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私”的意思当然就是
自、私。

人到中年生了重病。然后
我变成了一个自私的人。当然
以前也自私，不那么理直气壮
而已。

我有个多年老友，相识的
时候他刚生完病，后来十分意
想不到地，我们竟然成了同病
兄。我还没有生病的时候，有一
次大家聊天，他说：我现在很自
私。

他没有解释。可能是觉得
反正别人也听不懂，何必白费
口舌？

前几天见面，我提起这个
事，说现在懂了那句话，岂止
懂，简直懂得很。大家都笑。

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同，生
病后的痛苦很少一部分直接来
自于“可能活不长了”这个事。
这当然也痛苦，但是和别的痛
苦一比，就算不了什么事。什么
叫做“长”呢？四十多年了呀，风
把毛茸茸的灰尘透过窗户吹到
地板上来，一层又一层。四十
层。经历过的大小事太多了，忘
掉了那么多，剩下的也还可以
温习个没完。又因为神经敏感，
时间所给我的大概又要数倍于
人。没有信仰的人要是铆足了
劲儿想“活着到底有什么意
思”，最后只能归之于“体验”。
我不缺体验。只不过体验越极
致，过后所奔涌而来的“无”也
更加绵密，塞满每一个缝隙，又
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像无处可
躲的雾霾。而且，没有人能够留
住极致的体验，就像人留不住
时间，留不住穿过手的风和空
气。也没有办法在经历过极致
的体验之后，不堕入到那“无”
的黑洞里去。所以，有的懒惰的
人，就愿意直接呆在黑洞里，并
不伸手索要，更不呼救。

这个道理前人说过太多，
我记性不好，又没有什么耐心
看书，所以就不去引那些“万法
空相”之类的话了。

和“深度”比起来，长短只
是个相对的概念而已。

而且，没生病的时候就常常
想，对于个体而言，他是永远活
着的，当他失去生命之后，他并
不会再有失去的痛苦。有关“死”
的痛苦大部分都是被预支、被想
象的。能控制住自己不去预支和
想象这个痛苦，就在很大程度上
为这趟旅途止了损。

总之，“活不久”这个事并
不能够特别地打击我。我在一
个能够带来快感的悬疑片中：
有两个我，一个站在高高的地
方，低头看着被束缚在几何状
阴影中的另一个。

但“活不久”这个事间接带
给我痛苦。比如，和父母在一起
感到痛苦，是因为感知到他们
的痛苦；和孩子在一起感到痛
苦，是因为预感到他将来的痛
苦。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个人
写幼年丧母之痛，因为猝不及
防，抖了半天。

这个痛苦像胃里有一块大
石头。消化它用了特别多的力
气。现在想来，这些力气真是可
惜了呢。用它做什么不好呢？浇
浇花不行吗？擦擦地不行吗？消
化一块自己放进自己心里的石
头有什么意义呢？

慢慢地，我觉得丧失亲人
的痛苦实际上也没有那么了不
得。第一，那个痛苦通常比想象

中要小，一般都在接受范围之
内，当然更因为不接受也没有
办法。“没有办法”是个绝望的
事，也是个让人安慰的事。因为

“没有办法”啊。第二，大部分痛
苦伴随着解脱，甚至附送审美
的快感。痛苦是石头砸下来，快
感是在纸上晕开的水墨。小津
安二郎的电影《东京物语》里，
老伴黎明前去世了，儿女们围
在母亲的尸体旁边，却发现父
亲不见了。去找，发现父亲一个
人站着在看朝阳。他如梦初醒
地说：日出真美啊。转过身来往
家走，又说：今天还是会很热。

有一段时间微信上流行一
个视频，说的是已经去世的于
娟，特别提到于娟去世后其家人
的生活，平静自然，老人们继续
生活着，孩子也在继续生活着，
残缺在这个世界上如此普遍，并
不稀奇。当然，那段视频在我看
来，充满活人对死人的消费和想
象。这种消费和想象以及随之而
带来的心灵鸡汤十分可笑：“哎
呀她死了”“真可怜”“太好了我
还活着”“我要珍惜我的生命”。
所有对别人尤其是对陌生人的
死的想象都难免轻浮。

我有段时间很喜欢一个法
国女导演瓦尔达。年轻的时候
她拍过一个片子，叫《五点到七
点的克莱奥》，讲一个当红的女
歌手，七点钟将要拿到医院的
检查报告，生或者死的审判书。
在傍晚五点到七点的这段时间
她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巴黎城。
那个片子形式上非常美妙，内
容上却相当“轻浮”。最后，这个
女人拿到的是死亡审判书。然
而她仿佛已经从这两个小时中
得到了足够的滋养和力量，眼
睛炯炯有神，充满希望地朝着
前方走去。

很多年后，瓦尔达自己的
爱人要死了，她为他的死拍了
一部纪录片，叫做《南特的雅克
德米》。她像拍一株植物那样细
致地拍他的白发、皱纹、皮肤上
的斑点，拍他慵懒地躺在海边，
对录影机后的她微微一笑。生

命力像潮汐一样退下去了，并
且不再重新涌上来。感受到波
涛的动荡，可是心中有平静的
甜蜜。瓦尔达为她的爱人送行，
带着人所能给出的尽其所有的
抚慰，尽其所有的祝愿，尽其所
有的理解和共情，甚至还有一
点少女初恋的喜悦和温柔。这
个时候的瓦尔达就不再令人感
到“轻浮”了。

