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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质地与格调
——有关李廷贤《商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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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年
湖水的三种说法

湖水总是与一些心平气和的事情联
系在一起，空旷，舒缓，近乎无边无际，像
孩童时代常常趴在母亲的膝上听到的传
说。这是因为湖水是真正的乳汁。劳作
的 人 们 、肥 沃 的 田 地 、牛 和 羊 、城 市 、乡
镇，都趴在这丰腴饱满的乳房之上，尽情
地吮吸。无穷的乳汁进入我们的身体，
进入我们的血液，和血液一起流淌……

当湖畔山峦被早春的阳光染成一芽芽
信阳毛尖，湖水便是水之细软。一个软字
怎了得？甘冽，有清凉；鲜活，能溯源；轻
洁，质地轻；澄澈，水之良。精茗蕴香，借水
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信阳人的日子
是南湾湖水冲沏的青茗。

一向平静的湖水，本质上，我更愿意说
它是这座城市深处的轻。那些阳光才是阳
光，透明的阳光，荡漾在每条道路街巷，照
耀我及我的亲朋好友的生活，让每一扇窗
口都感到舒畅与自由。那些月光才是月
光，轻轻飘来的月光，熟悉而又陌生，清白
无邪，每个人都得以抚慰。那些风才是风，
或激扬，或温婉，或清芬。深处之轻，是在
这座城市的耳边喃喃絮语：尽情地滋润和
幸福你的百姓吧！

