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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开始是向西跑的。从家
里出发，有时顶风，有时踏月，沿着
余杭塘河一路向西，跑到绕城高速
附近后折返，来回10公里多一点，
正好。而往西的游步道，人迹相对
寥落，只有草木的气息时刻伴随。

如果再向西跑下去，可以到章
太炎的仓前，可以到老余杭⋯⋯当
然我不会跑那么远，只是想想这些
熟悉的地方而已。

大概是一生与水有缘，我自小
居住的地方都是在河畔。现在住的
房子是商品房，买的时候还属于余
杭区(当时叫余杭市)。房子临河，住
进来的许多年里，从北边的窗户望
出去，隔着河，是大片大片绵延的田
野，远处是民房。要到很远的地方
才有桥过去，但鸡犬相闻，到了夜
晚，如果是夏季，可以听到蛙鸣，甚
至可以听到蛇吐信的嘶嘶声。

每年冬天，在房间里听风是一
件惊心动魄的事，像是大地上腾起
的咆哮，耳朵里挂满了这种自然的
节律。闭上眼，犹如沉浸在缓缓流
淌的河水之下，“贫穷而听着风声
也是好的”，美国诗人勃莱的诗句
应该是那个时候最常想起的。有
些早晨，浓雾像是从古老的河道中
爬上来的一样，布满了旷野，当我
隔河从六楼的窗口俯瞰过去，恍如
陌生之境，人对于不可知的地方总
是充满好奇。

最初，这里应该是一片荒芜，
或者是一片沼泽之地。

但周边很快就变了，城市在扩

大，田野在消逝，这条河从嘈杂变
得秩序井然。河畔那些野渡无人
舟自横的意趣越来越稀少，有时
候，进步并不使人欣喜，但它是时
间里的潮流，我们无法拒绝，又或
者，我们也充当了它的加速器。

余杭塘河是沉默的，河道上，
去西溪的游船偶尔会惊起水边的
鹭鸟，一般是白鹭和夜鹭，而河边
的垂钓者对此早已熟谙，除非是突
然有鸟屎像炸弹一样掉落下来。

有一次在夜跑过程中，跑过浙
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南门时，我突
然想探究这条河的历史，像一块石
头掉到水里，我试图从那些涟漪中
找到时间留下的波光。

那么，先随我一路跑回时间的
深处。

旧时，我身边的这条河叫“运
粮河”，也叫作“官塘河”，从地图上
可以明白地看见，它流经余杭镇、
仓前镇、五常街道至杭州，汇入京
杭大运河，全长近20公里。

“通舟楫，水盈可胜三百斛以
上舟，迁旱水涸亦可胜百斛舟。”说
的正是这条河，历史上此河虽不开
阔，但商船云集、航运发达，漕运文
化、治水文化、商贸文化乃至建筑
文化在这条河的周遭多有反映，记
载着余杭历史的变迁。

追溯实际上是潦草的，像是河
边那些疏朗的树，我们看到和听到的
只是它的某种片段，但对它漫长的成
长我们并不知晓，对于它的枝丫如何
分叉我们也只是惋惜或赞叹。

我看见的这条河，只是随着我
夜跑时，合着我呼吸的节律。当时
的明月还在，而我们是月光下活动
着的生物，偶尔，在城市喧嚣的背
后，夜鸟的叫声让人产生幽静之
绪。

城市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坚
固，带着对大地的侵略性，如果让
这条河说话，在时间里它会有面目
全非的感慨。对于时间，这并不重
要，就像我家对面的那片田野，现
在要过去很容易了，路和桥早已延
伸过去，我从后窗看出去，再没有
居高临下的俯瞰感，因为对面矗起
了很有现代感的高楼，虽然不至于
让我产生渺小的感觉，但那种开阔
的视野生生被折断了。

有些事物却还是在的，它们顽
固地在你的周围环绕着，比如在秋
天，踩着那些飘落的枯叶跑去，耳
边依然会有秋虫唧唧，这种声音
里，有微风轻掠过，夜的微凉会在
燃烧的皮肤上跳舞，此时，夜跑对

