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
灵山
1
你坐的是长途公共汽车，那破旧的车子，城市里淘汰下来的，在保养的极
差的山区公路 上，路面到处坑坑洼洼，从早起颠簸了十二个小时，来到这
座南方山区的小县城。 你背着旅行袋，手里拎个挎包，站在满是冰棍纸和
甘蔗屑子的停车场上环顾。 从车上下来的，或是从停车场走过来的人，男
的是打着大包小包，女的抱着孩子。那空 手什么包袱和篮子也不带的一帮
子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葵花籽，一个接一个扔进嘴里，又立 即用嘴皮子把
壳儿吐出来，吃得干净利落，还哔剥作响，那分忧闲，那种洒脱，自然是
本地 作风。这里是人家的故乡，活得没法不自在，祖祖辈辈根就扎在这块
土地上，用不着你远道 再来寻找。而早先从此地出走的，那时候当然还没
有这汽车站，甚至未必有汽车，水路得坐 乌篷船，旱路可雇独轮车，实在
没钱则靠两张脚底板。如今，只要还有口气在，那怕从太平 洋的彼岸，又
都纷纷回来了、坐的不是小卧车，就是带空调的大轿车。有发财了的，有
出了 名的，也有什么都不是，只因为老了，就又都往这里赶，到头来，谁
又不怀念这片故土？压 根儿也没有动过念头死也不离开这片土地的，更理
所当然，甩着手臂，来去都大声说笑，全 无遮拦，语词还又那么软款，亲
昵得动人心肠。熟人相见，也不学城里人那套虚礼，点个头， 握个手。他
们不是张口直呼其名，便从背后在对方的肩上猛击一掌，也还作兴往怀里
一搂， 不光是女人家同女人家，而女人家倒反不这样。冲洗汽车的水泥槽
边上，就有一对年纪轻轻 的女人，她们只手拉着手，叽叽喳喳个不停。这
里的女人说话就更加细软，叫你听了止不住 还瞟上一眼，那背朝你的扎着
一块蓝印花布头巾，这头巾和头巾的扎法也世代相传，如今看 来，分外别
致。你不觉走了过去，那头巾在下巴颏上一系，对角尖尖翘起，面孔果真
标致。 五官也都小巧，恰如那一抹身腰。你挨近她们身边走过，始终绞在
一起的那两双手都一样红， 一样糙，指节也都一样粗壮。她们该是走亲友
或回娘家的新鲜媳妇，可这里人媳妇专指的是 儿子的老婆，要照北方老垮
那样通称已婚的年轻妇女，立刻会招来一顿臭骂。做了老婆的女 人又把丈
夫叫做老公，你的老公，我老公，这里人有这里人的语调，虽然都是炎黄
子孙，同 文同种。 你自己也说不清楚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只是偶然在
火车上，闲谈中听人说起这么个叫 灵山的地方。这人就坐在你对面，你的
茶杯挨着他的茶杯，随着行车的震荡，两只茶杯的盖 子也时不时碰得铮铮

直响。要是一直响下去或是响一下便不再出声倒也罢了，巧就巧在这两 个
茶杯盖铮铮作响的时候，你和他正想把茶杯挪升，便都不响了。可大家刚
移开视线，两只 盖子竟又碰响起来。他和你都一齐伸手，却又都不响了。
你们于是不约而同笑了笑。把茶杯 都索性往后挪了一下，便攀谈上了。你
问他哪里去？ “灵山。” “什么？” “灵山，灵魂的灵，山水的山。’ 你也是
走南闯北的人，到过的名山多了，竟未听说过这么个去处。 你对面的这位
朋友微眯眼睛，正在养神。你有一种人通常难免的好奇心，自然想知道你
去过的那许多名胜之外还有什么遗漏。你也有一种好奇心，不能容忍还有
什么去处你竟一无 所闻。你于是向他打听这灵山在哪里。 “在尤水的源
头， ”他睁开了眼睛。 这尤水在何处你也不知道，又不好再问。你只点了
