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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鲁院学习，为的是一份文学的找寻和
皈归。

就这么去了，带了两本薄薄的小册子，
一本是鲁迅的《野草》，一本是沈从文的《边
城》。在我的潜意识里，鲁迅是用来礼敬和
审视的，沈从文是亲切和温情的。

鲁院的秋天，老师们说是一年中最好的
时光，看得见蓝天和白云，听得见鸟鸣，还有
那荷塘里的睡莲，在秋天里是那样的宁静和
唯美。

在这个时候，我走进这个文学的庭院，
感觉到文学真的走进了我的内心。此时，
我的内心无比安静和开阔。安静和开阔，
让我想到很多，也让我想得很久远。此时，
我的心里，徒然有了自己对待人生的决断
和取舍。

在庭院里散步，野草和树木，脚下的土
地和那一汪静水，是最亲近的生灵，我听得
见她们的呼吸。驻足凝视，她们是那样的安
静和怡然，让我感动，不自觉地融入了她们
的怀抱。她们和别处的花草树木不同，她们
不仅是有生命的，而且是有特质的；她们不
但是生活的，而且一个个显得很文学。特质
和文学，是这个庭院的生命和灵魂，更让我
们这些追梦的人感到神圣和安宁。

找寻，是文学的主题，也是我们茶余饭
后的功课。

在花草树木丛中，这儿有一个，那儿有一个，甚或两三个……
随处可见的，是一个个文学人物和他们树立的丰碑，空气里弥漫
着文学的气息和时代的洪流。

进门就碰到铁脸的鲁迅，不敢与他对视，生怕他炯炯如炬
的目光下看到我的灵魂深处。还有那个慷慨激昂双手高举过
头顶，敢于问天问大地的郭沫若，让我看到他当年真实的影
子。茅盾先生一贯的厚重、大气和稳健，就在他的举手投足之
间清晰可见。说真话的巴金，还是显得那样真实和谦卑、平凡
和真诚。

老舍把手杖捏在手里，叶圣陶右手执扇，他们两个随意地坐
在长条凳上安静地闲聊，曹禺悠闲地立在长条凳的后面，也不经
意地加入了他们的闲聊之中，也许他们聊得更随意，但放大延伸
开来，我想，不啻是一个时代严肃的文学主题。

冰心还是年少时清秀俊美的模样，一如清纯如花的少女，花
瓣撒在她的脚下，旁边更是她带给这个世界最美好的赠言：有爱
就有了一切！从来不喜欢合影的我，也赶紧在这个满是爱和美的
世界里留下珍贵的一瞬。朱自清仍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徜徉，他坐
在荷塘的一侧，脚边是玉石雕刻的荷花，在荷塘的掩映下，在五彩
金鱼的游动中，先生脚边的玉石荷花生动起来，先生也生动起来，
他夹着一本书，似乎正准备向他的文学课堂走去。

丁玲总像一个战士，在这个文学的庭院里，更像一个文学的
斗士，她穿着军大衣，有着飒爽的风姿和充沛的战斗力。赵树理
显然是民众的，比民众还民众，他走在前边，后边是小芹骑着驴
子，跟上他向着自由和幸福出发……

来回走了几圈，找不到你。
再一处处找寻，竟然还是找不到你——
我的乡党，一路让我追从的沈从文！
你，是我心中的神，是我心中明亮的星！
喜欢你，有太多的理由，也有太多的说不清道不明……
不过，喜欢就是喜欢，爱终是爱，你就是你。
你，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孩子气，玩耍、好斗、逃学，逗一条

狗玩，看世界，总是孩子的眼光，有那么多的新鲜，有那么多的美
丽，有那么多的有趣。

你，一直都是那么顽固。胡适帮你劝你的学生，说你“顽固地
爱她”，促成了一对文学史上的佳话。与其说是胡适促成了，不如
说是你自己的“顽固的爱”促成了。你的创作，也是顽固地坚持自
己所要坚持的，不依附、不阿世，终得到世人的认可和称许！

你，也许有人说你“窝囊了一辈子”，其实你更是一匹“无从驯
服的斑马”！也许有人说你似乎永远“边缘”，其实你一直在文学
的中心，在大家的心中。你永远是个“乡下人”，你笔下的乡村之
朴素，湘西之宁静，心境之淡然，让大家不约而同在你的作品中走
上了一条回家的路。