于我是一种享受。
跑过那些在桥洞里跳广场舞

的人群，也跑过灯火璀璨的城市综
合体。

三官庙或许是这条游步道中
一个孤独的存在。在我跑过古墩
桥后，不远处，偶尔会遇见摇曳烛
火，那是民间祭祀三官的场所，我
一直觉得有趣的是，在国人的信仰
天空中，所有的神佛都奇妙地结合
在了一处，比如我这夜跑途中的三
官庙，从其起源而言，应该属于本
土的道教。

但明明供奉的是道教的神，却
在民间被称之为庙，以至于我最初
跑步时路过，还以为是当地的一个
土地庙，或者供奉着类似于蚕花娘
娘之类的民间神灵，没想到供奉的
是资格比三清大帝还要老的三官
大帝。

而老百姓祭祀的方式也与佛教
如出一辙，甚至于三官大帝的面目，
也在时间的流传中形成了固定的模
式。和我的夜跑一样，在咕咚运动
中，当我结束时看路线截图，每一次
都几乎是重叠的。在我跑动的过程
中，每过一公里时的提醒会在那个
转弯处都是确凿的，如果到地儿没
有响起，那肯定是计步器出了啥问
题，或者就是自己忘了打开。

跑过了三官庙后，余杭塘河并
不宽阔的河面上，会有岛屿的出
现，此地处于西溪，想想一些年前，
应该是河道纵横，而在我写稿子的
这个时节，或许是蒹葭苍茫的一

片，现在只有偶尔的点缀。
这种苍茫，或许是古月和今月

的区别，又或者就是茫茫一片的相
连。

一些年前，住在运河之侧的
我，对于余杭塘河流域的那片土地
是陌生的，以为那是一个遥远的所
在，然后搬到了它的边缘，而心底
里对此依然有些隔阂感，但生活总
是抹去很多记忆，它让你改变得很
彻底：

这里，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中
心之一，而我曾经采摘过果实的桑
树、柿子树⋯⋯这些曾经的记忆符
号已经变化成了马路和高楼，在我
身体里面的镜像里，那些树和田野
有时候会突兀中显现出来，露出一
些灵魂微妙的气息，但并没有多少
的失落感。

这是一个向你跑动走来的城
市：那里，飞鸟有时候会被夜跑者
的脚步所惊起，有时候索性漠然无
视，如果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没有
以前的明亮，但始终是那个星空。

这条我从小熟悉的河还在，对
它我更加深入和了解，我沿着它的
跑动，可能更像是一种对它的触
摸，我们在时间中的融合，这河水，
也许浑浊过，也许干涸过，也许丰
沛过⋯⋯现在，它静静流淌在这座
城市，不出奇，也不奇崛，不再重
要，但细水长流。

而我，跑动在它的春夏秋冬。
（作者系诗人、媒体从业者，著

有《此一时彼一时》等）

我的夜跑我的夜跑，，在时间边缘处在时间边缘处
李郁葱

“ 你 的 道 路 是 什 么 ，老
兄？—— 乖孩子的路，疯子的
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
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
怎么走呢？”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初看这段话时，我还认真地问了
自己，我会选哪条路？又该怎么走？

后来才知道，有些问题，答案
反而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解答却能
让人寻找半辈子。

那么，在不知道路在哪里的时
候，就跑起来吧。这其中的收获，
或许就蕴含着对未来解答的钥匙。

于是记录下关于跑步的三个片
段，既为生活闲情，也做人生伏笔。

尊重

最早跑步是在大学。那时前
程似锦，英姿勃发；那时迈开脚步，
大海都要让路，太阳也失去光辉。
那时从未想过，几年后，所有这些
意气风发前面都要加个限定，“自
以为”。

于是开始跑步。第一次开跑，
400米的标准跑道，倏忽便是一圈，
感觉一双罗圈腿变成了风火轮，转
起来燥起来飞起来，就是没有停下
来。几圈过后腿肚疼脚踝疼膝盖
疼，唯独不心疼——疼？伤痛是真
汉子的荣誉，伤疤是男子汉的勋
章，突破自我，不过朝夕。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今天5公里明天10
公里，下周北京直接奔巴黎。就这
样完成目标，心满意足，喜不自禁。

