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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庆归来， 草便长满了我的背
影。 且以匍匐之势，在漫坡与山顶之
间，排山倒海，将我从芄野一路紧追，

一直追到月光尽头的地铁人海。草一
定有草的目的，草已得逞，在一个人
心里驻扎下来。

草很沉，我很笨。 因为我无法解
读草的秘密。 顺庆七坪寨的草，掩隐
了太多秘密，它像武林高手运气换掌
时飘飞的长发或胡须。从戊戌初夏开
始，它们在我心间蛇一样乱窜，反复
缠绕指定我说出它遮盖的秘密。当地
人将那些秘密归结在一个身着长袍
的男人身上。他长得什么样？身高几
多？脾性暴躁或温和？同行者谁也没
有见过。毕竟是几个世纪前的打打杀
杀，战火遗迹的引路人总是捕风捉影
地演说———张献忠统率的千军万马
曾在这里安营扎寨。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往事的传
递过程，因当局人不在场而缺失了旧
人与今人交接的温度，风从草地走过
的空气，充满了太多扑朔迷离。 花不
说，树不说，草不说，我也不说。那些替
历史发声的人， 如同吻过野花的蝶
儿， 在低空的草尖尖上驻足凝望，恰
似落马的旅者，他的绝望是未能成为
第一个抚摸寨主胡须的先知者。

之于战争的蒙面者，我总是产生
质疑。 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山，不是
水，不是宽宽窄窄的蜀道，也不是成
都平原到嘉陵西充的时间，在旌旗与
寺院消失的七坪寨高地，它只是我面
对一片草地的距离。 草很务虚，也很
务实，不在场的历史中人，远没有在
场的一棵草重要。

草注定比人类的身体坚硬。

在纵山披绿的丘陵与山峰结合
部，那一枚耀眼的指环，远看仿佛是
从巨石里长出来的一只眼睛，这就导
致坡下的人会不断向着这个典型的
具有东方审美哲学的奇特景观攀越。

我看着巨石里长出草的表情。 它
们东一棵，西一棵，看上去毫无秩序，

但草的结构总是一撮成形， 给人强大
力量之感， 就是这种长得稀稀拉拉的
草，却有着尼龙绳般的韧性，它们配衬
着石头上生长的孔洞， 引起我不小的
警惕。 莫非它们是伫立古兵寨大风口
的兵卒化身？那些孔洞出现的位置，呈
地理三角等边状， 它或许可以顺理成
章地替代我对猎猎旌旗与隆隆战炮的
遥想。

来自邻水那边的庄稼人，在指环
下徘徊仰望， 然后独自念念有词：南
充之眼，我们邻水的父母官，也该到
这里参观，造一个邻水之眼，多漂亮
呀。 忽然，他回头笑呵呵地称我眼前
的草是蓑草。 紧接着，有几个北方口
音的年轻人称，他们那里也叫这草蓑
草。 我随手抽出青褐色的草穗，衔在
嘴里，嚼不出“蓑”的知觉。 但一个蓑
字在我心里扯出了太多无法言语的
东西。 我不知南北的草有什么分别，

在南方人的意识里，庄稼地出现的草
越多，就越能代表一个地方的衰败与
萧索。 站起身，对面的山野处横亘着
一段城墙，远看如同园林设计师镶嵌
在大自然中的一根朽木。几步火速从
巨石上弹跳下来跑过去，那么多草拦
住了通往城墙的去路。

无人走的地方，草在漫延。 当路
无知的时候，草在我眼前就成了一地
辽阔的森林。 我们穿行在草的世界，

高出我们身体一半的草，在一个个渐
行渐远的背影里， 通过手机屏显，看
上去充满了苍茫、艰险、杀机。这是蓑
草的奇妙，它让我在此次行程中掳获
了一个久远的词汇———粮草先行。可
如此浩瀚的地理绿洲，七坪寨却连一
个明确的指示牌也没有。制造历史的
人在这里峰回路转，打造景观的人来
不及梳理其间的真真假假，走马观花
的人在这里像是拐进一个错综复杂
的谜团， 除了高出槐树头顶的山包
包，到处是疯长的草，一株株披头散
发的草， 如同风中的麻绳， 自由、奔
放、隐忍、强硬。草的边缘则是高高的
悬壁，这反倒给乐于指点江山的人提
供了信口开河的庞大空间。 当然，行
至斗金观上，我们还是看到了那个蒙
面男人留下的蛛丝马迹。

