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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想，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呢？
他都看到了什么呢？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句
子：“车灯照到的鹿”。就是这样的，车灯照
到的鹿。这是一双鹿眼。

我的老友、也是同时期起步的作家南豫
见兄，就长着这么一双大大的“鹿眼”。他的
目光里时常露出一丝惊诧的神情，或者说是
一种饱含岁月疑问的神色。甚至包括他激
动的时候，二目圆睁，那眼球像要跳出来似
的，可那终归是以善为底的。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在当年的黄泛区农场长大的。这么说，
他最初的记忆，是在一个黄泛区曾经的“农
场”里完成的。

我 们 都 算 是 上 世 纪 70 年 代 中 后 期 起
步 的 作 家 ，那 时 候 文 学 是 滋 养 我 们 的 源
泉。童年时的我们，到处跑着借书看，如小
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几乎都是在书
本中畅想、体味人生美好的。我们身上的
理想主义情怀，大约就是那时种下的。我
记得，当年，年轻的南豫见曾经自备干粮报
考北京电影学院，据说考分很高，他临机表
演的小品，曾经感动得评委老师们当场落
泪。可由于种种原因，他还是落选了。如
若不是这样的话，他也许会成为另一个“姜
文”或“张艺谋”。

这一晃就 30 多年了。在 30 多年的时光
里，南豫见兄一直投身于文学创作，他先后
创作了《生命原则》《生命激情》《百年恩公
河》等八部长篇小说，《皇天厚土》《小和尚拆
庙》等两部中、短篇小说散文集，《日落日出》

《生死较量》等两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剧本，算
起来洋洋洒洒，也有几百万字的著作了。

我个人认为，童年对一个作家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童年的记忆几乎可以左右一
个人的一生。就此说来，南豫见兄的这部名
为《家族荣誉》的长篇小说，已在他的脑海里
浸泡得久了。那么，年过半百的、长着一双

“鹿眼”的南豫见一定是被什么东西惊扰
了。是时光的多色与纷杂吗？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有一部著名的作
品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他说：“在那永

劫回归的世界里，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荷，沉
沉地压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他又说：“如
果永劫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
生 活 就 以 其 全 部 辉 煌 的 轻 松 ，来 与 之 抗
衡。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
辉煌吗？”

按 我 个 人 的 理 解 ，米 兰·昆 德 拉 是 写
“轻”的。他书写“生命之轻”，以“轻”来写
“重”，以音乐的回繁往复的方式，来书写生
命中不能承受的“轻”。而南豫见兄的《家族
荣誉》则是以“重”来写“重”的。他是以记
忆的沉重来书写生命的荒诞，以时间的荒诞
来书写记忆的悲惨。他似乎是把时光扔在
了“井”里，而后再用思考的绳索去打捞记
忆，就此再一次证明了“永劫回归”的荒诞。

我也必须说，南豫见兄的长篇小说《家
族荣誉》是审丑的，写实主义的审丑，由此也
把特定时期的荒诞推向了极致。我们都知
道，在一些岁月里，我们曾经有过的日子，那
日子充满了荒诞，充满了经过时间淘洗后才
能被认识到的“不可思议”。但我以为，他的
基点还是“善”的，是“明亮”的。即使他把
旧日时光撕烂给人看的同时，他内心的道德
感，他心灵深处的标尺，仍还是存在的。他
文字中的评判标准非常之明晰。他开篇就
写了“太阳花”，而后不断地以“太阳花”的
鲜艳与明亮来对衬生活中的灰暗。这就像
是一把刀，以善为基点的手术刀，来切割时
间中的荒诞，以此来唤醒人们的善意、健康
与明亮。

这又像是一次呼唤和警示。他呼唤的
是人间的正气与生活的勇气、骨气。他要告
诉人们，人一旦丧失了底线与善的标尺，是
多么的可怕。他呼唤的是纯净的空气与美
好的生活，以及有蓝天、白云、青草依依的时
光。正因为有了以真、善、美为底的心态，他
才对假、恶、丑有如此的揭示与批驳。

这部长篇小说，若说到不足，我以为，仍
是他以“重”写“重”的结构方式，与米兰·昆
德拉相比，就稍显拙了些。

也许是他的记忆太深了。是不是呢？④6

眼睛
眼睛
眼睛
当生命凝成雕像
灵魂就化作眼睛
焦裕禄书记啊
此刻，在无边的春光里
我走进开满鲜花的兰考大地
在你的铜像前站定
看啊
天地之间
到处都是你明亮的眼睛——
油菜花是你的眼睛
泡桐花是你的眼睛
太阳是你的眼睛
月亮是你的眼睛
你坐过的那把藤椅上的洞
是你的眼睛
你穿过的衣服上
你盖过的被褥上
那大大小小的补丁
都是你的眼睛
哦，你活着
活成了一双清澈的眼睛

