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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保持着散步的习惯。散步，
是生命的享受。心里装着烦恼的人，是没
有心思散步的。在生命的间隙，在追逐梦
想的路上，我会静下来到田野里散步。仿
佛一个孤独的行者，和田野、空气、寂静朝
夕相处，让我的心境趋于和谐。

师范毕业后，我在这个小县城做了一
名教师，业余时间开始写作，在报刊上发表
了一些小说后，便把作家确定为自己的人
生目标。八年后，我进了政府机关，给领导
当秘书，远离了写作。又过了八年，我当上
了局长，开始“风光”起来。坐小车、赴宴
席，听着恭维话，板着脸训斥人，陷入了庸
俗的泥坑，自以为这就是美好的人生。可
是我并不懂得“为政”之道，不晓得怎样处
理上下级关系，胸怀一股激情，却常常办砸
了事情，结果被免掉了局长，到县文联做了
一名虚职。那个冬天，我的心情黯淡到了
极点，于是在书籍里寻找慰藉。

那个冬天，我的牙齿会敲击着冷战。
我明白，那不仅仅是因为寒冷，还有精神方
面的因素。我周围所有的人，在冬天都缩
着脖子，我怎么能高扬起头颅？牙齿的敲
击只是一种表象，反映出精神的萎缩。

走进西安解放路的一家书店，看到了
梭罗的《瓦尔登湖》，于是买了回来。打开，
才发现那是一本寂静的书，是一个人的寂
寞。如果你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恐怕很难
进入他的文本。梭罗自己也说：“请原谅我
说话晦涩。”例如，那失去的猎犬，栗色马和
斑鸠的寓言，爱默生的弟弟尔德华问过他
是什么意思。他反问：“你没有失去吗？”却
再也没有回答了。有的评论家说，梭罗失
去过一个艾伦（斑鸠），一个约翰（猎犬），可
能还失去了一个拉尔夫（栗色马）。但在这
漫长的人生中，谁又能不失去些什么呢？

对梭罗的崇拜，源于他那种寻求安静
的方式，这也正是我迫切需要的人生方式。

《瓦尔登湖》之后，我又读到了卢梭的
《孤独散步者的遐想》，精神悄然明亮。它
是一盏思想的明灯，让我在漆黑的大海上
得到安慰和力量。怎样理解卢梭命定的孤
独？它是光，我是被它照亮的部分。好像，

在实现自我理想的征途上，我寻觅到了精
神的知音，内心涌满幸福的感觉。

于是，我重新开始写作，找回曾经失去
了的自我。

我是从一本介绍性的文字走近卢梭
的。短短123页的《卢梭》，我用了两个星
期才读完。那是在寒冷的日子里完成的，
我的周围，受寒冷的影响，竟然没有发生任
何事件。对于阅读者来说，这是极好的氛
围。阅读完毕，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对于
卢梭，我不知是崇敬仰服，还是扼腕长叹。

《孤独散步者的遐想》是卢梭以日记形

式写下的随笔集，是在岁月中被人们铭记
的一部杰作。在这本书中，卢梭与自己交
谈，对自己的心灵进行分析和解剖，真实地
再现了作者处于最纯真状态中的形象——
真诚、淳朴、爱自然、爱人类。你能把心安
静下来吗？如果你还沉浮于喧闹之中，我
说，你最好选择逃离，然后再打开这本书。

2004 年以来，我陷入在自己的文字
里，难以自拔。在实现作家梦的旅程中，我
仿佛一个孤独的行者，除了写作，就是安静
地读书。我喜欢安静，习惯从安静中获取
思想的重量。人们常说，作家应当找一个
僻静幽雅的去处去创作。我以为，读书，也
需要这样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
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作为读者，最需要
的是朴素淡泊的心境。外面的世界很精
彩，我却孤独地读着书，写着文字，在月光
下执拗地寻找自己的影子。荷马和左丘明
用声音录下史诗，我却常常用大拇指和食

指撑住下巴，陷入惯常的思索里，编织着一
些景象、氛围，或者故事。

孤独的行者。我常常这样自嘲，也安
慰着自己。渐渐地，我感觉到自己的文字
并不适合小说，于是开始尝试散文随笔的
写作。也许，是梭罗的《瓦尔登湖》给了我
抒写自然的灵感，是卢梭的《孤独散步者的
遐想》给了我表达心灵的方式，写出来的文
章相继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
学》《散文》等文学刊物上发表，获得了冰心
散文奖、孙犁文学奖、柳青文学奖，走进了
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门。