这突然让我移花接木地想起多
年以前，在遥远的拉萨行走，看见路
边一块白色的木板指示牌， 上面用
炭素墨水写着———那山上有格萨尔
王的庙。多有吸引力的感召呀，尽管
山上的寺庙早已空空如也， 可每次
看见那块牌子的人， 都能产生强烈
的上山欲望， 因此我至今认为那是
世界上最具文化渗透力的指示牌。

没有文化指示牌的斗金观， 时光不
知何时粉碎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只
有草填满我们的视野。 草是斗金观
上遗迹的保护神，如果没有草，所有
的遗迹早就风化成灰， 草的强大不
得不让人产生敬畏。 草是一切真相
与虚无的装点，也是秘密的附属品。

对于草而言， 它可能会被大多数亲
临者踩在脚下忽略不计， 但草的发
现确实很重要， 战争只是草的一个

伤口，草是痊愈灾难的良药。

在以草为主要载体的斗金观上，

我看到了马槽。 一个破裂不堪的马
槽，像时间的碎片，在岁月里沿着光
滑的饮马池横躺着，里面长满了嫩幽
幽的丝茅草， 像温室里齐刷刷的秧
苗。 有人在马槽边蹲下来，点燃一根
烟，我拒绝将马槽里嫩幽幽的丝茅草
与马槽外的大面积的蓑草、野花联系
在一起，它的出现顿时把我推入一种
新鲜的幻想中。 骏马的赞歌早远去，

宝剑或弯刀锈蚀草地间，当然那些石
头雕刻的佛像早已残缺不全。几块冒
出地皮的青花残片，隐约能够说明时
间的不朽。于是我们像一只只蚂蚁在
草的根部，轮番打探时间在此留下的
痕迹。可远远近近的时间总是躺在草
的背后繁荣、沉默、呼吸。

我不知这样的古兵寨，在蜀地南
充乃至中国还遗存有多少个？就其浮
现于七坪寨的一些残缺零部件来看，

尚不足以让人清晰地还原史书上记
录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下午，太阳正
在收场之际，我们一行人沿着日落的
光，在山丘相连的四方寨背后的悬壁
上穿梭，草几乎无处不在，常常淹没
我们的身体，生怕空出一地，让我们
摸清了历史的来龙去脉。炮台上升起
的月光暗淡了刀光剑影，火红的石榴
花与油绿的槐花树，掩盖了炮灰浸染
的土壤，越往山边走，草越高，只看见
满山遍野的草在突围，它们有的开出
了棉柔的白花絮絮。草在蛙鸣的山坳
里摇曳，我们走了很远，忽然停在暮
色里，听见草在马槽里笑———

