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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孟达并行与孟达并行
□ 张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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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想活着
□ 王漫曦

我爱它的沉默无名 （组诗）

□ 黄礼孩

我爱它的沉默无名

菠萝地沾满夜气，星宿在上升
像密纹唱片发出的柔和之声
它的神秘早在搜寻之前打开
薄纱里的魔曲悬在蜘蛛网上
无垢的天气，星星近乎碎裂
发亮的露珠占据了草丛

这郁葱的丘陵像蓝鸟起飞
一晃而过的少女，她的秀发藏着梦的帝国
游弋的线条如时光的窃贼
盗来大海深处水草的语音
又缓慢地沉入菠萝地里去

我的凝念由此而生
这无边缄默的菠萝的海
在它尚未被命名之前
我保存着这份空缺
只爱它的沉默无名

谁跑得比闪电还快

河流像我的血液
她知道我的渴
在迁徙的路上

我要活出贫穷
时代的丛林就要绿了
是什么沾湿了我的衣襟

丛林在飞
我的心在疲倦中晃动
人生像一次闪电一样短
我还没有来得及悲伤
生活又催促我去奔跑

情非所愿的沉默

晚秋的天空，云朵排着波浪向前
涛声来不及诅咒命运的深渊
一尾鱼已被吊在竹竿上
晒在高起来的蓝天里
它挂在风中的身体是整座海洋
我隐约听见灰烬的声音
记忆变成白色的纪念日
情非所愿的沉默是如此漫长
蚂蚁的眼泪，滴在空荡荡的大海
它举起双手向天空祈祷：
主啊，请你赋予大海永恒的澎湃

留在白鸟与灰鸟之间

水枯萎下来，清丽之色早已暗淡
十一月的河道，灰鸟觅食，白鸟茫然
一条飘河，废弃了水花，迷失了鱼
生活还有别的途径，林荫道降下深沉的暗绿
你的问候变得纤细，秋日似乎在午后转向

珠江新城，一个兴奋的动词
我对应不上这般喧哗，只留在白鸟与灰鸟的空隙
留在枯水的寂灭里

谁在敲我的记忆之门

谁在敲我的记忆之门
谁想讨回呱噪岁月中的寂静回声

喀纳斯另有拯救，穿过来访者的阴影
这剩余的山水，仿佛身后的故乡
每一处敞开的事物都是痛苦的闪电
两扇风中的门，忽开忽闭
有声有响的影子逼近，碎片在重组
内心掀起的雪白巨浪，遗忘之梦睁开了眼睛
世界边缘的一朵记忆之花开了
你从镜子里伸出手采摘真相之果
未知的X来了，发生的一切，不必当真
穿过记忆砌成的拱廊
爱，才是我们穿越悲伤的通道

平行花园

河底的谷粒挂在枝条上
光悬垂，扶摇出族群繁茂的果实
家园的风已平息，你由此认识了日常
房屋与古树之间，水井倒映童年
桥模仿彩虹，月牙建造了弧度
微微的弯折，收集着植物的线条
沉默的画家，字短句长地书写
时间的回声虚掩，眉色上扬
一日之余留给花园，命运在路上的人
回到安宁的土地，之前危险中的游荡
多像随身携带的花园，装在袖珍的宇宙

四月的另一半

浪花唤醒海的欲望
路过的风染上了光滑的微蓝
年轻气盛的飞翔也在突围
锋芒盖过光芒

夏天到来之前
收到你的来信不算太迟
你盘算着去爱丁堡听一场爵士乐
它看起来像一出喜剧的开端

你把梦挂在树枝上
仿佛邮轮失重搁浅在月亮河
命运把圆与缺折叠成骰子
痛苦来自哪里，就像你不知道
摇动的骰子带来什么样的意外
所有活过的瞬间都好像受到惊吓

春天有一半隐藏在地下
你得独自把深渊换成繁星
繁花等待一双燕子之手的触摸
你努力从身体里搬出光
藤蔓绿色的光线沿着有你的方向吹拂
四月的另一半是——你

黄礼孩：广东湛江人。作品入选《大学
语文》作为教材。出版诗集《我对命运所知
甚少》《抵押出去的激情》《给飞鸟喂食彩虹》
（英文版）《谁跑得比闪电还快》（波兰文版）
等多部。2005 年，创办“诗歌与人·国际诗
歌奖”，该奖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曾获2013
年度黎巴嫩文学奖、2014年凤凰卫视“美动
华人·年度艺术家奖”、第八届广东鲁迅文学
艺术奖、第二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第五
届赤子诗人奖、广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大使
等荣誉。现为《中西诗歌》主编。