你是眼睛
当年，你用父亲的眼神
看管亲人
你让看白戏的儿子
把戏票钱送到剧院里去
你让儿子稚嫩的脚掌
从特权的台阶上挪开
让他记住
我们的社会
容不下任何特殊的公民
教他明白
人生的脚步
从一开始就要走得端端正正

你是眼睛
当年，你用县委书记的眼神
看管你的干部
你用决绝的手势
阻止了装修办公室的动议
你以坚定的语气
做出这样的结论——
坐在破椅子上
照样干好革命
你用“干部十不准”
把享乐主义和特权思想
关进笼子
死死锁定

你是眼睛
当年，你用自省的眼神
看管自己
你看管自己的嘴
不吃群众一口饭
让你的舌尖在粗茶淡饭中
与兰考的百姓一道
品尝日子的甘苦酸辛
你看管自己的手
让它远离贪占
让它紧握铁锹
让它在劳动中保持纯洁和干净
你看管自己的心
让它和着百姓的心律怦然跳动
像火一样热
像泪一样软
像水一样清

焦裕禄书记啊
此刻，我们以朝圣者的身份
追寻着
追寻着你的目光
把它当作前行的罗盘
此刻，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身份
奔跑着
奔跑到你的铜像前
接受你眼睛的看管

让你的眼睛看管我们的嘴
我们的嘴啊
在公款吃喝的酒桌旁转得太久了
习惯了美酒的香
习惯了佳肴的甜
那么，看住它
紧紧地看住它
把它从远离人民的迷醉中拉回来
让那贪馋的味蕾
习惯清爽
习惯清雅
习惯清淡

让你的眼睛看管我们的手
因为我们手中有权
权力这个东西
是需要看管的啊
它可以为民造福
也能够把掌权的人推向人民的对立面
那么，看住它
紧紧地看住它
让我们手中的权
成为民族复兴的利器
成为撬动梦想的杠杆

让你的眼睛看管我们的心
我们不是圣贤
我们需要修炼
我们心灵的旮旯里
或多或少还藏着自私和贪念
那么，看住它
紧紧地看住它
让我们的心
与清风明月相伴
清明
清纯
清静
让我们的心
像清晨的太阳照亮人间
温柔
温润
温暖④6

在宋朝写词作文的人中，我常想起
的，是范仲淹。

我之所以常想起他，最初是因为他
那些写离愁别绪的词句特别能打动我的
心 ：“浊 酒 一 杯 家 万 里 ，燕 然 未 勒 归 无
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
相思泪”；“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
成泪”。客居异乡的我，每每读到这些词
句总能引起心的共振。后来知道他曾在
西部边陲镇守四年，率兵御西夏，更对他
生了佩服之心，自己身为军人，当然知道
戍边的那份辛苦和不易。再后来读史书
知道他在朝中做官时，敢于上书直谏，力
主改革施行于民有利的新政，更对他生
了钦敬之心。再后来晓得了他的家事，
知道他两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幼年
生活十分贫苦，长大后发奋读书，昼夜苦
学，终于凭自己的本领考中了进士，对他
便越加敬佩了。

令我常常想起他的另一个原因，是
因为他在我的故乡邓州曾做过一任知
州。邓州在做过一回邓国的都城，风光
了一些年之后，长时期陷入了默默无闻
的境地。直到范仲淹被贬降到邓州做知
州时，邓州的名字才又渐渐响亮起来。
他的任期虽短，可给邓州我们这些后人
留下了不少值得记住的东西。

1046 年，范仲淹已经 57 岁了，而且就
在前一年，他在宋仁宗支持下施行的“庆

历新政”改革失败，被罢参知政事职务，
逐出京都。若是一般人，此时肯定是牢
骚满腹，得过且过，喝喝闷酒，骂骂娘，抑
或是像某些做官的，找一个“小姐”，沉在
温柔乡里作罢。但范仲淹不，他上任伊
始，就四处察访民间疾苦，了解百姓之
忧。之后，他就开始做两件事，一件是重
农事，督促属下为百姓种粮提供方便，让
人们把地种好，有粮食吃；一件是兴学育
才，在城东南隅办花洲书院，为邓州长远
的繁荣培育人才。

就是他办的这后一件事让邓州的名
字在大宋国里又响亮起来。据传，他亲
自 踏 勘 书 院 地 址 ，亲 自 审 视 书 院 的 设
计。他从远处为书院请来讲学的老师，
他还抽空亲自为书院学生讲学。据传，
他在书院倡导有讲有问有辩。花洲书院
的名字随着范仲淹的名字开始向四处传
扬，一时令远近州县的学子们激动起来，
有人步行来书院观览盛景、有人骑马来
求留院学习。据说，连北边有名的嵩阳
书院也派人来求教传授学问之法了。

