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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本文刊发于《知音》2010 年 1 月月末版<br>
　　<br>
　　“倘若，这世上从未有我，<br>
　　那么，又有什么遗憾，<br>
　　什么悲伤，<br>
　　生命是跌撞的曲折，<br>
　　死亡是宁静的星。<br>
　　归于尘土，<br>
　　归于雨露。<br>
　　这世上不再有我，<br>
　　却又无处不是我。”<br>
　　——田维<br>
　　<br>
　　<br>
　　我是一个疼痛的孩子：生命独舞花田半亩<br>
　　<br>
　　风行 冬野<br>
　　小姑娘想：她要上大学。<br>
　　小姑娘还愿望着：在离家门口并不远的王府井书店的书架上摆上一本自己的书。<br>
　　她知道自己不是公主，只是一个工人之家的普通女孩儿，她穿不上水晶鞋。她只是负重也要飞翔
她只是爱天空、月亮，以及花。她爱蓝色，爱蓝底起碎花的裙子。她爱书。当然，如果可以，还想穿
次洁白的婚衫……<br>
　　7 年之后，实现过第一个梦想，小姑娘实现出书的愿望。一本根据她 50 万字的博客整理出的叫
花田半亩》的书，进入了王府井书店，也摆上了全国各地书店的书架。该书，著名作家梁晓声作序。
br>
　　然而，花开“半亩”，一语成谶。这个北京语言大学的才女，终究没有能穿上婚衫，在文字终于
放出油墨的清香时，她却已化蝶西飞……<br>
　　<br>
　　不死的绝症：生命的酸雨<br>
　　•今年的春天，不再是节日。<br>
　　•一些夜晚，我听到心脏的呜咽，如一只受伤的蝶。那悄无声息的发生，像是魔鬼设下的圈套，
入我的生命。就这样，一纸结果，宣布你年轻的生命，从今以后，要与险恶的疾病正面交锋。<br>
　　•我站在旷野的中央，质问命运。<br>
　　——《花田半亩》<br>
　　田维一切都好。在那堂体育课前。<br>
　　北京姑娘。15 岁。海淀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作文得过市里的春蕾奖。父母是北京手表二厂工
。家不富贵，一家人都明白幸福与富贵是两码事。更让田维惬意无比的是，上初中了，妈妈王春荣还
欢站在女儿身后将她头发盘起，而她，久久地坐在那儿，看西站开出的列车从窗外不远处驶过，问远
多远……<br>
　　2000 年 10 月 8 日，这一天与前一天一样，没什么特别。<br>
　　一早，田维在阳台上读了一会书后，去学校上课。刚出门，她又折转身来。她记起来，今天下午
体育课，她得穿球鞋。下午，教室外面的哨声响了。她踩着哨声走出教室，一会儿就长发飘飘，轻舞
扬在操场上。可是，这堂课开始后不久，田维突然感到身体有些不对劲。她的额头有些不正常地发热
而右手的指关节莫名地痉挛起来，并伴有隐隐的疼痛。后来，指头竟发白了，再摸一摸，一片麻木。
感到很奇怪，便去问老师这是怎么了。老师抓过学生的手，看了看，也露出疑惑的神情，便对学生说
你去医院看看吧。<br>
　　放学回家，田维对妈妈说起了上体育课的事，并把手也伸给妈妈看。妈妈一看，立即带了女儿去
近医院。医生看看，笑笑，告诉他们：没大事的，青春期常有的，典型的雷诺现象……<br>
　　听医生这样一讲，母女俩放心了。<br>
　　可是，三天过后，相同的症状又一次出现在田维身上。这下，妈妈感到不正常了，于是带女儿来
北京市儿童医院。在这里，随着检查的深入，医生的脸色越来越凝重。当抗核抗体的检查结果一出来
医生拿着检查单，长叹了一口气。“严重吗？医生？到底是什么病？”田维与妈妈的心揪紧了，几乎
时紧张地问。这时，医生只得沉重而无奈地告诉她们，人体正常的抗核抗体之比是 1﹕20，而现在患