撂荒的大片土地，低矮的野
草，对过往的风、未来的雨，显得不
那么留恋与急迫，风过来倒下去，
风过去立起来，完全顺风而活。偶
有一块、半块糜谷青苗，还不那么
随意接受风的抚育。

我看到了那个一无居民的村
庄……

公路分叉出去，走上小道就会
走上山坡那个村庄。1992 年大
旱，旱的人蹴不住了，我从固原到
海原，拜访回族作家左侧统，他说
他旱的也蹴不住了。于是，我们约
了去看黄河。宗旨是什么时候走
到雨来，什么时候止步。

我俩来到这个庄外，被旱象惊
得没有言语。庄口有一个涝坝，当
底有一坨黑渍泥，数百只因困乏没
有体力换毛的羊，吸住那坨渍泥换
气，鼻孔吊着绿鼻涕，嘴巴流着泡
沫，腹腔凹到快要粘连，眼帘无力
张大，睫毛结满垢珠，眯住得睁几
次才能睁开，美丽的黄色眼瞳，蒙
了一层障蔽视线的翳，饥饿的叫
声，仅是一次微弱呼吸，坝沿上像
站着一圈出气的骨头架子。

无精打采的羊把式，看着我们
过去，交谈中知道他和羊在等政府
的送水车。他感叹，旱死了，野兔
都不怕人了，你担着水桶，他跳到
桶里抢水喝，你回头看桶里的野
兔，就是一把干毛。这个地方所有
的出气物儿，不管是家的还是野
的，一听到送水车嘀嘀一响，都来

抢水喝，跑的比人快。飞禽揸着脖
颈追着水罐车飞，旋在水龙头下
面，争抢渗漏出来的水点点。天旱
的各个家里的水窖都上了锁，雨水
广的时候哪里有这个现象呢。

我和左侧统走进庄子，走进一
个没有院墙的家里，低矮的屋子里
有个少年，因为缺水，倒在炕上不
能动弹，双眼迷蒙已经没有欲望。
他的母亲说，天着火了，山里连鸡
吃的草都没有，籽儿窖到地里干着
发不了芽，青苗都没长出来……娃
们在青霉素药瓶瓶上拴个线线，背
着大人在窖里提水喝，不这么做娃
们渴的背不住。家家窖里就剩一
窖底水，雨不来只能靠政府往来送
水，不是国家搭救，早都旱完
了……我长这么大没经过。

离开庄子，沉重的左侧统几乎
迈不开步子。我们来到公路，他干
巴巴地走进疏松干烫的土地，趴在
焦灼的地上，展纸写信。落在纸上
的蓝色文字，瞬间一片苍白，状如
从水里爬出的甲虫爬过干燥地
面。他落泪了，他的泪水洗去他睫
毛上的尘埃，滴到信笺，罄成豆大
的疤痕……其实，他只写了半页
纸，数句话，就写不下去了。他的
皮肤、我的皮肤，蜜麻麻地爬了一
层比针尖还小的黑色昆虫，它们争
夺汗毛毛孔，在人体上争夺水源，
它们竭尽全力咂水分。我们没有
抹掉它们，慢慢体味它们的干渴。

这个庄子的对面山坡，一个男

子猫腰干活。我们赶到地里，男子
说他拔麦子呢。稀疏的麦杆，高不
过一拃，粗不及百花牌卫生香，挤
不出一点水分，麦穗上面结籽两到
三粒。男子说，籽都收不回来，不
过已经种上了，不收心不死。男子
从干烫的土里东一棵、西一棵抽出
麦根，那生命之根细入棉线，长过
麦秆一株半。

左侧统又爬到山坡上，接着写
完那封信，第二天我们步行到兴仁
乡，在邮电所发出了这封信。

我们从海城步行到兴仁，走走
看看，花了四天时间。我们要实现
我们的诺言，我们要走到雨落下
来，走到黄河边，雨还落不下来，我
们说好的，就躺在黄河边，直到雨
落，而且要躺着落一场透雨。如果
不是这样，我们一直在黄河边等下
去。