你一生受了太多的委屈，但你却总是不断地适应、淡泊和安
然。你被迫去了历史博物馆，你在给妻子的信中却说：“我似乎第
一次新发现了自己。”你走上了另一条路，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
饰研究》却为你翻开了新的一页，有人评价你“至前人未至之境，
发前人未发之论”，我更多的是看出你向世界展示了我们中华民
族的自豪感、爱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实，在那些年里，又有谁能懂得你心中那么多的苦楚和无
尽的心思呢？

清丽、善良、温情、平和、淡然、从容、坚强、不屈……太多的词
语，也不能概括你内心的博大和宽广；看起来那些貌似的强大、权
势和嚣张，在你那里终是不堪一击，渺小如蚁。

你去世那一年，你的弟子林斤澜和汪曾祺常去看望你。你那
时总是静静地坐着，看电视一看就是老半天。然后，忽然冷不丁
冒出一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世界安静地听着，一语不发……是的，你在你的《边城》
里早已有了清醒的论断：“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
的必然。”

历史是一条河，你说：“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
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
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爱着，是那么美好，那么忧伤；爱着，心灵在净化，感情在沸
腾；因为永远地爱着，你总是平静如水，不卑不亢，淡然人生。“星
斗其文，赤子其人”。

……这世界，“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
找不到你，你在哪里？
那个晚上，我在夜里，也在梦中苦苦把你找寻。
奶奶忽然出现在梦中，她见我久久找不到出口，微笑着说，你

不是小时候经常找不到奶奶吗？
我猛然记起，儿时总喜欢找奶奶，找着找着，找着找着，找不

到了……
其实，找不到，奶奶总在那里。
找不到奶奶的夜里，奶奶总是明亮在夜的黑里。
现在，奶奶走了，找不到，奶奶总在我的心里。
——找不到你，你还在那里。找不到你，你依然在我心里。
在这庭院里，我看到文学的种子在发芽，灵魂的土壤在滋养。
在这文学的庭院，在这时光的庭院，我也许找到了我自己。
记起《边城》里的一句话：“白日渐长，不知什么时节，祖父睡

着了，翠翠同黄狗睡着了。”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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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对原乡故土
认知寻根的符号，比如，晾晒在岁月里永
远向阳的北方游牧岩画。

在高山绝壁，在岩石峭崖，在龟骨瓦
片，先用尖锐的金属工具用力刻画出很
细的线条，然后敲凿磨刻成形。这是一
种代表着古老游牧文明的符号，同时也
是雕刻于如浮萍般飘游在他乡的游子
心里的印记。劳动、狩猎、畜牧、征战、祭
祀、繁育，既是古代先民刻绘在岩石上
的古老艺术品，也是游牧先民生活的真
实写照。

曼德拉山的山巅，一座史前岩画的宝
库呈现在席慕蓉眼前的时候，我能想象到
她喜极而泣后无法抑止地颤抖。从最初在
画册中的仰望，到真正触手可碰的部落聚
居场景再现，黑褐色的巨石多少年来就这
样斜斜地横置在砂质的土地上，等待着谁
的到来？又见证着谁的离去？正是这可以
抚摸得到的深深浅浅的历史凿痕，触碰了
她内心早已结痂的疼痛。

此时，她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者，
20多年，她将足迹踏遍父亲母亲曾经深
爱的蒙古高原，在一幅幅或是精心装饰的
马，也可能是带着斑点的鹿的画作前久久
驻足。而她，也终于凭借着这些最古老与
原始的认知符号，让自己漂浮多年的双脚
踏上返回原乡的寻根路途。

骨肉天亲，原乡情长。
这大概是席慕蓉此生最温软的心床。
这是个性格温婉却又敏感的女人，因

为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注定了她
的一生辗转漂泊，游离于原乡之外，只能

在宝岛台湾隔海凝望。
炊烟缠绕，望不见故乡的云朵。夜夜

难眠，思恋从没有见过的故乡。
席慕蓉，知名女诗人，蒙古族，原籍内

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蒙古族名字全称穆
伦席连勃——这些，和向阳的岩画一样，
都是注定要跟随席慕蓉一生的原乡符号。