之比是 1 比 1080。综合其他数据，我们可以认定，小姑娘所患的病并非常见于青少年中的雷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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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种混和性结缔结组织病。这种病是一种系统性疫病，肌无力、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重症就可归于
个范畴。虽然现在看来，小姑娘的病非红 斑狼疮，但其严重性与以后的治疗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它。
前，它是世界性医学难题，还没有人找到根治该病的办法，可以说，它是一种“不死的癌症”。其病
，时好时坏，一时不会死亡，但每一天都会面对死亡，最迟也会只有三至五年生命……<br>
　　母亲身子在颤抖，站起来，将女儿挡在身后。<br>
　　尽管妈妈“挡”着，但是，医生的每一句话，田维都听得清清楚楚。她的心，沉下来，再沉下来
…<br>
　　当天，田维不知自己是如何同妈妈回到家的。<br>
　　月亮升起的时候，田维听到了妈妈在隔壁房中哭泣的声音。这一天，她没有看到妈妈的眼泪，她
算着，妈妈一哭就去安慰妈妈。“但终于，当女儿看不到的时候，妈妈，你还是哭了。”这样一想，
维的心里便酸酸的，眼睛也有点湿。她擦擦眼睛，来到窗前，她看到，偌大的北京城，灯火正如花绽
，那熟悉的火车正在这座城市的腹地穿行……“是的，南来北往间，日复一日里，它在链接一个又一
悲欢离合的故事，但于我，因为秋天的这节体育课，再也不是童年的那一列……”<br>
　　“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我的头顶从此没有阳光，酸雨密布，而且会在某一天，天地间陡然漆黑
…”<br>
　　15 岁的田维，写下这话，第一次触摸无常的命运。<br>
　　此后，田维以服药为主，边上学边做并无终极意<br>
　　义的治疗。<br>
　　<br>
　　<br>
　　三个梦想：生命婴啼二度<br>
　　•疼痛，从 15 岁始，这意义变得深刻。<br>
　　•我平卧在这夜的深暗里，把所有的遭遇与不幸一一原谅。让身体站在呜咽的风里，让生命独立
人间的旷野。既然事情已不可改变，我怎么不张开双臂，将生活的别样恩赐深情拥抱？<br>
　　•不管怎样，一定要，好好活。<br>
　　——《花田半亩》<br>
　　这是个饱受劫难的孩子，劫难于她，甚至早过于她的生命。<br>
　　1985 年 6 月，王春荣怀孕了。满心满肺的，是天下母亲的喜悦。可是，十月怀胎过去，到了 19
6 年 3 月 28 日，预产期到了，孩子却不见动静，并且，腹内一天比一天平静。她感到十分奇怪，7 
后，去医院检查。医生俯下身在腹部一听，脸色变了：“怎么来这样迟？没有胎音了啊！再不过来，
母亲也没命了！”刻不容缓，手术立即进行……<br>
　　白色的身影围在一起，产房内忙成一团。不一会，女婴出来了。护士倒提着，再在她的背部一阵
拍，可是，久久地，没有婴啼，没有新生命向这个春天报到的嘹亮婴歌。<br>
　　胎死腹中，医生们摇着头，便将孩子往盆子里扔。眼看自己的骨肉未曾见面即死别，妈妈一声长
，发疯似地坐起来，伸手去抱孩子。不想，就在这一刻，人们惊讶地听到，一声微弱如游丝的声音从
子身上传来。母亲的哭声戛然而止，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真真切切的，那是孩子的声音。这个初
的早晨，生命的奇迹就这样发生。<br>
　　……这个晚上，田维又一次回想起了自己从地狱之门折身而回的这一幕。她不记得，妈妈是否告
过她是死而复生的，当死亡的阴影在 15 年后卷土重来、还被告知未来的路走不过 1000 来个日夜时
她好像猛然意识到，自己确乎有过死而复生的经历，现在，自己又在面临这同一沉重的命题……<br>
　　那么，不哑婴歌能否再次唱响？就让青春与生命如此黯然谢幕？自己的生命既然有了第一次向死
