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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某本书相遇，并且那些与自己
心灵相契的文字最终成为精神成长的酵素，
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机缘巧合，而某本书能引
起一个群体的共鸣并成为公共记忆，则与特
定时代的情绪、氛围与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比
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托马斯·潘恩所著的
《常识》，据说几乎每个北美大陆军士兵的行
囊中，都会有这本薄薄的小册子，
《常识》唤醒
人们的独立意识，确立军人行军作战、流血牺
牲的意义所在，可以说，潘恩的文字与摆脱奴
役追求自由的时代要求互为因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文学
和生活充满柔情蜜意的时代，其特点是文学
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决定
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甚至建构了社会的
价值观！每每一部作品刚刚问世，即可成为阅
读的热点，张承志《北方的河》就是这样一部
作品。在我的书架保存着一本册页已经泛黄
的《中篇小说选刊》，读大学时曾长期订阅这
本 刊 物 ，时 间 推 移 ，旧 书 刊 遗 失 不 少 ，唯 独
1984 年第 6 期“选刊”舍不得丢弃，原因就是
这本刊物上刊载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这
篇约五万字的小说给我深刻的影响，如果至
今我身上还葆有些许理想主义的情愫，我确
认有这本小说打下的精神底色。
新世纪初，我在某著名高校访学，有一次
听课，讲课者是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学者，他
说前些日子去广州，有朋友邀请赴一个饭局，
在座有一位成功商人，话不投机，饭桌上甚是
尴尬，为不冷场，没话找话，不知谁突然说到
了文学，并且说到了张承志，商人和学者终于
找到了共同话题，商人也是八十年代初进的
大学，那天，学者和商人聊了许久，长时间说
到了《北方的河》。学者谈到这里，颇有感慨，
共同的时代经历，一本共同阅读的书，可以使
陌路成为莫逆。这让我想起了列宁纪念欧仁·
鲍狄埃逝世 25 周年的那段话，
“一个有觉悟的
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
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
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
《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
朋友”，套用一下，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不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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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随想
—— 关于《北方的河》
刘晓林
今做什么职业，世俗身份差异有多大，但都可
以凭借《北方的河》，找到彼此理解，信任的通
道！在一定意义上讲，
《北方的河》建构了一代
人身份认同的基础。
从艺术的完整性和纯粹性讲，
《北方的
河》并非张承志最好的作品。那些经过时间的
严苛检验，建立在民族文化、历史和地域背景
之中的作品更为文学史家所称道，比如《黑骏
马》，比如《西省暗杀考》，前者对位蒙古民间
歌谣《钢嘎·哈拉》建构叙事线索，回荡着类乎
蒙古长调的旷远、苍凉的抒情调子，呈现了草
原民族独特的道德观念、坚韧的生命意志，朴
素诚挚人性光芒。后者涉及晚清西北的一段
复仇秘史，呼唤一种一诺千金和为信念不惜
粉身殒命的血勇之气，张承志钟爱这部小说，
曾说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的创作，自己才拥有
了作为小说家的自信。相比以上两部小说，
《北方的河》显然少了一些从容圆润，欠缺了
节奏、情绪的必要控制，各个部分的笔力也不
够 均 衡 ，但 这 丝 毫 不 影 响 我 对 这 部 小 说 的
热爱。
这是一部灼烫的小说。大地理坐标以及
大地理区位标识的宏阔性，构成了小说标题
辽 阔 、雄 浑 、苍 劲 的 气 象 。小 说 写 到 了
“他”——一个决意放弃“计生办”科员的职
位，准备报考人文地理学研究生的大学毕业
生——与五条中国北方大河的或现实或精神
性的联系，这五条大河，有往昔生活中骑着马
渡过的额尔齐斯河，有两次横渡给予他自己
父亲般庇护与宽容的黄河，有彩陶流成河的
湟水，有看似温顺实则不羁的永定河，有想象
中开冻时轰鸣震响让大地震颤的黑龙江，这