然而，她的确是一个没有山河记忆、
只有思念缱绻的人，在故乡这座课堂里，
她既没有课本也没有学籍，只是一个带着
浓浓乡愁的旁听生。

每换一次环境，孤独便增加一重，她
只好通过写诗来抒发重重寂寞。在无边的
黑夜里，席慕蓉经常会梦见回家，却总在
刚推开家门的那一刻醒来。

都说诗在远方，席慕蓉凝神望着远
方，目光悠远而柔和，因为，那里才有她一
生惦念的家乡。

《席慕蓉和她的内蒙古》是1989年席
慕蓉终于与“原乡”邂逅之后，27年追寻
游牧文化的历程。她用一张张亲手拍摄
的照片，一块块标刻着蒙古源流文化的
岩石，粘连拼凑着残缺的儿时记忆，也逐
渐丰满着她内心里如酒如歌般绵长的蒙
古族文化。

半生漂泊，如乍然飞起的蒲公英。只

有一块块标记着原乡符号的岩画厚重
着她的思念，沉甸甸压榨着她对原乡的
记忆。

一块块坚硬的岩石上，留下北方游牧
民族生存与活动的原始痕迹，因为粗糙与
简陋，的确有些抽象；一条条或粗或细或
直或弯的线条背后，你却可以抚摸到非常
具象的族群生活。

太阳，蓝天，碧绿的草场；狩猎，出征，
一生戎马的漂泊。每一个这样的符号
里，都隐藏着一大段蒙古族往事。每一
个向阳的岩画里，都传唱着游牧民族不
老的传说。

我们很难体会到一个一生漂泊在原
乡之外的女诗人，是凭借怎样强烈的思乡
情怀，一点一滴积聚起自己的原乡符号，
一块一片拼凑起自己的原乡轮廓，从而构
建起一大片一大片广阔无垠的美丽草场，
那是属于自己的脉脉原乡，袅袅升起的炊
烟，朵朵如云散落的蒙古包，直指云天的
苏勒定，世袭传颂的敖包……

心中有满树的芳香开放，梦里有一条
河流在流淌。内心不枯不竭的原乡温暖，
支撑着席慕蓉永远恬淡的面容。深夜，灯
下，所有生长在旷野中，草原上的花朵尽
数开放，花瓣一层层展开，释放席慕蓉充

溢着淡淡乡愁的经年岁月。
记忆宛如掌心里的水，弹指即碎。
记忆又似一条岁月中的河，缓缓流

过。河水拍打着堤岸，冲刷着河心的卵石，
曾经的一切终将被旧时光抛弃，惟一能够
随着岁月逐年增长，足以泛起心间涟漪
的，恐怕仅仅只有一个失散多年的游子内
心深处对原乡的那抹感伤与依恋。

河水汩汩，记忆难免也会模糊或者断
流。而绘制在洞穴崖壁上的一幅幅岩画，
因为是古代先民口含具有很强稳定性的
红褐色矿物颜料，再用骨管把颜料喷绘在
洞壁之上。所以，虽然历经几万年后，至今
仍然将悠悠历史清晰保留。

岁月冰冷，每一个褶皱里都有一个很
长的故事。大段大段的历史，则在现代
文明的飞速推进中一步步迈向衰老。只
有摆放在各个博物馆中陈旧不堪的岩画
碎片，和晾晒在绵长岁月中始终向阳的
岩画，带着我们不断向后回溯，驻足凝
望。就宛如席慕蓉，始终将对原乡的思念
晾晒在阳光下，任由此生岁月如一条曲
折的闪着光的河流，从她的生命里静静
流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鄂尔多斯作家班
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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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蓝得像一张佳人的脸，
清纯而水嫩，似乎吹弹可破，将
北京的秋渲染成江南的温婉和
柔媚。传说中恐怖的雾霾不见
一丝痕迹，犹如此刻我所有人生
阴影消散或者蛰伏的心情。漏
过池边垂柳扶疏枝叶的阳光，将
我的衣衫勾出清风里摇曳的斑
斑点点，像一只只婉约多情而黏
上身的粉蝶。我抚摸一茎柔婉
的柳枝，深深吸了口气，清新而
馥郁，浸透着这个清秋早晨甘露
的湿润，也裹挟着满院草木的芬
芳。无需再掐耳朵或者拧手臂，
我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却又真
切步入了一个悠远的梦境：站在
了鲁院的土地上，置身于庭前幽
深的梅园里。