我们听着打水的辘轳声，走过
兴仁郝集，天上飘来了一片云，散
发着潮气的凉风也忽然迎面吹来，
那种爽意令人心跳。在我们要穿
过一块没有庄稼的耕地，进入渺茫
的碱滩之前，雨哗地一声倒下来，
没有风，没有雷，没有电，只有
雨……我们在大雨倾泻声中，隐约
听到庄子上人们惊叫的声音，不是
欢庆节日的狂欢，而更像摆脱一场
灾难的呼救。

大雨淋到焦熟的地，热气从我
们脚下腾升，土腥的飞尘淹没我们
的鼻子，又被雨水带回土地。我们

躺到热腾腾的泥里，融进白色的雨
幕。我们的耳边出现了异样的、坚
定而有力的细小声音。我们侧身，
头一年种在地里没有发芽的糜种，
在我们眼前长出对叶，我们感觉到
那是大地生出的耳朵，在倾听陌生
的雨声；豌豆在我们眼前一毫、一
毫吐出丝蔓，那是大地派出探视陌
生天空的雷达。

我们腾开禾苗生长的土地，爬
到地头的路上，身后的地里已是一
片不断浓郁的新绿。

在雨中，左侧统与我碰撞出了
“西海固文学”的星火。后来《六盘
山·我与西海固》同题散文专号，实
现了西海固作家群的真诚愿望。
作家南台称我们是“西海固的一支
文学新军”。

新千年次年，左侧统泛着西海
固文学之舟逝入天堂。
（选自非虚构作品《十一月初七》）

王漫曦 当代作家。1980 年
发表中短篇小说《包红指甲的女
人》《蓝色舌头》《火飞翔》《长子
的愤怒》《被太阳晒过的地方》

《来生要做一条鱼》《陪读时代》
《百年心语》等。出版长篇纪实
文学《三遇集》、长篇小说《租借
生命》《尕西姆·马和福》。原创
电视剧《公家人》获第七届电视
连续剧金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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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施散一瞬而过。
归来已经几天，可能是回到低

海拔地区的反应？一连三天我总
是渴睡，但闭目卧床，心里却是清
醒的。

我在想什么呢？
高原，深谷，积石关，卡力岗，

撒拉人与藏回——都如梦中的幻
影往来流逝。

既然人已告别，心其实也就离
开了。我的情绪心事在别处，如大
力架山顶上飘走的云朵。

或许，是孟达峡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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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然地回忆一下，也许那是在
1985年，谁知这篇文章何时能发
表？三、四年会很快过去，那么可
以说，是四十年前。

那时的孟达峡水，荡气回肠，
在我的凝视下迅疾地向东冲去。
两侧壁立的峡谷，油画难描，视野
难框，无力描述的美感，一下就种
进了尚还年轻的心田。以至第二
次我决意要走过去，步行穿过了孟
达峡。

以后的近四十年里，数不清我
几次或者东出、或者西进这道雄关
大峡。说它属于我也许并非夸张：
不仅车载步行，更有潜读连年。而
且，比是否出身于斯更关键的——
是命运的酷似。

我从史料中记住了那么多地
名：白庄、清水、老鸦峡、循化十二
工。在半世恍惚的行旅中，我总觉
得自己在与孟达同行，不仅河州挡
不住，绝境也不能让我屈服。

峡水裹挟了高原的黄土，撞在
石崖上却溅起碧绿的泡沫。那时
我大步流星，侧身眼望轰鸣的峡

水。二百多年前顺着这条峡谷冲
出关门的撒拉人——他们和我去
的是一个地方。

这么一想，我悄悄在心里作了
一个肯定：多少年里，他们若即若
离，一直拥簇着我。

记得第一次住在大河家的四
堡子，我便遭遇了罕见的黄河胜
景。

那是一个清晨，河谷里莫名地
浓雾滚滚。

我冲出住了几天的窦巴家，抓
着相机，踩着河滩的碎石，拼命地
向上游，向孟达方向跑去。

我要竭尽全力赶上河床生出
的白雾。我在它散尽前的一瞬终
于跑到了能正对红山头的位置。
我不敢再迟疑——雾已经薄了。
我扑倒在地，两肘支撑相机，红山
正在雾层上方，而浓雾之下，是凝
滞如铜的黄河浪头。