摇啊摇
唐诗中最坚硬的那句，被拆做了船身，

宋词中最温软的那句，被直接拿来，做了
桨。南湾湖的女子轻吟歌谣，暗香泅透内
心和她鲜为人知的爱情，正在船上，守候一
湖的思念。

南湾湖，氤氲出爱情的香味。
大水统一了视野。船，是水的笑靥。

船在水里，才有位置，才是自己。形而上，
阅历世故，幸福的情愫将船身拍打，时时响
起。海枯石烂，天荒地老。

此岸，彼岸，彼岸此岸。烟波苍茫，苍
茫深处，佳人已泪水横流，一如南湖风月之
水源远流长。

这样的时刻，无需放歌，也无需潺潺
而来的水声，在湖中摇动那叶写意的轻
舟，便像一朵盛放的栀子花，让岸的心情
楚楚动人。

这匹亮色是谁家的绸缎？这抹婉约又
是谁家的柔纱？

用心回应清澈的目光和干净的呼唤，
用船回应那些水，那些清扬的春之梦和欲
说还羞的笑声。

青山绿水，渡谁而去？从它的意境出
发，谁，都可能成为自己的异乡人。

水把所有的水都交给了船。
在 船 上 ，撩 起 的 湖 水 ，一 经 思 想 ，就

无法收回。在船上，你得紧紧抓住情感
的栏杆。

抒情的鱼
多少年了，鱼只把许多温暖的纪念留

在湖中，忘记了天空与大地，超世的安宁
像水，静静流入鱼的心中，与鱼的日子融
为一体。

有些鱼从来都是在水里一丝不苟地游
着，悄无声息地游着，认真地吐泡泡，摇尾
巴。如此寂静，就像一切都刚刚开始，且显
得从容而优雅。

有些鱼成群结队，守护着，奔走着，追
逐着，传颂着，敲响湖水，弄出动静，以一腔
深情与另一腔深情的关系，将南湾湖的生

活过得风生水起。
有些鱼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常常跃

出水面，一个漂亮的转身，在空中完成造型
后，又自由地扎入水中。转瞬即逝，却刻骨
铭心，如花朵开满湖上，开满时间。

多么温馨，就像一条始终被揣在怀里
的鱼。

对于鱼，南湾湖充满意义。无论在人
群中怎样行走，南湾鱼，已成为很多人记忆
里的盐。

目光轰轰烈烈，经过南湾湖，穿越鱼的
一生。

岛
一座岛始终清净、透彻！
不见轻舟剪水面，平了心绪，定了山

影，静了碧空蓝天云。
古老的茶园，拙朴的草庐，收容一个孤

独的身影，抚慰一颗茫然的醉心。
枕一方孤岛，看年代不详的新月与落

日，没落的时令将远走他乡。
岛是南湾湖真实的纹理，是一种事物

的形态，抑或独立不二的意象。
哪里有狭窄，这里就有宽敞，哪里有枯

燥，这里就有繁茂，哪里有喧嚣逼仄，这里
就有淡定从容。

所以，岛是南湾湖集中的才华。
倘若湖中无岛，南湾湖终是一滩水，无

论是绽开春天的笑容，还是吐纳芬芳的呼
吸，都将索然寡淡。

最好是，走上南湾湖中的一座岛，走到
最高处，站在一棵大树下，环顾四周：浩渺
湖水，葱郁山林，另一些树，更多的山峦与
更丰富的远景……

深深呼吸，深深感受，深深凝望。
有多少安宁归于安宁，有多么辽阔归

于辽阔。只留下自己，想象自己的情景：被
内心的波浪推搡着，借着湖水的浮力，从水
边石头上站起。

接近
沿着缓慢的湖水，路径在那里汇合，人

与鸟，全都通往丰饶植物的始端。
湖中岛屿的土壤异常肥沃，种满各种

各样的鸟声。
很多地方的许多情景消失了，这里的鸟

仍然飞着，并且越来越多，常常人与鸟，或鸟
与人，一步又一步，一步比一步，更接近。

鸟，一直在我们身边，在我们需要的时
候。当水温处于冰点，或者临近沸点，就有
一只鸟，几只鸟，一群鸟，有时甚至有很多
很多只鸟，恰巧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翻
飞，鸣唱，歇憩，探望……

树拥抱着鸟，幻异飞翔的身影。白色
的，白色之上表达白色，绿色的，绿色混淆
着绿色，黑色的，黑色重复着黑色，灰色的，
黄色的，还有红色的，还有色彩间杂的。述
说与吟诵，翘盼与聆听，在天地之间，安详
而灵性的目光，蓄满一尘不染的湖水。

翅膀又打开了，伸展着，南湾湖上空顿
时瘦小了许多。

至于暂时空出的树的枝头，就先让它
空着，空着往往就是守着，守着家和即将随
鸟而到来的果实。

鸟，构成南湾湖四处游走的图景。
一袭羽衣，一束展翅的光亮，一枝射入

梦中的银翎，一幕期待的场面……
闲庭信步，听鸟语花香。④6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今年不能回老家过年
了。年关将至，老家的年味在我的脑海里越来
越浓，我的思绪也再一次飘回到了去年的那场
山雪中。

那时的我归心似箭，离老远就闻到了家乡
的气息，是那种宁静、安详、与世无争的气息，轻
轻闭上眼，深吸一口气，胸口满是泥土与大山的
芬芳。一颗激动的心早已越过白雪皑皑的山
峦，飞到了儿时小伙伴们的欢歌笑语声中，飞到
了母亲亲手做的香喷喷的白面馍前。

回到家中的院子里，正在啄食的家鸡被我的
脚步惊得嘎嘎逃窜，父亲打了声招呼就去喂牛
了，母亲问我饿不饿之后便去厨房忙活了。一
年没见的弟弟继续看着他的电视，仿佛我不曾
回来——这是他从小到大和我打招呼的方式。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床上被窝里还有一个人：四岁
的小外甥女。我逗她说：“叫舅舅。”她腼腆一笑，
用被子把头蒙了起来。妹妹和妹夫年前去福建
打工了，小孩儿便由她奶奶和外婆轮流照看。不
一会儿，母亲就说开饭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摆了
一桌，久未见面的一家人在小外甥女的嬉闹声中
动起了筷子。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偶尔还有鞭炮
的响声，年味渐浓。

除夕是个很特别的日子。这一天，父亲要
劈柴、扫院子，母亲则是剁馅儿、捏皮儿，准备包
饺子，我和弟弟的任务就是贴春联和放鞭炮，去
年则多了一个任务就是照看小外甥女。贴好了
自家的春联，父亲又让我们去帮三奶奶贴春
联。三奶奶的儿子、儿媳、孙子都常年在外打
工，已经好几年没回家过春节了，她的饮食起居
都靠邻里帮着打点。在农村，一个八九十岁的
老人如果没有儿女在身边真是件不可想象的事
情，《论语》中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如今在农村，这样
的老人却越来越多。

放完鞭炮，一家人开始吃饺子。母亲说：
“每个人都必须吃够两碗或者四碗。”从小到大都
是这样，哪怕第二碗或者第四碗里只有两个饺
子也行。我常常吃三碗就饱了，于是问母亲：“为
什么要再吃一碗？”母亲说：“吃双数好。”除夕的
鞭炮和饺子似乎是一种仪式，仪式完了，忙碌了
一年的人们才真正从身体和精神上彻底放松了
下来，心安理得地享受起过年期间难得的空闲
和清静。