你们不是马背上的人呐，干吗非
要知道马的真相！

不离家舍，常在途中
赵柏田

我常想， 这世间的好文字都

是要勘破些什么的。 李叔同勘破

红尘，所以有“长亭外，古道边，夕

阳山外山”， 史铁生勘破生死，所

以有《我与地坛》。 什么也勘不破

的俗人，只有埋头赶路。

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开头

写道：“穿过长长的隧道， 前面就

是雪国。 ”少年时代起，我着迷于

幽暗堆积尽头的那一抹微光。 在

我看来， 那就是东方的审美和格

调。还有一年去西宁，带了一本陈

渠珍的《艽野尘梦》路上看，书上

写的是他带兵驻藏的经历， 还写

到一个爱上他的藏女西原， 一路

跟着他，最后历尽艰难回到西安，

却死了。写边地风光，非常硬辣的

文字，写到男女之情，却又变得柔

软无比。 常读的还有沈从文在沅

水漂泊， 写给女友张兆和的那些

私人信件。读着这样的文字，总觉

得他们都是特别认真赶路的人，

在途中，处处可以安身立命。

将近知天命之年，突然发觉，

这世界有多少地方是我没到过

的。 我未曾到过的地方， 此生或

许不会再去。 即便机缘凑巧去过

某些地方，也时常恍恍惚惚，不知

是在途中，还是在家里。

人年轻时， 随便买一张车票

就去了远方，年纪混大了，却愈发

懒了，离城十里，就像是在异乡。

常常就那样痴坐竟日， 但心神还

是不安分，常常作着远游。这时回

想走过的路，远的、近的，原来地

理就是一生最早的启蒙。 三十五

岁时， 我借同乡王阳明之口说，

“地理是我记忆的核心”。 我那时

说的地理，是“一次次的离去、抵

达、思乡、怀念以及旅途中归属感

的疑问”。 它们构成了一张复杂、

密致的网，是一个人成长、并获得

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部分。

我现在多么怀念那些远游的

时刻。我原来写诗和短篇小说，后

来写长篇小说和历史非虚构，中

间有两年， 我成了一个无所事事

的人， 以为我此生再也不能写作

了。是一次突然降临的远游，帮助

我走出了心理困境。那是 2004 年

秋天， 我一个人走河西走廊古丝

绸之路。 拉远了的地理空间给了

我反观自身的一个机会。

出门准备行囊时， 正好手头

有一本美国汉学家谢弗的 《唐代

的外来文明》(原名 《撒马尔罕的

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就

随手带上了。 正是这本书使那次

行走成了一场火花四溅的激越的

爱情。 那些公元八世纪前后的物

事， 在一千余公里的旅途中一一

得到了印证，万物各归其位，每个

词也坐到了实处。 收在集子中的

《向西，向西》记录了那次行走。此

后每次出门，不论长途短途，都要

带几本书在路上。有时，带去的书

与风景相宜，途中便有悠然心会。

但更多时候，走了，也读了，人与

事、词与物，却都隔膜着，碰不出

一点火星，费心费力准备的书，回

来还没有打开过。

但还是会一次又一次毫不气

馁地准备着书和行囊，相信“到处

地方都有个秋风吹上心头的时

候”， 相信旅途中会有爱情发生，

会有灵光闪现的一霎， 让四时沧

桑、 胸中海岳在某时某地如通了

电般，圆融正觉了起来。那是多么

美妙的一刻， 每个词都坐到了世

界的实处，而凌乱着的物，也在天

地间的秩序中一一归位， 如同头

顶的星空，无言中却有大美。

就像华莱士·史蒂文斯找到

那只“田纳西的坛子”，让凌乱的

荒野和山峰重新得以安排：

荒野向坛子涌起，

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

……

它君临四界，

这只灰色无釉的坛子。

它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

与田纳西别的事物不一样。

大地风景无语。“我多么富有

啊，我必须奉献。”在行走中阅读，

又在阅读中体证行走的人生。 一

次次在词与物的世界里双重行

走，相互诠释，又相互印证，成了

认识自我和他者、认识世界的一

种方式。 一颗灵明的心，不能少

了来自四时风景触发的欢乐。 就

像十七世纪日本俳人松尾芭蕉

说的，“乾坤的变化，乃是风雅的

种子”。

临济宗的义玄禅师有一偈 ，

“在途中不离家舍”， 途中的一棵

树，一片云，都可以是家。 他还有

一句话是，“离家舍不在途中”，离

开了家，也并没有一个旅途可言，

人生本是一场远行。

不执着，也不疏怠轻忽，活到

快五十岁，我好像才学会走路。有

道是：“不离家舍，常在途中；途中

家舍，触处相逢。”同样的意思，在

我喜欢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

代尔那里也得到了印证：“离开本

土而又不真正离开家是一种诱

惑， 这是一种产生于旅行癖好的

乐趣。 ”

这本书是一个人的私密地理

课。一个个地名和坐标，它们是具

象的， 又超越了具象， 其间记录

的， 是地理给予一个人的心智和

情感的双重教育。 偈云：“人从明

州来，却入庐山去。 ”我现在生活

的地方，以前就叫明州呀。

（此文为作者新书《私家地理
课》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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