点头，这点头也可以有两种解释：好 的，谢谢，或是，噢，这地方，知
道。这可以满足你的好胜心，却满足不了你的好奇。隔了 3 一会，你才又
问怎么个走法，从哪里能进山上。 “可以坐车先到乌伊那个小镇，再沿尤
水坐小船逆水而上。” “那里有什么？看山水？有寺庙？还是有什么古
迹？”你问得似乎漫不经心。 “那里一切都是原生态的。” “有原始森林？”
“当然，不只是原始森林。” “还有野人？”你调笑道。 他笑了，并不带挪
输，也不像自嘲，倒更刺激了你、你必须弄明白你对面的这位朋友是 哪路
人物。 “你是研究生态的？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 他一一
摇头，只是说： “我对活人更有兴趣、 ” “那么你是搞民俗调查？社会学
家？民族学家？人种学家？要不是记者？冒险家？”“都 是业余的。” 你们
都笑了。 “都是玩主！ 你们笑得就更加开心。他于是点起一支烟，便打开
了话匣子，讲起有关灵山的种种神奇。 随后，又应你的要求，拆开空香烟
盒子，画了个图，去灵山的路线。 北方，这季节，已经是深秋。这里，暑
热却并未退尽。太阳在落山之前，依然很有热力， 照在身上，脊背也有些
冒汗。你走出车站，环顾了一下，对面只有一家小客栈，那是种老式 的带
一层楼的木板铺面，在楼上走动楼板便格吱直响，更要命的是那乌黑油亮
的枕席。再说， 洗澡也只能等到天黑，在那窄小潮湿的天井里，拉开裤
裆，用脸盆往身上倒水。那是农村里 出来跑买卖做手艺的落脚的地方。
离天黑还早，完全可以找个干净的旅店。你背着旅行袋，在街上晃荡，顺
便逛逛这座小 县城，也还想找到一点提示，一块招牌，一张广告招牌，那
怕是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只要能 见到灵山这两个字，便说明你没有弄错，
这番长途跋涉，并没有上当。你到处张望，竟然找 不到一点迹象。你一同
下车的，也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旅游者。当然，你不是那种游客，只 说的
是你这一身装束。你穿的一双轻便结实专用于登山的旅游鞋，肩上挂的是

带背带的旅行 包，这街上往来的也没有你这种打扮的。这里自然不是新婚
夫妇和退休养老的通常去的旅游 胜地。那种地方一切都旅游化了，到处都
停的旅游专车，到处都有导游图可卖，所有的小店 铺里都摆满了印有字样
的旅游帽、旅游汗衫、旅游背心、旅游手帕，连接待外国人专收外汇 券的
宾馆和只凭介绍信接待内宾的招待所和疗养院，更别说那些相争拉客的私
人小客店，都 以这块宝地的名字为标榜。你不是到那种地方去凑那分热
闹，在人看人、人挨着人、人挤人 的山阳道上，再抛些瓜果皮、汽水瓶
子、罐头盒子、面包纸和香烟屁股。这里想必早晚也逃 不脱这种盛况。你
总算乘那些鲜艳夺目的亭台楼阁尚未修建，赶在记者的照相机和名人题字
之前，你不免暗自庆幸，同时，又有些疑惑。这街上竟无一点招徕游客的
迹象，会不会以讹 传讹？你只凭揣在上衣口袋里的香烟盒子上画的那么个
路线，在火车上偶然碰到那么个玩 主，更何况他也是道听途说，你还无法
证实是不是信口开河。你没有见到一则确凿的游记， 连最新出版的旅游大
全也没有收进这样的条目。当然，灵台、灵丘、灵岩，乃至于灵山这类 地
名，你翻阅分省地图册的时候，并不难找到。你也还应该知道，那浩瀚的
史书典籍中，从 远古巫卜的《山海经》到古老的地理志《水经注》，这灵