生，未必就不能再来一次？<br>
　　上学路上，田维这样想着。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田维咀嚼着这个 15 岁年龄不能承受之重的的
题。望着一夜间白发横生的妈妈，田维又这样一次次问自己。终于，这个苦难而倔强的女孩告诉自己
我只能挺住！<br>
　　这个冬天，凝望着雪中的梅花，田维写下令人心疼的句子：“我说，我把火花点在指尖，跳跃成
命的燃烧。我想象，一个安然无恙的女子，站在冬天的原野，没有怨恨与悲伤。” “我不去追问命运
不怨恨上天，不乞求神的怜悯与慈悲。我只想，让无端的痛苦一点点稀释，让美丽的生命，在美丽的
纪还它本来的美丽。”“要发芽，要用尽能量，冲破头顶的冰冷土层，要独自走过，许多个无望的路
，要在黑夜里摸索前行，不落一滴脆弱的眼泪。”……<br>
　　泣血而歌时，田维定下生命大限来临前的三个梦想：考上大学；出一本书；穿一次婚衫。<br>
　　<br>
　　<br>
　　青春踏棘而歌：“北语”，我来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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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青春是白纸，我愿意，印上血红的足印。像出生的婴儿一样，用一种最鲜艳的方式，把美
纪念。我要在最美丽的时刻，让你看见，让世界看见。<br>
　　•来，梦我们的梦吧。<br>
　　在光天化日下，在有月无月的夜晚，梦你心的归所，梦你我远逝的昨日，梦所有的奢望与狂想。
br>
　　•梦一切可梦，梦一切不可梦。<br>
　　——《花田半亩》<br>
　　少女田维，脚步从此匆匆。<br>
　　2001 年 3 月，田维进入初中最后一个学期。再也不是那个随性的孩子，也再不也需老师与妈妈
“管教”，田维不再是过去的“田维”。与疾病加重的步伐同步，当最严重的一次疼痛降临前夕，田
走进中考考场，并考入中关村中学。<br>
　　中关村中学是北京市示范高中。“妈妈，我考上了。”这一天，田维淡淡地一笑，将一纸录取通
书轻轻递给母亲。王春荣接过通知书，看看女儿没有血色的脸庞，想笑却眼角有了泪，心里涌起的，
一阵又一阵酸痛：只有她知道，这一纸重点高中的通知书，女儿付出了多少……<br>
　　高中第一学年，课程不算太重，田维病情也算平稳。虽然疼痛的密度在更快速度递加，但是，咬
牙，田维挺了过来。<br>
　　高二，病魔开始撕去它最初的伪装。这一学年，田维不得不中止学习，在家吃药治疗，以缓解病
。<br>
　　青春的阻击战在 2003 年硝烟弥漫。<br>
　　秋天里，一场严重的感冒突袭田维。它来势汹汹，险恶于以往任何一次。田维昏昏沉沉，意识几
于混沌。她十指发白、双手痉挛、身体高烧、全身每一个关节都在钻心锥肺地疼痛……田维挣扎着，
持去学校上课。已是高中最后一个学年，她将青春的脚步踩在荆棘上，聆听梦想的召唤。可是，某一
的课堂上，她双手的痉挛演绎成剧烈的颤抖，以及全身的大汗。老师与同学都吓坏了，忙送她回家。
周之后，田维的病情才得到暂时的控制。也就从这一次起，时不时地，也根本没有可能防范，田维就
感冒”了。一“感冒”，就是高烧不退，疼痛，剧烈地疼痛——关节在痛，脚，手，全身各处；颈肩
痛，脖子动不了，僵直着，看人、看书，看窗外深夜里穿行的火车，只能让身子随着头转；还有，腰
痛、足跟痛……<br>
　　“我是一个疼痛的孩子。但青春要在疼痛中开出花来。”“早晨，我吞下药片，继续期待一颗强
的心脏。”“嘿，田田，你得勇敢。”病痛是摧毁性的，田维唱响青春的宣言迎战。<br>
　　每一个清晨，只要身体能够走动，田维一定要去上学，但却常常迟到。尽管这样，一天功课下来
她异常疲惫。回到家中，又是一盏孤灯点到子夜。课文似乎永远也背不完，作业也没有做完的时候，