然而身体的报复在第二天汹
涌而至。

一觉醒来，浑身疼得死去活
来，好似反动派趁夜给3.6万个毛
孔喂了过期的人参果，无一处不在
哭泣。抬臂都是一场修行，下炕都
像一次取经。哀求室友，看在逃课
帮你答到的分儿上，中午给兄弟带
个饭。室友一乐：“那没问题，就是
XX课的期中小论文我还没写。”那

一瞬间，终于知道大清晚年那些丧
权辱国的条约是怎么签的。

疼过几次之后，懂得爱惜身体
了。

跑前的热身，跑后的拉伸，自
然是落不下。时间长了，也开始关
注饮食和睡眠，碳酸饮料上了负面
清单，去食堂不再跑到卖肘子肉的
漂亮湘妹窗口东张西望，而是踱到
有鱼的档位：“清蒸鱼，极好，大叔，
来一份。”

还有无氧训练，心率、步频、训
练强度⋯⋯那些以往不关注的数
据，慢慢成了日常所需。

难怪圈子里都说，跑步久了，
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
者。什么意志力爆棚，什么小宇宙
爆发，都是虚的，身体日积月累的
训练，才是支撑你跑下去的理由。

有位足球解说叫徐阳。他说，
球迷朋友们看见球员跑不动，总觉
得他们为什么不咬牙坚持一下，哪
知道有时候这事真不是坚持一下
就能解决的啊！

大概由于他曾是国脚，算是戴
罪之身，便被球迷一通臭骂：“你们
大爷球踢惯了，自然不觉得坚持有
多重要。”

跑步后，才知道徐阳的说法不
虚。

跑步，其实是由自大到尊重自
己身体的过程，知道水平没到，就
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也是完善人
生态度的旅程。大海只在传说里
为圣人让路，太阳也只在诗人的想
象里失去光辉。

刺激

跑步是需要刺激的。
因为太枯燥。400米的跑道，

5公里就是12.5圈，10公里就是
25圈，一圈圈地绕下来，看着一成
不变的风景，还是有些磨人的。

多数人选择听音乐。
选音乐有讲究。今天要练速

度，就选爆燃的曲子。耳机往耳朵
里一塞，前奏一起，那就不是一般
的跑步，而是跑步前进，跑步冲锋，
前面就是倒悬之急，就是累卵之
危，亟待你这个驾着七彩祥云的盖
世英雄去救，去解。

明天以调整为主，就选舒缓点
的曲子。莫扎特的太深沉，咱阅历
浅，头发还没掉光，保温杯里的枸
杞还没泡上，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肖邦的夜曲可以一试，巴赫也不遑

多让，还有柴可夫斯基，堪称古典
界的白居易，曲子通俗易懂，连街
边老太太都能听出个一二三四。

还有偏门的，听评书听相声。
那评书定场诗一念，就是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秒回历史硝烟，抑扬顿
挫之下，跑起来比不得白袍银铠的
锦马超，也至少是位膀阔腰圆的岳
武穆，练速度是再合适不过。想调
整的，就听相声。听相声的好认，
对面跑来，看喘着粗气戴着耳机又
突然咧着嘴傻笑的，一准是耳机里
又响了一个包袱。但挑相声也得
注意，一不留神把春晚里的相声选
进去了，越听越闷，跑起来也沉重，
犹如心灵上套了枷锁，两回合听下
来，创造最差成绩不是梦。

但最好的刺激，还是人。
有一次在公园夜跑，我顺时针

跑，遇见一个逆时针跑的。头几
圈，两人总在这个圈的东西两个固
定点相遇，这意味着两人速度几乎
一样。几圈下来身子跑开，两人几
乎同时动起了心思，都想把交会点
往后推，压对方一头。于是越跑越
快、越跑越快，手腕上的计时器每
完成一公里的报数声响起的频率
也越来越高。月黑风高夜，杀气蒸
腾时，跑到浑身燥热，却见对面衣
服一脱，抖擞一身腱子肉扑面而
来，那一瞬间，竟有点许褚裸衣斗
马超的小亢奋。跑完10公里，各
自鸣金收兵，彼此打个招呼，也不
报姓名，扬手而去。

伟大的对手总是相互成全。作
为业余跑者，“伟大”自然是谈不上，
但能遇见暗中较劲的对手，也堪为
幸运之事。大概是随着年岁渐长，
妥协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上了还能
一争高下的跑道，便格外珍惜。