孤独让我读书，读书让我获得了小小
的成绩。读书不仅与博大深沉的审美体验
悠然相关，与深邃的思想相伴而行，同时，
孤独和读书会让人保持清醒，抗拒外界的
诱惑。滚滚红尘中，名誉、金钱、地位、美
女、香车、豪华的别墅，人们往往不由自主
地被其诱惑。孤独是一种境界，读书是一
种幽思，能使我们在沉寂中抗拒诱惑，在清
冷里获得思想。

孤独是高尚的。真正的孤独是“孤”而
不“独”的，孤独者悠远、缄默地沉思，连接
着生命的一切领域，贯通着气象万千的纷
繁世界。孤独者的心胸像天空一样宽广，
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在天空书写着一个大大
的“人”字。

夜已深沉，万籁俱寂，我还坐在书房
里。这是我保持孤独的习惯。有人面临孤
独，选择对一匹马或者一棵树说话。这是一
种禅的境界，一般人很难享受得到。我的书

房除了书，还有一对沙发，几盆花草，它们成
为我寂寞的伴侣。常常，在写作疲倦的时
候，我会和它们促膝谈心。在那个时候，它
们是有思想的。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也许，
我会打开书页，凝视着书里的句子和它的作
者对话。它的作者，可能是老子、庄子，也可
能是梭罗、卢梭、蒙田、尼采或者叔本华……
这样的对话是很有趣的，他们会启发我怎样
做人，怎样思想，怎样写作。对话完了，我会
拉开窗帘，遥望夜空里的星月。我知道，那
是哲人们凝视过的夜空。

我所在的小城里，人们已经进入睡眠
状态，我耳畔里的鼾声此起彼伏。只有我，
依然在田野散步，固执地滞留在大地上梭
罗和卢梭以及众多哲人留下的阴影里。是
寒风，一次次催促我回到书房。打亮灯，我
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哲人那沉思着的画像
上，自信、坚强、执着，这是一个孤独者的神
态。人们，要经过多少次碰撞后，才能记住
一张脸呢？

庄子的好处，是在一个人无助的时候，
竟然出现了慰藉。这种慰藉纯粹属于精神
的层次。只有在孤独中，才能开掘与营造
内心世界，才能有效地体验最深沉的审美
情趣，才能实现崇高的审美理想和审美信
仰。正是在孤独中，自我在认识上作深沉
的反省，从而认识自我使命和生命意义。

孤独的行者，这是我排斥人生烦恼、
解脱庸俗的最好方式。散步途中，或欣赏
田野的风光，或坐在田埂上安静地读书，
是我生命的惬意。如果有风吹来弄乱了
书页，我会想起古人的那句“清风不识字，
何必乱翻书？”也许此刻，我的灵感就会上
来，于是疾步走回书房，在电脑上敲击着
属于自己的文字。

孤 独 的 行 者
赵 丰

当枝头的第一片黄叶渐染了初秋，赏
秋的人就走在路上。

在霜风的浸染下，草木由碧绿慢慢地
被染上红色、金黄色……五彩斑斓、层林尽
染，似画家笔下的山水画卷。踏秋的人急
不可耐，赶着趟儿去赏红叶。

一大早，载着十八人的中巴车从商州
出发，赶往山阳天蓬山寨。在蜿蜒的山道
上，蛇行而上，雾霾越来越浓。头一天晚
上看天气预报有雨，热心人还特意在群里
提醒不要忘了带伞。这不，雾这么大，莫
非真的有雨？

这一次，一行人跟随“带着微博去商
洛”团队出行，到天蓬山寨赏红叶，每个人
的心里都有太多的期待。妻子是一个旅游
爱好者，一有空闲就打听哪里有好看的、好
玩的地方。近的如丹江公园、莲湖公园、金
凤山、仙娥湖，都留下了她往复的足迹，乐
此不疲。那鲜黄的桦树，火红的枫树都被

她拍成了抖音，发在朋友圈获得了无数点
赞。早听说天蓬山寨的红叶艳丽，韵味十
足，这回真要开开眼界了。

车一直开到山顶，下车步行从北门
入。一座吊桥搭在两山之间，底下是万
丈深渊，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考验着每
一个人的胆量。好不容易走过去，到达
对面的山寨。寨子三面悬空，与世隔绝，
险峻无比。相传清朝时，天蓬山寨曾有
一朵美人花。她就是白莲教美女首领王
聪儿，曾在山寨盘踞数年，打富豪、均田
地。“美人出浴着红妆，争香斗艳为谁
忙？纵使花意蕊中藏，奈何花开气自
芳。”这朵侠女美人花，给山寨蒙上了传
奇色彩，吸引了无数游客。