入夜的小山村，寒风阵阵，树影婆娑。除夕
之夜,城市里往往灯火通明，人声喧闹，而在老
家却是那样的静谧，宛若置身世外桃源。山里
就那么几户人家，人们互相串门，聊天，每个人
的脸上都挂着笑容，那是和家人朋友团聚后幸
福与满足的笑。一群朋友来找我，我们从小一
起长大，如今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只有过年，才
能见上一面。于是，几个人，几瓶酒，开始了一
场欢聚。伴随着吆五喝六的划拳声，我有种时
光倒流的感觉。当年一起掏鸟窝、一起放牛羊
的小伙伴就在眼前，那些无忧无虑快乐成长的
日子也仿佛伸手可及。

大年初一，一家人都起了个大早。小外甥
女吵闹着要穿她妈妈早已为她买好的新衣服。
我母亲边哄她边为她穿衣服的样子，一下子把
我带到了小时候。

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是我最大的幸福和期
盼。母亲也会在我们除夕夜熟睡的时候把新衣
服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我们的枕头边，然后在大
年初一早上用“起来穿新衣服”做诱饵把我们叫
醒。穿上新衣服以后，便和小伙伴们一起高高
兴兴地挨家挨户去炫耀了。直到有一天，我突
然发现，我们的衣服年年新，而父母的衣服却一
直不变样，并且到处都是补丁。为此，我还理直
气壮地埋怨过父母：“过年不穿新衣服那还叫过
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渐渐明白，在那个缺
吃少穿的年代，父母不穿新衣服正是为了让孩
子们穿上新衣服。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决心过
年不再买新衣服了，身上的衣服什么时候穿破
了再买新的，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

看着小外甥女穿上新衣服后蹦蹦跳跳的样
子,我忽然感到心酸。毕竟，我和弟弟妹妹小时
候的新衣服都是我们的妈妈亲自帮我们穿的，
而她却只能由外婆来给她穿新衣服。但仔细想
想，在农村，在大年初一早上，不能由妈妈亲手
穿上新衣服的小孩又何止她一个。

父亲吃完饺子后便对我说：“回来了就到
村里人家里都坐坐，见了小孩都给点压岁钱，
也不枉在外面混个人。”这倒是我从来没有想
过的事情。每年回来，我都是只是到亲友家里
拜访，很少到其余的人家去。当我走到那些乡
亲的家中，看到四周熟悉的陈设，看到一张张
亲切的面孔，我才恍然明白，幼时的我原本就
是这里的常客。那时，我常常不请不来，蹭吃
蹭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眼睛只看着外面
世界的精彩，忽略了父老乡亲的厚爱。他们的
热情扑面而来，我知道，这份热情是纯粹的，发
自内心的，源自从小照看我长大的那份感受，
绝对无关身外的标签和符号。其实，我们这个
小村子也就 12 户人家，可我却一晃很多年没
有挨家挨户地去串门。当我过完年假要回城
的时候，一村子的老少爷们都来送我。那一
刻，我感慨万千，乡亲们的要求真的太少，哪怕
你只是去他家里转转，只是一句平常的问候，
他们就会铭记在心，以自己的方式回报你。我
从心底生出愧意来，我的父老乡亲，请原谅我
的忘情，请原谅我再一次离去。

“雪落炊烟起，不远闻鸡啼；路人相见笑，家
犬摇尾急。”曾经，这片土地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而今，我却似乎成了山外来客。山还是那座山，
树还是那棵树，变了的是发肤和容颜，不变的是
乡音和乡情。我想，距离再远，相隔再久，家乡
的人们都会喊着你的乳名笑脸相迎，浓浓的乡
音会瞬间融化你心中的寒冷与疲惫。

回城路上，面对春运期间人车的拥挤与喧
闹，我淡定了很多。亲情与乡情浸润着我，让我
觉得富足而从容。

年味越来越浓，回家看看，让自己的心灵来
一次还乡之旅吧，也许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收获。④6

腊梅就像夜空中的星群
当腊月来临时
我就站在院子里倾听
腊梅花的香气开始闪亮
而我站在黑暗中
听，一朵花在风里伸开了翅膀
我听到她细微的响动
然后所有的梅花都开始飞翔
好像冬天夜空里的星群
这个时候让我们静默
梅花的香气让这个世界颤抖而洁净

尚未到来的雪
我总觉得她会来
我甚至听到她的敲门声
她的手指那样冰凉而纤细
像竹叶在冷风中颤动
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等她
杨树，喜鹊，城市，田野，甚至那只被雾霾
弄 脏 的 麻 雀

