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喜欢辽阔的地方，它会让人谦逊，清耳悦心。我的青
年时代在藏北高原度过，那里曾经埋下我的悲伤与欢乐。
它们如最初的精神之冢，不时继续掩埋新的心绪。许多年
过去了，某一天心灵重返旧地，翻掘遗骸，我惊奇地发现，哀
伤已经化为晶莹琥珀，欢乐变成巨蚌，养育出了珍珠。

这一切，让我感觉人的经历多么神奇！
十六岁时，我在西藏当兵，阿里有九个月的冬天，剩下的

三个月，既不是春天也不是夏天和秋天，它是在冬天的底色
上，间或涂抹着几道其他季节的无常岁月。偶尔不飘雪的晴
朗冬夜，深蓝如水。逢我值夜班，到了后半夜，困倦不已。我
会走出烛光摇曳的值班室，仰望星空。极端寒冷的空气给我
注入钻石般的清冽，极目远眺，雪山如蜡，星河灿美。

我在那一刹作出了一个决定——要向一颗微不足道
的小星学习，可以微弱，但要有光。

从那时起，我似乎从未真正年轻过。没有放浪形骸的
为所欲为，也几乎没有肝肠寸断的爱恋情愫，有的只是迅
疾奔突的行军和日复一日的躬身诊疗。每天每天，每年每
年，在世界之巅戍边一十一载。不变的星辰不变的峰峦，

同样不变的还有
弥漫一切的白色，
看飞雪的且歌且
舞，医素不相识之
人的病痛生亡。

人 生 最 大 的
纷扰，是找到意义
和价值。这题目
在我十七岁的时
候 ，已 经 悄 然 作
答。

我 有 一 个 柔
和的童年，我却在
很长时间懵然不
知。我本以为所
有的人，在他们婴
幼时代都该如此，
我 只 是 其 中 一
员。我后来才知
晓，人的放松和宁
静，很大一部分来

自安全的早期经验。我得到过许多无条件的喜欢和爱，我
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师长，让我知道自己虽然渺小，但仍是
有价值的存在。

我一生的经历，所有的琥珀与珍珠，结成一串，沉重坠
挂在我的颈项间。它们断裂了，跌落在我的文字里，愿与
同样喜欢辽阔风光的你分享。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生活是由无穷无尽的关系组成的。
你应该从中分辨出最重要的关系和相对次要的关系，

比如你和食物的关系，就比你和小学同学的关系更密切。
食物是你每天都要和其发生关联的事物，它们要进入

你的身体。小学同学，除了极个别的，都已成了回忆。
六十多年前，美国作家海明威说过：

“谁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任何人的死亡都使
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所以，千万不要去
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人是一定要有一种连接感的，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每个人都与他人相连，断裂的时候才空旷无助。不

过，不要失望，还会有新的连接发生，这就是自然法则。

妈妈是外公外婆的大女儿，这种显赫的家族地位
在她的两个弟弟妹妹各自组建小家庭后，就变得越来
越薄弱，直到她退休后，微信群替她挽回了一局。

外婆身体不好，常年住院，而其他儿女还在上班。
于是，每个工作日的上午，去医院看望外婆，成了妈妈
最重要的日程之一。主要职责包括补充水果和零食，
更换日常用品，以及询问病情。到了周末，就由弟弟妹
妹各值一天，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多年。

原本也就是兄弟姐妹们隔三岔五互通电话，说说
自己“值班期”内的见闻。也不记得从哪一天起，妈妈
建起了一个家族群，开始实时汇报外婆的每日生活，图
文并茂，每日更新。风格大概是这样的，“今天吃了一
个猕猴桃、七八颗草莓”“苹果还剩一个，明天要买新
的”“××药吃完了，我看没什么效果，得问问医生”“昨
天挂盐水，血管太细，扎了好几针”……

妈妈是个有逻辑的人，微信群里记录的时间地点
人物俱全，包含外婆衣食住行和治疗的方方面面，堪称
一本家庭备忘录，让不能随侍左右的舅舅阿姨也时刻
掌握外婆的状况。

渐渐地，群的内容又有所扩展。妈妈作为群主，排
定了值日表，周六谁去、周日谁去，要在群中“汇报”；去
的时候需要带什么、需要做什么，也在群中制定了详细
的清单。

家族这种概念，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许是模糊
的，无非就是逢年过节见的亲戚，甚至在某些语境下，

“亲戚”都成了贬义词。相比不少同龄人吐槽家族群沦
为“养生群”和“催婚群”，妈妈建的这个值日群，堪称一
股家族群中的清流，秩序感和温情并存，颇有传统家族
的孝悌风范。更重要的是，每个家族成员都知道彼此
做了什么，对照顾老人这件旷日持久的事情来说，公平
和可靠显得尤为重要。