“我们”这一代就是作者的同龄人，出生
些北方的河脾性各异却都有着雄健粗犷的品
于四十年代末或五十年代初，在文革中断学
质，这一切与奋斗的“他”相互映衬，
“他”藐视
业，怀掖狂热梦想奔赴广阔天地，却遭受了欺
权势，骄傲雄毅，不断撕碎现实的羁绊，与世
骗，屈辱，艰难的一代人。小说中的“他”在额
俗庸常绝不和解，义无反顾追逐理想，洋溢着
尔齐斯河边经受了在现实利益面前友谊与爱
热情、勇气和雄性的力量，北方的河塑造了
情的脆弱，
“ 她”年仅 12 岁就目睹了父亲被造
“他”，并且正在帮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
子和战士。
“他”无疑带有某种符号化的特点， 反派活活打死的惨景，徐华北才华横溢，却不
“我
在他身上，可以清晰感觉到堂吉诃德、约翰· 得不屈就小工厂秘书的职位仰人鼻息，
们”的生活的确残破不全，张承志写作《北方
克里斯多夫、桑提亚哥以及
“超人”
的痕迹。
然而，这种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文学表达， 的河》确有为“我们”证言的意图，小说的题记
中说，
“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
在注重世俗利益，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式
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
的犬儒哲学甚嚣尘上的九十年代中国屡遭讥
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示其意义”，然
讽与嘲笑，被认为是浮泛、空洞和夸张的滥
情，是奢侈的乌托邦冲动。在消解理想解构意 而放宽历史的视界，每一代人都有其存在的
义的社会语境中，展示理想主义者精神漫游 意义，每一代人的生活都有可能经历不同形
式的“残破”，但未必具有不可重复的“独特
的《北方的河》似乎被淡忘了。但我却不能忘
性”，依据“规律”运行的历史记忆机制，会淘
却当年阅读时那种血脉贲张的激动，以及与
滚 烫 的 文 字 浑 然 交 融 的 那 个 时 代 的 青 春 洗“特别”而存留“平常”，所以，小说中的徐华
北最终认可了“她”的说法，
“ 也许你是对的，
气息。
这古老的罐子应当象征古老的生活。我们这
《北方的河》中，男女主人公在青海东部
也许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
的湟水河边，从流淌的溪水中捡起破碎的彩 一代人，
小说中出现有关湟水、彩陶的描写，是我
陶，一片片拼凑，一个完整的器形开始呈现，
不能忘怀《北方的河》的又一个原因。1975 年，
但缺了腹部的一块。作为摄影记者的“她”，以
张承志在北大历史系就读时，曾在青海高庙
湟水岸边的土塬、树林为背景，拍摄的一张复
进行考古实习，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民
原的彩陶照片。后来成为她男友的徐华北，面
对这张照片啧啧而叹：厚重的黄土塬，生气逼
俗有过深入切实的了解与感受，这是否就是
人的小树林，以及古老的彩陶，美到了极致， 他与西北的黄土高原结下不解情缘开始？他
在小说中引述了一首河湟“花儿”，
“ 哎哟哟，
可惜缺了一块儿，仿佛象征着我们这一代人
西宁城里我去过/有一个当当的磨/哎哟哟，
的生活 。她怯怯地表达了自己的异议，这应当
就是生活本身！徐华北激烈地反驳：不，不，这
尕妹妹跟前我去过/有一股扰人的火”，为了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没有哪一代人比我 “不伤教化”，他改动了原始唱词，原本第三句
们更残破了！
是：
“尕妹妹怀里我睡过”
。

一个人的民间 （组诗）
江 帆
一朵生锈的玫瑰
一朵玫瑰的锈，和一张过目不忘的脸
散落在岩石的锈上，你惊喜它们内在的岩画
和青铜的雕像，简单，智慧，甚至神秘
它们的暗器正向我们射来——
你想回到它们的过去，为一朵玫瑰压上口红
就像司汤达替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描上胭脂
像博尔赫斯的那朵玫瑰，通过炼金术
从那银器到一根鱼骨，甚至不动声色地再生
倘若你继续迟疑
倘若你迟疑，乔木的落叶就飘到了苦楝树下
这些冬天的雨点打着你的时候，你感觉
它们依旧与你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就像是你视野里的那些另外的雨点
和落地的花瓣，均匀、顺从，又适度地降落
把你的菊园蒙在一个意境里，你吃惊
然后镇静，把蠢蠢欲动的念头打消
猛地想起什么，又沮丧地被它逃走
一只灰色的麻雀和满脸雀斑的少女
深陷在黑色的思念中，可我知道飞蛾已经出生
倘若你继续迟疑，南方也不再成为你的家乡
世界，也不忍自己预言了一座废墟
寂静——它永远寂静，你彻夜等待着
和光芒重叠的白昼，你有一份太长的黑夜
需要迷雾填充那里的方向，然后是充足的阳光
仅仅为了一座房顶的裂缝投下了光明
如果种子不死，门上的锁链会发出惊人的响声
命运也无法测算出深渊的谜底。太远了
一匹马的命运，太远了，一个人的命运
呵，一生的前景，一生的金子，一生的阅读
世界，也不忍自己预言了一座废墟
平原上的野花
胸中首先涌出的是田野，它们只是随风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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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
它们等待时间，若有所思
直到每天悬挂在我心头，开出另一个时代
我在找寻道路，即使它们已把季节统领
即使它们想要把我带到更远的地方
像它们把自己点亮，带着祝福、黎明
一直蔓延到我的家中，黄昏降临，
从花的肉体
我看见了肯定的光明，而我的沉默
是我布下的阴影，仿佛土地上的节日
那些芬芳使我沉醉，把我引向更大的宽阔
我愿意回到那里，在那里我愿意
做一朵朝雾湿透的野花，口含露珠回到井边
侧身而睡，像它们耀眼、迷人，有着百般的姿态
使大地永不熄灭，我的心跳在天空的不远处
就像裂开的一朵花，我能做的就是在河里
等太阳出来，一颗高贵的头颅美丽地升起
把整个平原归类于一朵花的睡眠，除了香气
它们微笑的一面是美，一面是凋零
它们属于我们，一旦消失更属于泥土
它们离开，但另一些留下，一朵接一朵
在竹园的小路上，奇迹般地赶上了我父亲
趁着天还没黑的时候
土地越来越少，我剩下的信心已经不多
几年后，或许我会像很多人一样被迫搬迁
在水田上建立的新楼里，看书、读报
像大多数农民一样失业——惶惶不可终日
在晴天，
趁着田地还在，天还没黑
我要赶紧播完最后一粒稻种……
窗 外
我把平原合上，我把一部分的平原
留在了遥远暗淡的少年时代，无人知晓
我慢慢起身走向窗口，我眺望
整个平原开始飞动、欢腾起来
有人在一段河水里淘米、净菜、洗一把带泥的铁锹
有人将斑驳的夕阳挑回来，倒入一口缸中
多少次我拒绝落叶的回应，当它从树枝猛然离开
飘向半空，把一缕惆怅留在我迅速模糊的身后