还有那老是灰蒙蒙的天空
都需要她来擦亮
我甚至在梦里看到了她洁白的身影
拉开窗帘的瞬间
我大声叫喊：雪，雪，雪
窗外一大片塑料薄膜像人类排泄的废物
对着我露出狰狞的牙齿

爱上了微小而寂静的事物
通过星空

我爱上了微小而寂静的事物

遥远而清澈

钻石一样的光芒

直抵内心

就像大提琴在树林里响着

落叶纷纷

就像梅花在寺院的一角开着

她的香像碎玻璃一样闪着光

走在这样的小路上

我像麻雀一样跳跳蹦蹦

就像那座金色的塔站在夕阳下

风绕着它飞来飞去

一只灰喜鹊站在塔尖

在数着刚刚走上山的人

寺院的晚钟响了

震裂了水晶一样的空气

那停在树梢迟疑的云也动了动

你已经走了好远的路来看我
那束白玫瑰走了好远的路来看我
昨夜还在温暖的南方吧
那里的露水像你的眼睛一样清澈
然后又是谁站在晨光里摘下来
又是哪一双纤手把你挽成花束
你又如何认识我
知道我喜欢白色的花朵
现在
你站在桌子上
叫我的小名④6

眼下，到处都有人在宣传吃素。吃素减肥，吃素
防癌治癌，吃素长寿，吃素环保，吃素慈悲……有的
神乎其神，以专家学者的名义，给出诸多看似合理的
解释。

我喜欢科学，也关注佛教，写过科幻作品，也尝
试修行，我尽量吃素，很少吃荤。但是，我依然想谈
谈我的看法，我不赞同那些无限夸大吃素作用的不
科学的说法。

关于吃素慈悲的说法，我看不成立。
这个不是佛陀的本意，佛陀的意思是不杀生、爱

生命。吃素是好的，但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把
吃素当作慈悲的先决条件。

为什么呢？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对自然、生命
的理解有偏颇，不是秉持真正的自然本位主义，不
是真正地爱自然、爱生命。真正的慈悲是对自然
界万事万物的不分卑贱的爱，不仅包括我们一般
意义上理解的生命，也包括我们过去看作是非生
命的物质。

首先，很多人以为只有动物有生命，动物比植物
高级，不可以杀死动物，但是可以杀死植物，这个观
点是极其错误的。植物及其种子也是生命，也有生
命的尊严，要一样被尊重。不杀生，也应该包含对植
物生命的尊重。对于一般活着的植物有生命、有尊
严的说法，大家容易理解，但是对于种子也是生命，
大家不理解。其实，种子是一切植物的根源，它是潜
在的生命体，这个道理和开春的时候，大家不要捕
鱼、不要吃鱼子的道理是一样的。

其次，不仅植物、动物是生命，我们一般意义上
理解的河流、山脉、石头、泥土，在我看来，也是生
命。它们身上都有内在的存在奥义，都应该得到生
命体一样的尊重。我的意思是：生命存在于所有的
物质之中，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本特征。“生命”一词，
有两个内涵，一个是以自体为本体，另一个是有内在
生发消亡的规律。

由此，我说到对佛陀慈悲的理解：大慈大悲的
真正的含义是，把自然界所有事物都当作生命体
来平等看待，尊重其生命体的自在属性，真诚地赞
美其存在。

也因此，我认为，吃素不是慈悲，要真慈悲是什
么也不吃，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要为我们
对大自然的伤害、劫取忏悔，这是我们的原罪。有
这个原罪意识，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慈悲。

假如你觉得你是人，你有权利吃植物，吃植物的
种子，这个想法，本身就不是慈悲。你觉得你是人，
你有权利用矿产、用植物的茎秆做家具等等，这些想
法，也不是慈悲。

吃荤，还是吃素，这是个问题吗？不是。问题的
根本是，你是否真正意识到你的罪，真切地体验人类
生命这种罪的奥义，并为此忏悔。

如何做到这真正的慈悲呢？
我想关键是不要浪费，尽可能少地破坏自然。
如果把人比作一架机器，一架吃进去粮食并转

化成能量的机器，那么如果吃得过多，又不想影响
健康，就需要把能量消耗出去，需要大量运动，比如
爬山、爬楼梯等，这等于是一种浪费。

我个人认为，应该少吃，少运动。
狂吃一顿，然后去运动减肥，这个算什么慈悲？

你吃什么都不算慈悲，吃动物不慈悲，吃植物同样不
慈悲，吃植物种子更加不慈悲。

吃荤还是吃素，关键看自己身体的需要。
如果你善于消化植物食材，你的身体对素食的

运化效率高，你就会喜欢素食；如果你的身体运化能
力强，善于消化动物类脂肪，你就会喜欢荤食。你喜
欢什么，就说明你需要什么，而这个时候，你吃下去
的东西，往往是转化效率最高的。

