第一部
长篇小说。我费力地写着。黄昏的时候
抽着烟，到很远的泉眼去提水。那里好
几天看不见一个人，只有一只孤独的黑

颈鹤陪着我。大湖上吹来的
风吹皱岸边的浪花，吹出一
片天空的海的气息，吹动吃
盐水的羊的脊背，吹响连成
阵势的铁链的声音。

于是，这时候，整个大
湖属于我！

而其他的时候，我依然
有一半时间在帐篷里写作。
那是在夏季牧场，营盘上的
地皮因为羊群粪便的烧蚀
和暴雨的冲刷而逐年脆弱，
终于不堪使用了。那是我们
家族祖祖辈辈使用的营地，
如今即将寿终正寝。

我就在周围充斥着羊
粪味的营地上，坐在小矮凳
上伏在床上，用铅笔和笔记

本，用三个夏季写了这部集子里的一
些篇什。我写草原、牧场和牧人，写年
轻的男人和女人，写不得志的酒鬼，写
转场途中的商店，写盗猎者、写屠宰
者、写兽医、骏马、私生子，写鬼鬼祟祟
的心思和带刺的感情……

我的作品几乎没有离开过草原。
过去、现在是如此，估计将来也会是这
样，这个谁知道呢？

后来我好几年没有去夏牧场，没
有将身心放置于暴雨肆虐银电如鞭挥
舞的夏夜，它让我失去了对天气和畜
群的担忧。这是牧人不能缺失的警觉，
而我正在远离。于是，我怀揣着牧人一
生的主题——寻找，一个人开放了自
己，飞向莽莽群山。晚上也住在山里，
吃最简单的食物，睡祖辈传下来的被
穴。听到了很多狼的嚎叫。那是我以前
不怎么留意的声音，因为从小到大，听
到的太多了。那些晚上，我躺在草地
上，瞪着夜空，我回忆这些年的生活。
世事无常，我何以如此让别人惊讶的
干起了写小说这种事情……我选择了
写作，仿佛一串佛珠，一颗一颗，轮回
念动。我想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忘记，
一边忘记的太多，一边还给我暧昧的
希望。我想是蒙尘的记忆抛弃了我，内
在的力量支配着我。我写下每一页文
字，我故意忘记，换取更多力量接着写
出一页，然后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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