一切都是在撕裂，一切都在拉长着距离
而我根本不想停顿在喧嚣、
幽微的泡沫周围
它的一生都很美
这一生用肥沃的泥土换来简单的日子
换取和平，换来一个村子像另一个村子一样活着
换来窗外的虫鸣，路边的绿色咬你的肩膀
喧嚣过后的落日略显忧郁，
在迷恋的夜色周围
它像熄了火的拖拉机，
也熄灭了一些翅膀
当所有逼进灯光的路，所有的一切通向同一个深
处
炊烟里的细丝无人发现，
无人发现灯笼也灭了
柳枝晃动、湖水荡漾，
呼哨又尖又细，
风永无止息
火种和木炭一起燃烧，
这尽显杂乱的平原
从不惊讶很多事物的到来，
不在乎野草容易腐烂
或野草一样多的梦境在水槽中微微起伏
歌声高昂地坐在草堆上，
渐渐低了下来……
在黄昏里找到了背影，
日落前的粮仓
当一匹瞎马赶完最后的路程，
站在平原的边界
当石头披上露水走在离平原最近的地方
渴望的鼾声在羊圈里响起，露水拥有了平原的高
度
平原让我们孤独地爱着，
爱得不见伤口
从凋落开始，它飘忽，
像天空突然多了飞翔之物
它的河流那么怀旧，
花迎向我们开放
它的香气像炊烟散开升起到天边，
它五谷丰登
子孙满堂，它一生都是美的，
下一生还那么美
一个人的冬天
一个人的冬天，如今你独自回到这里
这像梦一样熟悉的地方，
在向着你奔来
一些长夜的禁锢，一些怀中秘密的秩序
分给你时间的碎银，
你的窗口
一再被吹灭，你的窗口也扑向黑夜
扑向不同于秋天的冬天，
不同的庭院
你能从那儿召回的一些亲人在絮语
在远离你的草地，还有不可遏止的疯狂平原
你整个的身体甚至随着飞了出去
从你这里望过去仿佛已经触到灯光
多少夜里一样消失的人，
为你发出响声
在南口镇，像落叶梧桐进入到你的房间
像你穿过明暗交错的北京城回到住地
怀念并非必需之物，
秋天可以不去
春天可以不来，你一样怀着最初的感动

黑帐篷
权生兰
又是一顶黑帐篷
就像我见过的高原上的牦牛
一样多
大多数是黑色的
在草场边际
一卧便卧成了记忆
成了一种风景
毛还是黑绒毛
照样有鲜活的奶茶，奶酪和酸
奶的味道
只是没有了皮下的肉身
陈年的骨骼
撑起四季
手臂牢牢抓紧土地的根须
崛起，
膨胀
用多余的热量来打一桶酥油
摇一摇经轮
或者和一只狗儿一起打个盹
此时
风会带走一阵炊烟
它和几朵云彩去了远方
夕阳靠近三米外的黑帐篷里

隆 务 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