所以，喜欢什么，就吃什么，吃你需要的。超过
你需要的，一口也不要吃，或者尽量少吃。这就是
慈悲。万万不要做吃多了，就去跑步机上运动的
事儿。

少吃，持静。
这就是大慈悲了吧！
我每次请客，不会点过量的菜，让人吃完有种意

犹未尽的感觉；别人请我吃饭，我也真诚地说，要少点
菜，点菜的最高境界是大家吃完，觉得还有点儿不够。

少吃一点儿，没事儿；多吃，就不好；吃不完，浪
费，就更加不好！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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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汤汤水水的铺陈，七荤八素，琳琅
满目，前一道没撤，后一道就跟上来，有一种
豫北流水席般的气势——这种叙述格局，只
要翻开小说《商痛》，看上几章就可以感觉得
到。这是李廷贤式的叙述，令人联想到几年
前作者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老同学部落》。

据说，《老同学部落》出版不久就有了盗
版，不仅盗版，而且盗名，直接把作者换成了别
人。如今想来，招来盗版的，可能也正是这种
滋味繁复的席面——其中有料呀，酸甜苦辣
咸，什么菜式都有，不愁没有人吃。在《老同学
部落》里，李廷贤还保持着谨慎，种种布设安排，
颇是小心翼翼，既不肯露破绽，也不肯下狠手。
如今《商痛》一出，嗬！这个老辣无畏的写作者，
端的是披荆斩棘，练成了独到功夫。

《商痛》铺陈的，是一个山重水复的交易
场。在貌合神离、各有打算的交集中，商人与
官人、商人与商人、男人与女人，上演了仿佛
司空见惯、却又十面埋伏的连台大戏。这部
大戏，虽不免荒腔走板，却煞是热闹——无论
是“泥石流灌了翡翠谷”的婚姻，还是各怀鬼
胎的雨夜偷欢，无论是机关重重的名利经营，

还是觥筹交错的各色应酬，一招一式，都是利
益因果，林林总总，无非得失算计。借半句

《天下无贼》的台词，那真是，“把你的 IC、IP、
IQ 卡”，全都标了价。

这是小说里的名利场，也是现实中的世
界。辣手无情的虚构里，哪一出悲欢离合，不
是隐喻了这俗世？

庆幸的是，在这世界中，总还有那么一抹
微光。或许那只是命运别开生面，布设了人
情人性的例外，然而，这一抹微光，的确存
在。比如，在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情感敷衍中，
总有几个诸如周慧莎的人，依然会对真爱的
那个人，无欲无求地犯着傻。比如，在剑拔弩
张的商场较量中，也会有几个类似皮亚楠的
人，仅仅因为信服一个人的“善良”，而不惜夤
夜登门、冒险相援。

那一点点光，很微弱，但也会晃得人泪
眼婆娑。可惜的是，那一眼不能看到底的暗
沉，暗沉得理所当然；明亮的那一点，偏容易
折戟沉沙。所谓痛，缘由各有不同，但实质
上，难道不都是一样的？得失成败是果，本
无可痛，聚散离合是缘，亦无可痛。痛，是由

于在人心蒙尘的世界里，我们惜爱的那一抹
微光，似乎近在咫尺，又似乎远在天涯，与我
们隔着无可估量的距离；更是由于，我们不
大敢于向内看，我们的身心内部也是一团乱
麻，并没有回应光亮的介质。

记得有一次大家谈起过去，李廷贤说过
一句话，对于做过的，从不后悔。我想问的
是，一个人凭着什么样的判别力，才可以确
定自己不后悔？当我们论断人生时，哪怕只
是论断自己的人生，可资凭借的，是否也只
是对现实的顺应甚至服从？设若真能不悔，
那么，不仅在商场，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将无
感、无痛。

做不到的。只存活，无痛痒，没有谁可
以做到。这与我们的 IC、IP、IQ……全无关
系。也许，这正是我们虽然不缺少生活和传
奇，却依然要去读小说的原因。因为，我们
想多理解一些的，往往不是存活本身，不是
生理意义上的新陈代谢，而是生而为人的存
活有着怎样的质地与格调，以及为此所付出
的代价：那种痛——我们已经遭遇，或必然
遭遇的折磨。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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