比赛

跑到一定程度，不参加比赛，
便天理难容。

跑步是单练的运动，单练其实
非常考验毅力。没人督促，没人陪

伴，很容易懈怠。
所以要参赛，等完赛拿到官方

成绩，放在选手里一对比，知道自
己几斤几两，心里就挂念上了。

就好像2015年，我第一次参
加北京马拉松。跑完一看，5小时
11分，同年龄组里排60%以后，就
知道了，哦，原来自己是后半段。
接下来怎么练，到什么成绩，就有
了念想。

成绩之外还有别的，就是热闹。
现在跑的人多，比赛也多，办

赛的忙着巧立名目捞钱，参赛的忙
着发朋友圈捞赞，双方各美其美美
人之美，每次比赛，赛道上都洋溢
着快活的空气。

好玩的人也多。有一年参赛，
一个哥们儿背了个外放，拿着麦克
风，吼着：“大家累了没有啊，我给
大家唱歌助助兴！”大家便都叫好，
还有人感慨，真是铁肺，边跑边唱，
还能呼吸均匀不走调。结果几首
下去，渐渐没了声响。再往后，他
便一瘸一拐上了收容车。看他放
弃的那一刹那，还有人鼓起了掌。

参赛的乐趣，就在于此。身处
几万人的洪流中，以往独跑时的沉
默都消失不见。一起折腾，一起喊
疼，在到达极限时一起后悔，然后
又一起撞线，不在乎认不认识，只
要一起跑过，一起用另一个视角体
验城市，就是独特的历程。

就好像北马，起跑点在天安门
广场，开跑之后，必然有一大堆人穿
着比赛背心在天安门前留念——能
穿背心裤衩从长安街主路沿着天
安门新华门西单一路跑过去，交警
不仅不管还给你开道，也就只能在
北马这天才能实现了。

所以痴迷跑步的缘由很多，但
归根结底，是因为独特性。

与自己身体独特的对话，与
自己内心独特的对话，以及，和
这个世界独特的对话。

（作者系本报“人物”版主
编）

找不到路时，就跑起来吧
高毅哲

郁达夫说愿意拿生命的零
头去换北京的秋，上学的时候
感觉矫情，看风景竟比活着还
重要吗？就在刚刚过去的 9
月，我突然理解了这样的感慨，
如可常有故都的秋，冗余部分
又何妨了而却之。于我，如可
常奔跑在北京的秋色之中，之
外的事情又何妨不了了之。

从4月到现在，虽频次不
够密，一个月跑七八次大概50
多公里，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前
对运动避之唯恐不及的人，已
很不易。跑步是件枯燥受苦的
事，但同时它寂静、纯真。它不
令人舒适，却让人上瘾。只需
要足够的时间和一双鞋，此外
不诉诸任何外部条件。这几年
跑步的人很多，可能就是这个
原因，在众多的运动方式中，它
成本最低，不需要太多学习就
能掌握，不需要和任何人配合，
而稳定的合作关系，未尝不是
一件奢侈品。

不想描述跑步的苦，它如
丝如缕，如啮如咬，长跑之苦更
细密不绝。它还有一个痛苦是
来自于放弃的诱惑。跑的时候
虽然全身煎熬，但是只消你用
一秒钟放下自己的脚，它就会
立即消失。这真的是太大的诱
惑。我起意跑步是因为睡眠和肠胃功能的紊乱，但能
坚持半年，却不仅仅因为身体状况的改善，而是意外地
发现，每迈出一步，在身体受苦的同时，心中的苦却会
减轻，再迈一步，就再减轻一分，距离越长，这种此消彼
长就越明显。我从某种看不见的枷锁之中感觉逐渐有
了回旋转身的余地，尽管只有我的一步见方。这种对
身心之间密切联系的体会，或许只有在运动状态下才
能获得。

跑的过程，有点像做梦，突如其来会冒出些平时很
难想及的事，彩色的、平面的，大概属于潜意识一类，有
趣却因为来去随意而无法记述。倒是平时增添了对跑
步这件事的回味，跑步简单又复杂，长跑因为量的积
累，更把简单之中的丰富力量演变得很强烈。村上春
树形容跑到35公里之后的自己，像一台油箱空空还在
行驶的汽车，可见把一件简单的事做到极致会有多么
大的消耗。