我有一个文学梦，也有一个
鲁院梦。前者起于孩童时代阅
读的《古文观止》与《千家诗》，后
者则是加入中国作协后。多年
前，与文友们相聚，他们寒暄之
际总询问一句：你是毛院几期
的？对上了期数，言语间便分外
亲热，仿佛铆合了暗语的潜伏
者，或者失散多年重逢的亲兄
弟。我歆慕之余才知省作协有
个毛泽东文学院。他们之所以
不问鲁院，是缘于首善之区中国
作协所属的鲁院犹如天际星辰，
遥不可及。他们慨叹说，全省每
年一两个上鲁院的名额，等候被
推荐的人数在200名以上。这
似乎比加入中国作协还难，每年
省里至少还能有五六人跻身而
进。他们多是文坛前辈，我是一
个多年单打独斗的游击队员，毛
院尚不曾去过，鲁院则更不敢有
蓬勃的念想了。不过，每每浏览
有关鲁院的文字，在张抗抗、王
安忆、张平、迟子建和麦家等人
的简介上读到鲁院的字眼儿，胸
间总有一种莫名的怅然。一个
接近她的梦想如同田埂上孱弱
的野草，在寂寞的风雨里渐渐生

长，伸向高而远天空的叶片也渐
渐茂密而劲道。我犹如勤勉于
一封封情书的少年，日夜耕作，
笔下的书籍一部部问世，中国作
协与毛泽东文学院先后敞开敦
厚的大门接纳了我。终于，又过
了两年，一页粉红的录取通知书
将我召唤到了眼前朴实而瑰丽
的鲁院。立在梅园石板小径上
的这个清晨，我用深情的目光一
遍遍摩挲楼宇、庭院、池塘、垂柳
和曲径通幽的梅林，像爱抚久慕
而终于得以亲近的女神，咀嚼着
那句话：“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万
一实现了呢？”心内弥漫着云霞
一般深深感恩的情愫。

“切切”、“喳喳”、“切喳喳”、
“切切切切”、“喳喳喳喳”，我是
被一串接一串的喜鹊声唤醒
的。7个小时的高铁长驱2000
余里，我揣着鲁院的录取通知
书，以抢夺大渡河的全速赶到鲁
院时，已是灯火阑珊的深夜，疲
惫与喜悦令我在北京的第一晚
睡得无比香甜。喜鹊是千年相

传的报喜鸟，在我居住的遥远南
方，仅见于孩童时代老屋前的香
椿或者苦楝树，后来渐渐没了踪
影。不想北国有，而且众多，尤
其惊异于它们活跃于钢筋水泥
林立的京都深处。我徘徊于梅
园的小径，将鞋底轻扣朴拙而平
滑的青石板，三三两两的喜鹊也
一直在边角的白杨、白皮松，或
者挂满圆润白果的银杏树上跳
跃、腾挪、嬉闹，黑白相间的羽毛
令人蓦然想起了稠人广坐中绅
士们的正装。它们流动的叫声，
是一股山间藤蔓下奔涌跌宕的
清泉，与头顶浅蓝的晴空一道捧
给初到异乡的我一片温情。

梅园里还有成群的雀鸟，灰
褐色羽毛，长尾、尖嘴、细爪，在
白皮松或者梅树的枝叶间敏捷
穿梭、翔集。一只个头尤其小的
雀鸟，还蹲伏在梅园深处一株挂
满红色细微果粒的树叶间，兀自
啄食，偶尔抬头仰脖吞咽，如品
仙果，怡然而自得。是山雀还是
麻雀？对鸟类毫无研究的我分
辨不出，却也深知，能让这些雀
鸟乐如家园，不像我那喜鹊绝迹
的远方老家，必定源于此处的静
雅与安全。

梅园和整个鲁院的楼宇、庭
院一样，的确幽静而雅致。面积
不算很大，却深谙江南园林构筑
布局的精髓。池塘小巧，边岸嶙
峋曲折，铺陈大小高低不一的怪
石，水清如新磨而出的镜片。水
面摇曳几茎莲叶，尚未进入深
秋，叶脉历历，翠色逼眼，微风里
绰约多姿，犹如张开短裙翩翩而
舞的婀娜女子。几尾金色鲤鱼
徜徉在倒映的天光云影间，扁窄
的嘴唇一张一翕，像品味某种难
得的珍馐，与此时的我一样悠
然、自由、惬意。园中多植梅树，
枝蔓敞散，椭圆如卵的叶片滴
翠，每一株的隐秘处都挂着枚小
铁牌，冠以令人无限遐想的芳