说着说着有点跑题。总之，
不知道哪一天，轰隆一声我把
这个负担放下了，父母和孩子
的痛苦不再压在我身上。每个
人有自己的命运，我放开自己
随他们去承担该承担的。一个
死硬的唯物者忽然在一瞬间接
受了唯心论，感觉世上也许只
有一个生命体，其他所有的事
物，不过是内心纷纷攘攘的幻
相。这个放下，就像是脱臼的关
节忽然被掰正，或者正常的关
节忽然被扭断，巨疼之后，来不
及去看是断裂还是复位。疼痛
之后带来的是艰涩、广漠、仓惶
的自由。反正，我就这样成了一
个自私的人，无情无义，没心没
肺，一病解千愁。

“自私”还有点向张爱玲的
散文集子《流言》致敬的意思。
流言是水上写的字，不持久，但
又像谣言一样传得快。“自私”
就是自己的私事。在三个小集
子里，第一部分是家常生活，第
二部分写于病中，第三部分回
到童年、生命的原初。在一个神
奇的时刻挡在我和原初之间的
大海和草原、沼泽和高山都已
经消失不见，我经历过的时间
变成了空间，是一列灯光明亮
的绿皮火车，哐当哐当的声音
令人沉醉，所有珍爱的人都在
车上。我愿意把这些私事用喜
欢的方式讲出来。当然，有一些
事我是要留给自己的。它们在
我的内心发生，又在内心消散。
内心是无尽的海洋，永远忠实
的家园。想到这个我觉得快乐。

是为自私。
（摘选自本文作者新书《自

私》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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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中，端午是一个温
润的节日，它如艾叶一样，在
我的生命里散发着淡淡的清
香。

在农历五月的天青色里，
我凝望着天幕里浮现的那些年
的端午节。

1981年6月，那年我12岁。
“ 娃 ，我 给 你 和 妹 妹 包 粽 子
吃！”端午来临的前两天，我妈
大声说。她刚把生产队里的水
牛牵回来系在门前树上，我在
树下做作业。妈利索地进了
屋，捣腾着屋里的米罐。米罐
里，却已空空的了。妈随即转
身说：“娃，我去你婶婶家，借
糯米做粽子。”妈风风火火迈
开脚步，腿肚子上还沾满田里
的稀泥。

在去婶婶家的山坳边，妈
一个趔趄，身子往前一扑，滚下
了山崖。后来，是婶婶一家人用
担架抬上我妈，去了十多里外
的公社医院。我妈，腿摔断了，
要动手术。她痛得龇牙咧嘴，却
大声喊着要回家。

我跌跌撞撞赶往医院，抱
住我妈哭。妈连声说，娃娃别
哭、别哭，端午节，要吃上粽子
哦。

婶婶按照我妈在医院的吩
咐，端午节那天来到我家，给我
们一家人蒸上了香喷喷的粽
子……

“你看，谁来了啊？”县城中
学的寝室，一个姓高的同学在
门外大声唤我。

那是中午，我没午睡，正在
为一个月后的高考做最后冲

刺。我在长江边发过誓，发誓要
离开那个穷山沟，考上大学，住
上楼房，喝上豆浆。

我抬头一看，那不是妈吗？
她挎着一个竹篮，竹篮上搭着
一张白帕子。

“妈，您怎么来了啊？”我有
些难为情地搂住妈。

“哎呀，娃娃，今天是端午
节嘛，妈给你送粽子来了，让寝
室里的同学们都尝尝。”60多里
路啊，从乡下到县城，坐车又乘
船，妈就是为了给我送这一篮
粽子。

那天，我妈临走前，颤抖着
拿出一个打结的手帕，一层一
层解开，塞给我16元钱，连声叮
嘱：“娃，要考试了，在学校，多
吃肉啊……”

我目送我妈矮小的身影慢
慢穿过校园林荫。走了好远，妈
还在回头向我挥手，我却看不
清她了，我已是泪眼模糊。

那是1987年端午节。一个
月 后 ，我 参 加 了 高 考 ，落 榜
了……

江面上鼓声震天，一艘艘
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波涛汹涌
中奋力向前。岸边的人山人海
中，我和杨相拥着看县城江面
上的龙舟大赛。那是1992年端
午节，我23岁，在《星星诗刊》上
已发表了3首小诗，同时我还是
小镇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干部。

那年端午，是我人生中一
个诗意的节日。端午节，县城的
城门，正式向我打开。那天，我
第一次去了杨的家，此前的日

子，我和杨爱得辛苦，像疲倦飞
奔的鸟，却一直没有落脚的树
桠。而那年端午节，一直阻挠我
们来往的杨的母亲说了一句
话：“让李晓来家一起过端午
吧！”那天，我在杨的家里吃着
粽子。吃着吃着，我走到窗边，
望着车水马龙的县城大街，流
下了幸福的泪……

雷电霹雳，大雨倾盆。我和
一群诗人来到了湖北秭归县
城，那是屈原的故乡，一个古
典的小城，在长江北岸卧牛山
下，四周城墙环绕，形似一个
倾斜的葫芦，所以也有“葫芦
城”之称。我和一群诗人，在波
浪滚滚的长江边，朗诵着诗
歌，泼酒于江面，祭奠诗人屈
原。这是1999年端午节，我和一
群诗人决定在端午节去屈原的
故乡看一看。“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悲
愤的千年《离骚》，在大雨声中
奔腾……

记忆中还有一个端午节，
一群人在山庄大院里深深鞠
躬，为数万亡灵祈祷安魂。这是
2008年端午节，召开一个诗人
朋友的诗歌研讨会，由我提议，
对一个月前那次天崩地裂中逝
去的亡灵进行悼念，他们，曾经
是我的四川老乡。端午那天，我
们集体眺望汶川……

“侄儿啊，你虽没有写出
《红楼梦》，我活着能看到你写
的书，也够了！”这是2016年的
端午节，我回乡时把新出版的
小书送给82岁的堂叔，他呷了
一口老酒，对我这样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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