想想最早对跑步的印象总是不解，连环画上夸父
追日，逐日无异徒劳，死得好冤枉。美国电影里的阿甘
是另一种传奇故事，我也不理解这样机械、没有美感和
技术含量的活动有什么奥妙。身为人难道还有不会跑
的吗？是啊，奔跑是最原始的动物本能之一，人要为追
逐猎物、逃避天敌而奔跑，乃至于追寻强大的太阳，或
者只为了分享一个胜利的消息，会奔跑直到死亡。因
为羡慕鸟的自由，人还想飞。记得第一次看庄子，对照
注释磕磕绊绊看到列御寇可以御风而行时，心神大开，
比起夸父追逐虚空的苦情，列子驾驭虚无好生潇洒。

我最初跑3公里，逐渐5公里、6公里、8公里，偶尔
10公里。记得第一次尝试10公里，脚下第一次有了生
风之感，看来跑是离飞最近的运动，也就离自由最近。

陪伴小儿时，常要给他讲故事，比如小马过河、狐
假虎威、守株待兔。当我在自己的声音中重温龟兔赛
跑这个古老的故事时，读出来的却是兔子的恃才傲物
和乌龟的隐忍与野心，这令我有所不安。乌龟虽然成
功了，我却更喜欢这个胸无城府、明快活泼的兔子。孩
子手脚并用给我表演守株待兔的故事，我很开心。也
是兔子，这一只跑得倒很快，却因为没有看清周围环境
而死，农夫不劳而获。但生活又肯饶得过谁，农夫的

“不跑法”虽不至损失什么，但又能得到什么呢？
看来竞技类的赛跑终不是我所喜欢的，在寂静的

夜跑中，和自己较劲，今日胜昨日就好。跑步对我而言
最难受的时候在起步之初，身体不适应，内心凌乱烦躁，
但这时候只要坚持一下，三四公里之后煎熬就会退去，
身体状态会闯入一个明净舒适的区间，那正是御风而行
的阶段，速度很快会提上来，整个人感觉就很开阔了。

自由和开阔必须付出代价。所谓的坚持，其实无
非是在心头滚来滚去一个字：忍。到达终点时，又变成
了另一个心字底的字：恕。前者心有利刃，后者如己
心。跑久了自然会觉得，人这辈子和长跑也一样，多少
事，都要用这两个字去了结。

有意思的是，对跑步的抗拒和渴望是并存的。懈
怠的时候，我就会这样质问自己，像跑步这样只要自己
努力就一定能完成的事，放眼生活，还有几件呢？为什
么不去跑？我不能举出更多，所以乖乖穿鞋去跑。

秋风清凉通达，揽镜亦不能自见时，就可在跑步深
重的呼吸中看到自己。在天光云影之下，在夜色的深
处，在一汪眼泪一样的路灯光之下。马路很坚硬，她
低头在跑，无暇他顾，如同天地间独此一人，每跑一
步，就击中一次自己。余生也愿如此，尖刀虽在心
头，但脚下仍如御清风。

（作者系科技日报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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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艳华

我老是觉得我上辈子一定是一只鹿或者一匹马，因为我跑起步来其乐无穷。
——《小妇人》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因为日晒，皮肤火辣辣地痛。头脑变得朦胧恍惚，无法完整地考虑任何一件事情。可
是当你不顾一切地坚持跑完，便觉得仿佛所有的东西都从躯体最深处挤榨了出来，一种类
似自暴自弃的爽快感油然而生。

——村上春树《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我跑步穿过果园，穿过玉米地，沿着农田小道和悬崖奔跑，风把我头顶上的玉米秆吹得
沙沙作响……这些跟讲故事之间有很密切的联系，因为在这些情境中总是有一个鬼魂般
的、虚构的自我存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是某种探索和越界。

——乔伊斯·卡罗尔·奥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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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早晨，浓雾像是
从古老的河道中爬上来
的一样，布满了旷野，当
我隔河从六楼的窗口俯
瞰过去，恍如陌生之境，
人对于不可知的地方总
是充满好奇。

⦾同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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