我的脊背，仿佛紧紧顶着孟达
关门。就这样，我完成了一帧摄影
作品：题目依然是《北方的河》。

后来对孟达峡我并没有过多
描述。只是有过这样的句子：“黄
河上游节节拦坝，消失了筏客子的
传说”。只有在它被闭锁的今天我
才意识到：我一直与它并排同行。

美冠河上诸峡的孟达，今天水
流停滞，静止平铺，像一面长条的
浊黄镜子，像一个黄衣的囚徒。

这心情也许太个别，我暗暗告
诫自己别过分。

但我心中异议冲荡，它堵住胸
口不能发散。我没有流露，若不是
突然想顾左右而言他，我也没打算
写一个字。

二十年前我带着女儿住在峡
口的关门，就曾为大坝是否该修建
和同伴激烈地争论。

我并不是风景美的轻浮赞颂

者。我察觉到自己内心的反感,连
接着另一个更大的范畴。

它是什么，我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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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青藏高原施散之行，让
人痛快得简直想大吼高唱的，是我
们实践了“对邻人的谦卑”。

本来，这是一件应该“右手做
了连左手都不知道”的事情。但是
醒着的视野里，四十年相遇的种种
次第掠过，一瞬间孟达峡呼啸而
至，推我爬了起来。

心就像被大坝封堵的孟达峡，
它渴望着哪怕一瞬的释放。

到了西宁商量细节时更明确
了，我定下规矩：对接受施散的藏
族同胞，一定要每户登门，双手奉
上，把态度的谦卑作为第一原则。

真高兴，做到了……
此刻手上，还留着他们粗糙手

掌的温暖。何止四十年前，应该说
在我刚“出幼”的时候，第一次出门
远行就撞进了藏民宽阔的怀里。
如今我已经鬓发全白，这一次我是
在自己的生日投身他们之中。无
奈生于此时，我需要见到他们。他
们脸庞眼神间的诚挚，天下无双，
是医我的良药。

常年地置身于庸俗的人群中，
长久地与之对峙，人会不觉间滋生
傲气。这不好。需要到那些比自
己更困难的人群中去。

一步跃出北京，投奔般赶到卡
力岗、祁连山、孟达峡，使劲握住那
些粗糙的手，其时流过心头的，是
洗涤般的谦卑。

车攀爬在一条山间窄路，远远
向上望去，在大力架山的高高半
腰，云朵里有一个小村在等待。那
一刻难言心里的快乐。七个撒拉
族小学生在等着，一位十二年步行

八年、摩托去教书的藏族老师在等
着，我们要去结交“一日的朋友”。

一想到就要见到他们，套用一
句印第安电影的台词：我的心像雄
鹰在飞翔。

我们来到了，我们做到了，尤
其是，我援助了自己。

落雨了，山水在向着孟达峡汇
注。

峡水在涌动着，一鼓一涨，沉
默地推撞摇撼着山岩。每一刻它
都向往着激荡，每一瞬都等待着冲
决。

我望着它，像看着当年那些舍
命的农夫。当年他们怒涛咆哮冲
出峡口一去不返，我也一样，与它
遥遥并行，以自己的文字。

白庄远去了，清水工也远去
了。

我不再回顾孟达，悄悄藏起
了被它惹出的激动。我享受地
吃着石壁的面片，泉儿头的羊
汤。“达林太”[1]之后的第三个写
作年就这样开始了，我悄悄感谢
了赐我仪式的青海。

草就于2021年9月9日
改于2021年9月15日

[1]达林太：蒙语，七十岁。

张承志 当代著名作家。1948
年生于北京，1968 年到内蒙古插
队，197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
系考古专业，1978 年进入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1981
年毕业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精通
英语、日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对蒙古语、满语、哈萨克语亦有了
解。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
马》《金牧场》等。已出版多种著
作。

香山的村庄（山场）（版画） 席湖 作品

席湖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珠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版画艺委会主任，珠海画院副
院长。作品曾入选《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等国家级展览,并在美国、加拿大、韩国、日
本、保加尼亚、新西兰、奥地利等国家展出和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