山并不是真没有出处，佛祖就在这 灵山点悟过摩诃迦叶尊者。你并非愚钝
之辈，以你的敏慧，你得先找到那画在香烟盒子上的 乌伊小镇，进入这个
灵山必经的通道。 你回到车站，进了候车室，这小山城最繁忙的地方，这
时候已经空空荡荡。售票处和小 件寄存的窗口都被背后的木板堵个严实，
你再敲打也纹丝不动。无处可以问讯，你只好仰头 4 去数售票窗口上方一
行行的站名：张村、沙铺、水泥厂、老窑、金马、大年、涨水、龙湾、 桃
花坞……越来越加美好，可都不是你要找的地方。别看这小小的县城，线
路和班次可真不 少。有一天多至五、六趟班车的，可去水泥厂绝非旅游的
路线。最少的则只有一趟班车，想 必是最偏僻的去处。而乌伊居然出现在
这路线的终点，毫不显眼，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地名， 没有丝毫灵气。可你
就像从一团无望解开的乱麻中居然找到了个线头，不说高兴得要死，也 总
算吃了颗定心丸。你必须在明早开车前一个小时先买好票。经验告诉你，
这种一天只有一 趟的山区班车，上车就如同打架一样，你要不准备拼命的
话，就得赶早站队。 此刻，你有的是时间，只不过肩上的旅行袋稍嫌累
赘。你信步走着，装满木材的卡车连 连掀着高音喇叭，从你身边驶过。你
进而注意到穿县城而过的狭窄的公路上，往来的车辆， 带挂斗的和不带挂
斗的，都一律掀起刺耳的高音喇叭，而客车上的售票员，还把手伸出窗
口， 使劲拍打车帮子上的铁皮，更为热闹。也只有这样，行人才能让道。

两旁贴街的老房子一律是木板的铺面，楼下做的生意，楼上晒着衣服，从
小儿的尿布到 女人的乳罩，补了裆的短裤到印花的床单，像万国的旗帜，
在车辆的喧闹声和扬起的灰尘中 招展。路旁水泥电线杆子上，齐目高的地
方，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广告。有一张治疗狐臭的特 别引起你的兴趣，并不
是因为你有狐臭，而是那广告的文字来的花梢，在狐臭之后还打了个 括
号： 狐臭（又名仙人臭）是一种讨厌的疾病，其味难闻，令人欲吐。为此
影响朋友交往耽误 婚姻大事的不乏其人。青年男女还屡屡遭到从业参军的
限制，无限痛苦，不胜烦恼。现我处 采用新式综合疗法，能立即完全彻底
干净根除臭味，疗效高达 97.5％。为您生活愉快，未 来幸福，欢迎前来治
疗…… 之后，你到了一座石桥上，没有狐臭。清风徐来，凉爽而适意，石
桥架在宽阔的河面上， 桥上虽然是柏油路面，两边斑驳的石柱子上刻的猴
子还依稀可辨，肯定很有一番年代了。你 倚着水泥加固了的石槛杆，俯视
由石桥连接的这座县城，两岸都是黑色的瓦顶，鳞次栉比， 让人总也看不
尽望不透。两山之间，一条展开的河谷，金黄的稻田上方镶的绿色的竹
林。河 水蓝澄澄的，悠悠缓缓，在河床的沙滩间流淌，到了分水的青麻石
桥基下，变得墨绿而幽深， 一过桥拱，便搅起一片哗哗的水声，湍急的漩
涡上飘出白色的泡沫。石条砌的河堤总有上十 米高，留着一道道水渍，最
新的一层灰黄的印子当是刚过的夏天洪水留下的痕迹。这就是尤 水？它的
源头则来之灵山？ 太阳就要落下去了，橙红的团团如盖，通体光明却不刺
眼。你眺望两旁山谷收拢的地方， 层峦叠蟑之处，如烟如雾，那虚幻的景
象又黑悠悠得真真切切，将那轮通明的像在旋转的太 阳，从下端边缘一点
一点吞食。落日就越加殷红，越加柔和，并且将金烁烁的倒影投射到一 湾
河水里，幽蓝的水色同闪烁的日光便连接一起，一气波动跳跃。坐入山谷
的那赤红的一轮 越发安祥，端庄中又带点妩媚，还有声响。你就听见了一