也就在 1046 年这一年，范仲淹的好
友滕子京在湖南岳州主持修缮城池，当
岳州城面向洞庭湖的西城门楼——岳阳
楼修复工程告竣时，滕子京写信给范仲
淹，并附“洞庭晚秋图”一幅，派人到邓州
请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作记。现在
已不知道信使抵达邓州时的具体情景

了，我猜想，那可能是一个黄昏，就在新
修的花洲书院里，范仲淹接过了信使呈
上的老友来信，他边在夕阳里读信边想
起与滕子京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同时
考中进士的那种欢欣之状，想起两人曾
共同参与修复泰州海堰工程的情景，想
起两人当年在润州共论天下事的豪情，
想起在西北前线一同领兵抗击西夏侵略
的往事，想起两人一同遭陷被贬的现状，
一时百感交集，遂转身进屋，展纸提笔就
写，于是，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散文
杰作《岳阳楼记》，便诞生了。

不过是一个时辰的挥笔书写，却给
多少代人带来了阅读快感和深思。就在
这篇不长的散文里，范仲淹记事、写景、
言情、说理，把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
忧其君”的宽阔胸怀展示了出来，并给我
们留下了忧国忧民的千古警句：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从此，人们只要一说到这个警句，就
会想起范仲淹，也跟着会想起《岳阳楼
记》和它的诞生地——中原邓州。邓州
这个地方因一篇文章而长久地留在了人
们的记忆里。

人们直到今天还不断重提“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警句，
是因为天下仍有忧有乐；面对忧乐时，取
先乐后忧或取只乐不忧的还大有人在。

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会是无缘无故，包
括一个警句的时兴。

范仲淹用他的文章给天下人也包括
邓州人送去了美的享受和千古警示，人
们自然不会忘记他。前不久，邓州人千
方百计筹款，重修了他当年修建的花洲
书院，使书院再现了当年的那幅盛景。
如今，当你在书院的讲堂里、小院中、游
廊内和荷池旁踱步时，你会不由得想起
那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被贬知州，会不由
得猜测他在哪所房子里写下了《岳阳楼
记》，会不由得去猜他来邓州上任时的那
份复杂心绪。

范仲淹是在写完《岳阳楼记》的 6 年
后去世的。我估计，在他挥笔书写《岳阳
楼记》时，疾病可能已经缠上了他的身
体，只是他浑然不觉，仍在为天下忧虑，
为百姓和朝政忧思。1052 年，他在徐州
与这个世界作别的那一刻，他应该是心
神两宁的，因为不论是作为一名官员还
是作为一个男人抑或是作为一个文人，
他都做了他能做的，都做得很好，他对他
的时代问心无愧。也是因此，他值得我
们后人尊敬，我身为一个军人一个文人
一个男人，每一想到他，就会觉得，他值
得我效仿的地方真是很多。每一想起
他，我也常会问自己：范仲淹在近千年前
做到的，你都能做到吗？

我还会经常想起你，老前辈！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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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

亮灯的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女友写
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按
时看日出。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在寂静
的书房里……”

“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击中了。
一位以面壁写作为志的文豪，一个如此

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
不过的晨曦视若一件盛事，为什么？

我竭力去想象、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
摩、体味着它……

陪伴你的，有刚苏醒的树木，略含咸味的
风，玻璃般清透的草叶，潮湿的土腥味，清脆
的雀啼，新鲜的空气……还有远处闪光的河
流，岸边的薄雾，红或蓝的牵牛花，隐隐颤动
的枝条，一两滴被蛐蛐声惊落的露珠，月挂树
梢的氤氲，那蛋壳般薄薄的静……

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偃息和孕
育；而日出，象征着诞生和伊始，乃富有动感、
饱含汁液和青春律动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
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
池又注入了新的热力。

正像分娩不重复，日出也从不重复。它
拒绝抄袭和雷同，因为它是艺术，是大自然最
宠爱的一幅杰作。

黎明，拥有一天中最清澈、最新鲜、最让
人激动的光线，那是灵魂最易受到鼓舞的时
刻，是青春荡漾、幻念勃发的时刻。像神性的
水晶球，它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原初印象，唤
醒了体内沉睡的某群细胞，使人看清了远方
的事物，看清了险些忘却的东西，看清了梦
想、光阴、生机和道路……

迎接晨曦，不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
验；不仅是人对自然的阅读，更是大自然以其

神奇作用于人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
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
会深情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
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桩被照耀和
沐浴的仪式，它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知觉，
新的闪念、启示与发现……