至今留下来的有兵营村，有山寨集市，
有韦家寨。长廊上有小木屋，只要游人扫
码，就能随时休憩。一杆“大王”旗迎风招
展，友人一时兴起，坐在太师椅上，八面威

风。往下看，万山红遍，流光溢彩，像新娘
子顶着红盖头。那么，谁是这儿的新郎？
没有应答。

一级一级的台阶，引着我们一直向下
走，近了，离红叶更近了！那红叶红得像
火，红得耀眼。雾霾散了，太阳出来了，红
叶反射着太阳的光，我的身上也暖洋洋
的。女士们脱去了厚外套，各自搔首弄姿，
秀着明星范，拍着抖音。人因景而超凡脱
俗，景因人而含情脉脉，我们沉醉在这如诗
如画的景色里。

追逐满山的红叶，走进谷底，水声轰
鸣，不绝于耳。只见一挂瀑布飞流直下，如
一条白鲢，在山谷间穿梭游动。瀑布、玉
潭、清涧，环环相连。秦岭深处逐浪花，水
与红叶相媲美。落差大处飞珠溅玉，浪花
朵朵，给人惊喜无限。

有一处“临渊潭”，传说孙悟空曾在这
里降服了猪八戒，让他拜唐僧为师，加入了

取经队伍。仔细看，有一块石头还浸在水
中，像是猪八戒被打的脸。

美丽的传说，给这块净土增加了一层
神秘色彩。再往下去是南门，我们不敢再
走了，因为车还在上面。沿原路返回，从下
往上看，刚才路过的风景更加奇绝险峻。
想起苏东坡的一句诗：“远近高低各不同，
只缘身在此山中。”

走在天蓬山寨里，秋天的栅栏门为我
打开。红叶，在秋风里浩荡。我深陷在山
寨里，不能自拔。

商洛山
（总第2269期）

刊头摄影 刘发善

题图摄影 杨志胜

在古城中学读书时我患上了严重的
失眠症，多少年一直没有调整过来，尤其
是辗转反侧的长夜，难以入睡，这个时候
最难受了。

干脆拧亮枕边的台灯，漫不经心地翻
看着手边的书，看得最多的是《芥子园画
谱》，我喜欢这套书的山水卷、人物卷。此
时，天空地静，万籁无声，随手慢慢翻阅着
手中的画谱，越看越喜欢，我不是画家，只
是看古代画家笔下的山水、人物。古人画
春天的山，繁荫婆娑的山、秋色萧瑟的山、
冰雪覆盖的山，有的山势逶迤连绵，有的奇
峰凸起，有的苍苍莽莽，有的清幽俊秀，真
个是千姿百态，气象万千。

古人画水，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含蓄美，画面上不是大江东去也不
是水流潺潺，只是一叶小舟，顺流而下，
舟中客人一个，船夫撑着竹篙，仿佛正
猛地点篙，疾驶而去。或者是画一户临
河而居的人家，门前小河正泛起朵朵浪
花，山居人家的恬淡、朴素和宁静迎面
而来。更多的是表现封建社会士大夫
怀才不遇隐居山林，垂钓江湖的画作，
画面上这些隐士，轻裘暖帽，面色恬静，
垂钓碧水，他们是在钓鱼也是在钓一种
心情，表面看上去清静无为，实则内心
真的平静如水吗？

古代画家笔下的人物，看起来更是

精彩绝伦，韵味悠长。画面上有峨冠博
带的历史人物，有神话传说中的各类神
仙，更多的是体现古代情怀郁闷的知识
分子内心的苦闷和哀伤。看起来新浴后
男子衣袂飘飘，潇洒俊逸，或者三五知己
临溪而坐，品茶奏乐，或者树下谈心，侃
侃而谈，衣着随意，散散淡淡，我们仿佛
听到了他们谈话的内容。散淡的外表难
掩内心的波涛汹涌，当然也有表现真正
的隐士生活的画卷，这些品行高洁、学富
五车的大学问家，也许早已看破红尘看
破纷争，愿意过林泉生活，观海听涛，捕
鸟赏花，看云聚云散，看花开花落，看林
中月，想平生事。心如止水，老禅入定，

心思清幽而淡远。
同时，画家的目光也注视着更多普通

老百姓的生活。有一幅画卷上，一个山里
的樵夫打柴归来，涉水过河，樵夫担着柴
担，挽着裤脚，正艰难地蹚水，冰冷的河水
刺激着樵夫。还有一幅春耕图，初春时节，
农夫背着木犁，赶着一头牛往地里走，走到
河边的大青石上，石板上还是清霜凛冽，牛
踏在有霜的石板上激得抬起了一只脚掌。
随手翻阅这两本画卷，真切感受到了古人
艰辛、缓慢、沉重的生活，这些才是最宝贵
最值得珍视的生活。