名：白蝴蝶、燕杏、丰厚、美人、人
面桃花……我与它们久久默然
对视，心想，自己将在鲁院度过
大半个隆冬，它们绚烂如俏脸的
花瓣会迎雪而开吗？一株白皮
松耸然挺出梅林，似乎想窥望近
旁那栋教学楼里的秘密。浓密
的松针不带一滴露珠，却也在湿
漉漉的晨风里筋骨毕露，佁然不
动，像蹲着马步闭目晨练的老
者。枝干上间或突起一层层枯
干的白皮，犹如黑蚱羽化后的蜕
壳，或者洁白肌肤上的牛皮鲜。
园中也有矮松、柏树、槐树、翠竹
和白玉兰，因地制宜，随意而植，
别有一种深山丛林的风味。树下
往往不经意间摆放一两块突兀的
巨石，似乎从遥远的江南太湖而
来，有高有低，形状怪异，玲珑剔
透，极具“与石为伍”的唐代宰相
牛僧孺追求的“皱、漏、瘦、透”之
美。地面是一层软软而细密的碧
草，我来得有些迟，朔风将起，它
们已微显憔悴，开始了序属三秋
的凋萎，露出些许灰色的地表。

“鸟鸣山更幽”，雀鸟们的聒
噪嬉闹，令梅园更显幽静。我循
着曲曲弯弯的小径踟蹰林间，犹
如一个初入长白山云遮雾锁于
深处的探秘者，细细品味着“张
袂成阴，挥汗成雨”的偌大京城
一隅难得的幽寂。小径的拐弯
处，偶尔会有一尊现代文学史上
大家的雕塑倚靠苍碧的丛林，茅
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叶圣
陶、闻一多、邹韬奋……他们或
坐或立，神情端肃而慈蔼，宛如
生时。惟有隔了一条窄窄马路
的郭沫若雕塑稍稍例外。他戴
着人们熟悉的金丝眼镜，背靠一
丛簇拥的翠竹，笔挺身姿，仰面
朝天张开双臂，似乎在向茫茫寰
宇发出屈原的天问，或者在仰望
天上的街市，向隔着银河的牛郎
织女发出深情的召唤。每一尊
大家前，我都垂手恭肃，默立良

久，脑海里瞬间捡拾出他们的生
平与著作，高山仰止的情愫也喷
涌而出。他们与教学楼内画屏
照壁后翘腿而坐的鲁迅，以及大
厅墙壁间镂刻的屈原、李白、杜
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郁达
夫、施蛰存、丰子恺、张天翼、沈
从文、丁玲等古今文学星座一
样，是我终生景慕的典范，也是
我即将开始鲁院学习的师长。
风晨雨夕、课余饭后，我将在他
们睿智而沉郁的目光里读写、漫
步与沉思。“文艺是国民精神所
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
神的前途的灯火。”教学楼大堂
悬挂的这句鲁迅的话语，将与幽
邃的梅园一样，温暖我内心久已
彷徨的文学梦想。

梅园浓荫如盖的枝叶间温
暖、存贮的梦想当然不止我一
个。这是鲁院的新院址，朝阳区
文学馆路45号，是鲁院漫漫征
途一个簇新的起点。从第十五
届高研班开始，徐则臣、朱文颖、
张楚、叶丽隽、邰筐、忻尚龙和郑
小驴等一拨接一拨的学兄学姐
们，将自己的文学梦恭谨而虔诚
地贮放在了此处，如渴盼灵魂飞
升的修道者。雀鸟迎着霞光的
声声鸣唱里，我似乎依稀看到了
他们徘徊在林荫小径，或者沉吟
于枝叶下靠背长椅上的身影。
他们的梦与我的梦在清幽间握
手寒暄，我的梦羞涩、拘谨，却又
激荡如清风里战栗的银杏叶。

清脆的上课铃声骤然而响，
击破了庭院与梅园的宁静。我
止住徘徊的脚步，也收回了梅园
里漫无边际的渺远思绪，却又蓦
然想起了一句北漂者的格言：

“你不一定要最终留在北京，但
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要让它过得
有意义、有价值。”我又深呼一口
气，向教室疾步而去。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
三届高研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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