“按时看日出”，乃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
的一个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
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爱生活
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透过那橘色晨曦，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的
剪影：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仪式！

2
与福楼拜相比，我们对自然又是怎样的

态度呢？
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次沐浴

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
仔细想想，或许确有过那么一两回吧。

可那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某个刚下火车
的凌晨——

睡眼惺忪，满脸疲态的你，不情愿地背着
包，拖着灌铅似的腿，被人流推搡着，在昏黄
的路灯陪衬下，涌向出站口。走到站前广场
的那一刹，一束极细的猩红的浮光突然鱼鳍
般游来，吹在你脸上——你倏地意识到：日出
了！但这个闪念并没有打动你，你丝毫不关
心它，你早已被沉重的身体击垮了，眼皮浮
肿，头疼欲裂，除了赶紧找地儿睡一觉，你啥
也不想，一秒也不愿多待……

或许还有其他的机会，比如登黄山、游五
岳：蹲在人山人海中，蜷在租来的大衣里，无
聊而焦急地看表，终于，人群开始骚动，巨大
的欢呼声中，大幕拉开……然而，这一切都是
在混乱、嘈杂、拥挤不堪中进行的，越过无数
的后脑勺，你终于看见了，和预期的一模一样

——规定时分、规定地点、规定程序。你突然
惊醒：这是早就被设计好了的。美则美，就是
感觉不对劲儿。

而更多的人，或许连一次都没有！
一生中的那个时刻，他们蜷缩在被子里。

他们在昏睡，在梦呓，在使劲儿打着呼噜。
那光线永远照不到他们，照不见那身体

和灵魂。

3
放弃早晨，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已先被遗弃了。意味着你所看

到的世界是旧的。意味着不等你开始，不等
你站在起点上，就已被抛至中场，就像一个人
未谙童趣即已步入中年。

多少年，我都没有因看到晨曦而激动过
了。上班的路上，挤车的当口，迎来的已是煮
熟的光线，中年的光线。

在此之前，一些重要的东西已悄悄流逝
了。或许，是被别人领走了，被那“按时看日
出”的人。一切都是剩下的，生活还是昨天的
生活，日子还是以往的日子。早在天亮之前，
我们已下定决心重复昨天了。

这无疑令人沮丧。
可，即使你偶尔起个大早，萌生看日出的

念头，又能怎样呢？
都市的晨曦，不知从何时起，已变了质

——高楼大厦夺走了地平线，灰蒙蒙的雾霾，
空气中老有油乎乎的腻感和挥之不散的汽油
味，即使你捂起了耳朵，也挡不住喇叭声。周
围的景色，少了鲜艳与亮泽。你意识不到一
种“新”，即使你睁大了眼，仍感觉像在昏沉的
睡梦中。

4
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写道：“实际上，很

少有成年人能真正看到自然，多数人不会仔
细地观察太阳，至多他们只是一掠而过。太
阳只会照亮成年人的眼睛，但却会通过眼睛
照进孩子的心灵。一个真正热爱自然的人，
是那种内外感觉都协调一致的人，是那种直
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在对自然的体验上，除了福楼拜的日出，
感动我的还有一个细节——作家康·帕乌斯托
夫斯基在《金蔷薇》中引述过一位画家朋友的
话：“冬天，我就上列宁格勒那边的芬兰湾去，
您知道吗，那儿有全俄国最好看的霜……”

“最好看的霜”，最初读到它时，我惊呆
了。因为在我的生命印象里，从未留意过霜
的差别，更无所谓“最美的”了。但我立即意
识到：这记存在，连同那记投奔它的生命行
为，无不包含着一种巨大的美！一种人类童
年的美，灵魂的美，艺术的美。那透过万千
世相凝视它、认出它的人，应是可敬和值得
信赖的。

和那位画家相比，自己的日常感受原是
多么粗糙和鲁钝。我们竟漏掉了那么多珍贵
的、值得惊喜和答谢的元素。

它是那样地感动着我。对我来说，它就
像一份爱的提示，一种画外音式的心灵陪
护。尽管这世界有着无数缺陷与霉晦，生活
有着无数的懊恼和沮丧，但只要一闪过“最好
看的霜”这个念头，心头即明亮了许多。

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收藏它，憧憬它。
有好多次，我忍不住向友人提及它，我问：你
可曾遇见过最好看的霜？

虽然自己同无数人一样，至今没见过它，
也许一生都不会相遇，但我知道，它是存在
的，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

那片神奇的生命风光，它一定静静地躺
在某个遥远的地方。

它也在注视我们呢！④6

你是
一双清澈的眼睛

想
起
范
仲
淹

呼唤善意与明亮
——读南豫见新作《家族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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