外婆住院多年，几乎每天都有一名子女守在床前，
这在整个医院都是极其难得而为人称道的。毕竟对老
人来说，亲人陪伴是一件奢侈品。

最近，值日群的形式又有了变化，除了此前的备忘
录和排班表，还有了与外婆合影自拍环节，记录她每天
的精神状态。虽然外婆年轻时也是个喜欢拍照的时髦
女性，但没赶上手机摄影的黄金时代，假以时日，她与
儿女的病床合影，就要稳步超过此前的照片。而这些
照片，也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我，能看到抚育我长大的外
婆的近况。

是的，以上所述我都是在家族群里看到的，我并不
是值日的参与者，只是默默关注着这一切。我已经十
余年没有在这个江南小城长久待过了，有些数字是不
忍计算的，比如，见面的次数、聊天的时间以及老人的
年纪。小我 4岁的表弟应该也是如此，小时候我们都
在外婆家玩得不亦乐乎，如今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
海，群动态是我们与家族微弱的联系。

作为有几十上百个群的重度微信用户，这个家族
群是我难得没有屏蔽的。说实话，它的内容是重复而
无趣的，照片很多都没对上焦，乏味程度如同小城的夜
生活，但我还是每条必看。我并不依赖家庭，只是想知
道，我的来处每天都是什么模样。

再想远一点，等我老了，如果有人替我每天直播，
也是件不错的事呢。

散文家简媜有文道及，一
位 女 子 在 笔 记 本 上 写 下 这 一
句：“月夜时分，迟归人总是听
到水洼底的呼唤，借我一瓢时
间。”

后来，她把“一瓢”划掉，改为
“几两”。笔记本被一位陌生男子
看到，他认为“一瓢”比“几两”好。

女子也觉得水洼形状像水
瓢，用“瓢”较好。

但男子又转了念，说，还是用
“两”好，一寸光阴一寸金，既然时
间像金子，当然要用两了。

也可以改为“一尾”，因为时
间滑溜溜的，像鱼，抓不住。还可
以改为“一头笨手笨脚的时间”。

我想如果我加入他们的讨
论，会提出，我倾向于“一瓢”。

譬喻时间，通用的是流水。
光阴一去不返，暗合“人不能两次
涉入同一河流”的哲学命题。

梭罗说：“时间只是供我垂钓
的溪流。我饮着溪水。”隐士的暇
豫呼之欲出，但偏于被动；鱼上不
上钩，都不是钓鱼者说了算。不
如自行俯身，舀上一瓢。

沧浪之水兮，可以濯缨，可以
濯足；那么，不舍昼夜的时间之水
呢？

抱歉，别说时间的“将来”比
骗子的誓言还要飘缈，“当下”也

溜滑如鳝鱼，你的“瓢”能舀到的，
仅仅是“往昔”。

如此，“瓢”里带着时间的迷
离水色，其实是记忆。时间随物
赋形，人物、事件和风景，就是容
器。

舀“时间”之水，并不限量，只
要你工于怀旧，多少瓢悉随君意。

要问，你把瓢伸向哪一段水
流？少时那一段，清澈如泪；青春
那一段，用得上波特莱尔的诗句，

“不过一场阴郁的风暴”；中年一
段，因负重而沉稳，因漂泊而自由
……

你该还关心自己的身后事，
尽管放浪之士卑之为“不如即时
一杯酒”。

才活了25岁的济慈，他的墓
志铭写道：“这里安息着一个把名
字写在水上的人。”

这水难道不是时间？一辈子
庸庸碌碌也好，惊天动地也好，水
上的名字能存留多久？

知道时间可以“瓢”作为计算
单位以后，我对一切瓢状物件，如
勺，如网兜，便敏感起来。

是啊，它们都是可以从你的
光阴“取样”的。如此，且对时
间，怀有更多的戒慎、敬畏，勿在
自己身后，别人舀出的你的时间，
是连过滤的价值也没有的污水。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bscgh@sina.com联系

●中国文字中有那么多表达快乐心情的词语：欢喜、欢乐、欢欣，在英文中只有一个happy。是中国人特别乐观的缘故吗？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世俗的乐观态度，如知足常乐。记得第一次在一座汉白玉的牌楼上看到“知足常乐”四个大字，心中
是很震撼的，记忆中依稀是在五台山。当时很年轻，踌躇满志、锐意进取，猛然间见到“知足常乐”四个字，觉得怎么那么老气
横秋，一点儿都不励志。年岁渐长，才渐渐体会到这四个字当中所包含的坦然、透彻。