种声音，难以捉摸，却又分明从你 心底响起，弥漫开来，竟跳动了一下，
像踮起脚尖，颠了一下，便落进黝黑的山影里去了， 将霞光洒满了天空。
晚风从你耳边响了起来，也还有驶过的汽车，照样不断掀出刺耳的喇叭
声。你过了桥，发现桥头有块新镶嵌的石板，用红漆描在笔划的刻道里：
永宁桥，始建于宋 开元三年，一九六二年重修，一九八三年立。这该是开
始旅游业的信号。 桥头摆着两趟小吃摊子。你在左边吃一碗豆腐脑，那种
细嫩可口作料齐全走街串巷到处 叫卖一度绝迹如今又父业子传的豆腐脑，
你在右边又吃了两个从炉膛里现夹出来热呼呼香喷 喷的芝麻葱油烧饼，你
还又在，在哪一边已经弄不清楚了，吃了一颗颗比珍珠大不了许多甜 滋滋
的酒酿元宵。你当然不像游西湖的马二先生那样迂腐，却也有不坏的胃

口。你品尝祖先 的这些吃食，听吃主和小贩们搭讪，他们大都是本地的熟
人，你也想用这温款的乡音同他们 套点近乎，也想同他们融成一片。你长
久生活在都市里，需要有种故乡的感觉，你希望有个 故乡，给你点寄托，
好回到孩提时代，捡回漫失了的记忆。 5 你终于在桥这边还铺着青石板的
老街上找到一家旅店，楼板都拖洗过了，还算干净。你 要了个小单间，里
面放了张铺板，铺了一张竹席子。一床灰棉线毯子，不知是洗不干净还就
是它本色，你压在竹席子底下，扔开了油腻的枕头，好在天热，你不必铺
盖。你此刻需要的 是搁下变得沉重的旅行袋，洗一洗满身的尘土和汗味，
赤膊在铺上仰面躺下，叉开两脚。你 隔壁在吆三喝四，有人玩牌，摸牌和
甩牌都听得一清二楚。只一板之隔，从捅破了的糊墙纸 缝里，可以看见虚
虚晃晃几个赤膊的汉子。你也并不疲倦得就能入睡，敲了敲板壁，隔壁却
哄了起来。他们哄的并不是你，是他们自己，有赢家和输家，总是输的在
赖帐。他们在旅馆 里公然聚赌，房里板壁上就贴着县公安局的通告，明令
禁止一是赌博，二是卖淫。你倒想看 看法令在这里究竟起不起效应。你穿
上衣服，到走廊上，敲了敲半掩的房门。敲与不敲都一 个样，里面照样哈
喝，并没有人答理。你干脆推门进去，围坐在当中的一块铺板上的四条汉
子都转身望你，吃惊的并不是他们，恰恰是你自己。四个人四张怪相，脸
上都贴的纸条，有 横贴在眉头上的，也有贴在嘴唇鼻子和面颊上的，看上
去又可恶又可笑。可他们没有笑，只 望着你，是你打扰了他们，显然有些
恼怒。 “噢噢，你们在玩牌呢， ”你只好表示歉意。 他们便继续甩着牌。
这是一种长长的纸牌，印着像麻将一样的红黑点子，还有天门和地 牢。输
的由赢家来罚，撕一角报纸贴在对方指定的部位。这纯粹是一种恶作剧，
一种发泄， 抑或是输赢结帐时的记号，赌家约定，外人无从知晓。 你退
了出来，回到房里，重新躺下，望着天花板上电灯泡四周密密麻麻的斑
点，竟是无 以计数的蚊子，就等电灯一灭好来吸血，你赶紧放下蚊帐，网
罗在窄小的圆锤形的空间里， 顶上有一个竹蔑做的蚊帐圈。你好久没有睡
在这样的帐顶下了，你也早过了望着帐项可以睁 眼暇想或是做梦的年纪，
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冲动，该见识的你都一一领教了，你还要 找寻什
么？人到中年，该安安稳稳过日子，混上一个不忙的差事，有个不高不低
的职位，做 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安一个舒适的小窝，银行里存上一
笔款子，月月积累，除去养老，再留点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