这样的夜晚，看着画册竟然如迷如痴，
书从手中滑落，酣然睡了去。

夜 半 深 沉 看 画 谱
宋瑞林

此刻，就靠一层薄薄的
油纸为我抵挡风雪，风吹过
来的雪打在油纸上沙沙作
响。油纸一会儿被风吹得
鼓了起来，一会又缩了回去
呼呼啦啦。风很刁钻，无处
不在，一个细小的缝隙它就
嗖地一下穿过。如果有一
个角被撕开，一定会越撕口
子越大，锲而不舍地把油纸
完全揭开，任它在风中凌
乱。凛冽的风吹得屋里都
是土腥味儿，望着黑洞洞的
夜，毫无安全感，注定今夜
与风同舞。

天太冷了，人们在火盆
里搭上木柴拢一盆火，你坐
在北面烟飘向你，你挪到西
面烟又朝你扑面而来，直熏
得你灰头土脸眼睛眯缝才
肯罢休。你说算了算了不
烤火了，可烟这时候偏偏又
走了，直线朝火焰上空飘
去，好像调皮的孩子专门作
弄你似的。烟本无根，使它
缥缈的是风。

春天的风不紧不慢徐
徐而来，像温柔的手触摸大
地，逗弄醒了冬天蛰伏的虫
儿，拔绿了害羞的小草，一
夜春风撩拨得十里花开，随
风而动的柳条含情含笑，二
月春风似剪刀，柳芽儿慢
慢舒展，几天不见就被剪成了一条大辫子。夏天的风可亲又
可气，闷热的夏天都期待刮一阵风，带走燥热的暑气，有时它
会尽人意，悄没声儿地来寂静地走，好像它还没有来过，但我
们却感到了一丝凉爽，脸上手心不再那么汗津津的。有时，
它却变了脸，急吼吼地来，飞沙走石风起云动，狂风暴雨电闪
雷鸣，满街的人都着急忙慌地奔波，急着赶回家的路人，收拾
物品的小商小贩，步履蹒跚的老人被风吹得摇摇晃晃。但它
依然没有停歇的意思，继续嘶吼着呼啸着扫荡而过，掀翻了
汽车，刮断了树木。等它宣泄完了，一片狼藉，面对它的肆
虐，我们却无力对抗，只有默默地收拾它造的烂摊子。秋天
的风看似无情却有情，它越刮天气越冷，秋风吹过层林尽染，
把秋的韵味渲染到了极致。吹黄了银杏叶，吹红了枫叶，吹
落了柿叶，只剩下红彤彤小灯笼似的柿子挂在枝头惹人爱
怜。吹走了长青植物的干枯叶子，使它旺盛的叶子更显得出
类拔萃。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冬天的风凛冽
而纯粹，风穿过山林排山倒海的呼啸声越逼越近。没有人喜
欢冬天的风，刀子似的刀刀割破脸皮。人们缩头缩脑畏手畏
脚，一个个出门裹成了粽子。冬天的风让村庄里有些许悲凉
落寞，让城市里乌烟瘴气尘土飞扬。也许人们心里一直祈祷
可别再刮风了，可意想不到的惊喜却悄然来临。有天夜里刮
了一夜的风，清晨打开门，清冽的空气迎面而来，目之所及千
树万树梨花开。心里是不是有一丝丝窃喜，咦！昨夜的风还
是蛮可爱的嘛！

眼前那荒凉的故乡山梁、田野，曾经也是春芽初发、夏日
一片葱茏，秋风里瓜果飘香……联想到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
这样呢？生生不息，万物轮回皆自然。人们常说少年就像摆
开风的杨树见风就长，几场风下来一下子蹿出很高。春天的
风是和煦的温暖的，犹如少年葱郁而生机勃勃。人常说风一
样的少年，温暖中透着青涩微冷。青年人爱憎分明，爱就爱
得浓烈，恨就恨得彻底。也有天下唯我其谁的勇气和霸气，
多少青年都曾有一个英雄梦，仗剑走天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夏天的风就如青年热情洋溢洒脱率性。秋天犹如人
到中年，内敛隐忍稳重。度过了春的青涩夏的浮躁到了收获
的季节，五彩斑斓瓜果飘香。没有狂风也没有巨浪，只有寂
静的温柔。冬天的风好像没有穿衣服似的，赤裸裸地刮过山
梁刮过田野，无须伪装也不用牵强，使人浑身透着凉意。就
如一个老年人的目光注视着你，在他面前你无处躲藏，透过
皮相直奔骨相。

愿我们过尽千帆历尽沧桑后能做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
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与睿智。风依然是那个风，我们还
是原来的我们，生生不息，四季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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