●人的努力是没有止境的，所有的成功都是相对的，说白了，无论你做得多好，还有人比你做得更好；无论你有多大才华，
还有人比你更有才华；无论你多么成功，还有人比你更加成功。所以如果不知足，就只能累死，而且永远不会快乐。知足常乐
表达了一种安于相对不求绝对的生活态度，尽人事以听天命，对于无论如何努力也得不到的东西，对于无论如何努力也达不
到的境界，取一种不强求的态度，这样才能安心、从容、快乐。

●知足常乐既然能够成为俗语，它就是一种民间智慧。它是对比较不成功的人的心灵抚慰，是对比较成功的人泼点儿冷
水，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限度。能够知道自己的限度以及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是人能够获得快乐的前提。能够知道自己生命
的限度以及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人能够得到一点儿快乐的大前提。而人只要凝神往深里想一想，存在其实只能是很悲苦
的、很短暂的，哪里有什么快乐可言？

大家V微语 □李银河知足常乐

□毕淑敏

我喜欢
辽阔的地方

□刘荒田一瓢“时间”

□蒋肖斌

妈妈的家族值日群

我的父亲母亲

七八年前，还在南京读书的时候，一次
约作家黄梵在茶吧聊天。他谈起了作家们
的写作习惯。比如，席勒要闻着臭苹果的
气味才有灵感等等。说来惭愧，那时我正
在准备以席勒为题的博士论文，却没有留
意到席勒有此癖好。后来在《歌德谈话录》
中才读到了关于席勒的这一癖好。

前几年重读《海明威谈写作》，让我对
写作似乎有了新的认识。这个大块头、很
汉子的作家关于写作的话，叫人看了心里
一阵激动。他讲，自己每天早晨起来写作，
刚开始的时候感到有点冷，写着写着就暖
和了……对他来说，难的不是写，而是在完
成每天的写作量后，挨到第二天的来临。
我能感受到，在那种等待中，有至高的愉悦
与幸福。海明威的话终于让我比较切实地
意识到，无论一个作家的生活看起来多么
精彩和光鲜，写作本身都是一件极其个人、
也非常不易，需要用每一天的努力去做的
事。

《怪作家》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如果
不是好友任建辉的推荐，很可能我会像之
前一样推掉。翻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何况有翻译大家的高标树在那里，仅仅出

于敬畏之心，也不敢轻易为之。
书中有些作家的行为实在称得上“怪

癖”。比如纳博科夫、阿加莎·克里斯蒂等
更喜欢在浴缸里写作（后者不仅待在浴缸
里，还喜欢在浴缸里吃苹果），杜鲁门·卡波
特要赖在床上才能写作，威廉·巴特勒·叶
芝则喜欢像龙卷风一样快步走在大街上，
一边挥舞着手臂一边喃喃自语，完全沉浸
在灵感激荡下的创作中……

从书中所讲的作家们的情形来看，总
体而言，如果不是因为白天里有人搅扰，选
择在夜里写作的人会少之又少。巴尔扎
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不得已才在晚上
写作。还有一些选择在晚上写作，是因为
白天的工作占了他们太多时间。一个人，
内心里有多少冲动和激情，才会为了写作，
在夜里想尽办法与疲劳和困倦相抗争？席
勒如此，巴尔扎克如此，卡夫卡也不例外。

看着卡夫卡从深夜写到第二天清晨，
几乎来不及休息一下就去公司上班，我们
很难不动容。这就是一个作家为写作付出
的代价。如果说巴尔扎克为了提神而不断
喝咖啡，直接毁坏了自己的健康；那么，席
勒、卡夫卡后来所患的肺结核，以及40多岁

的早逝，与多年的熬夜写作很难说没有关
系。有时，一个作家为了写作而可能付出
的不仅是艰辛和努力，还有自我的献身。

巴尔扎克可能算有史以来最努力的作
家之一。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呢？

为了写作，他们需要克服的更多：乔伊
斯弱视，不得不用蜡笔在纸上写很大的字，
甚至为了获得更多的光源，特意穿着白色
的衣服写作；普鲁斯特长期卧病在床，不仅
要克服外面世界的干扰，还要克服身体的
痛苦——为此，他一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
象的努力，正如他的仆人所说，真不知道他
每天晚上什么时候睡。这种在艰难抗争中
努力写作的身影，更让人难忘。

相比之下，托尼·莫里森每天早上五点
钟起床，为了能够在孩子醒来之前写作，虽
然没有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那样“悲壮”，却
有一种更为日常的坚持，同样动人——许
多女作家都是这样，在生活的间隙里写
作。比如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
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

如此，我们就知道这些名作家们是如
何写出伟大作品的：以其超乎常人的激情
和努力。

□宋宁刚谁说作家都熬夜文史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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