将自己的瘦弱的身躯埋在大叠大叠课本或作业本中，如蚂蚁衔沙，勤苦地构建自己大学的七品楼台。
身体实在不堪重负住院时，病床，也是她圆梦的课桌。当疼痛毫无怜悯心地袭来，她就拿起书本，重
地敲打痛得最历害的关节，用自残式的疼痛消抵疼痛。所有的功课中，数学是田维最头疼的问题，除
正弦函数那条弧线——她看到的是一种美丽的飞翔的姿态，其余，每一个章节、每一个知识点，其头
程度几近于身体的疼痛。不过，最难——纵使坚硬如地表深处的岩石，她也在“掘进”……<br>
　　女儿的 “疯狂”，如针扎着王春荣的心。多少个夜晚，望望灯下那个倔强的头颅，母亲想去劝劝
儿不必这样，但是，她的脚步始终停住在门边。她只是站在那流泪。她知道，女儿要考上大学，这个
望太强烈。2004 年 3 月，田维刚从医院回来，脸上还没有血色，又扎进了桌上的习题中。这下，母
再也无法忍住心痛，便进房里劝女儿休息。不能说“身体要紧”，不能说“考不考无所谓”，更不能
“考上了又怎么样？”……最后，母亲站在女儿的身后，一开口，话说成了：“孩子，妈妈对不起你…
”田维一怔，转过头来。她看到的，是妈妈欲言又止的神情和两眼盈盈的泪水。女儿心里一阵酸痛，
擦眼睛，喃喃地告诉妈妈：“妈妈，您想说什么，女儿知道。但是，妈妈，你可知道？我才三五年活
，死亡的阴影时刻罩在女儿的头顶，而天空，我要留下飞过的痕迹……”<br>
　　妈妈走后，田维在博客下留下这样一段话——<br>
　　“妈妈说，如果能够再次孕育你该多么好。你仿佛在怨恨自己，生成我多病的身躯。你遗憾没给
一副强健的身体。你觉得，是自己造成了我连绵的苦难。<br>
　　妈妈，我却时常感谢，你给我的生命。即使这身躯，有许多不如意，但生命，从来都不是独一无
的最宝贵的礼物。我感谢，今生是你的女儿，感谢，能够依偎在你身旁，能够开放在你手心。<br>
　　妈妈，不幸的部分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幸福，却是更深刻的主题。”<br>
　　“妈妈，有人曾问我，如果生命满是欢乐，你爱它，如果生命只是平淡，你也爱它，但倘若生命
接踵的不幸呢？那天，我没有回答，我沉默了很久，说不出一句话。今天，我想对您说，我依旧爱它
”<br>
　　终点前对终点的抵达，注定是一种沙漠行者的抵达。就在迎接高考的这最后一个学期，田维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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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不如一日。“感冒”更多了，疼痛钻入骨髓深处，无由头的高烧，一次又一次要将生命烧为灰烬
这种状态下，她不得不更多的时间留在家时服药。然而，愈绝境愈燃烧，这个 18 年前死而复生的孩
，就在病房里发起了对高考的最后冲刺……<br>
　　生命花开北极。2004 年 8 月，田维实现梦想之一：考入北京语言大学文学专业。<br>
　　这个早晨，北京阳光明媚。阳光下，跳跃着田维一粒粒晶莹光亮的文字：“我从睡梦中醒来，我
道自己是全新的生命，又一次死亡从我的肉身盛开过了。每个早晨，我们明白更多，我们不断重生。
<br>
　　收录重症女生，“北语”并非首例，也可能学校并不知情，但以现在的结果来看，“北语”可敬
逆风挺立的生命给了所有灵魂一次针灸，那竖起的，是青春的标杆。而踏进“北语”的大门，田维的
步就匆匆奔往她的第二个梦想，因为，她明白，只有文字，能够永生……<br>
　　<br>
　　花田半亩：葬花人化蝶<br>
　　 •所有文字，注定是我的跋涉。<br>
　　 •小小的女奴，我守着自己一半荒芜，一半茂盛的花田，度过时节的流变，跳自己的舞蹈，记录
夜的梦话，踏着星辉月露，有时遗忘，有时想念。<br>
　　•雪终究会落下来的，我不流泪。<br>
　　——《花田半亩》<br>
　　写作，成了田维大学生活中与学习、治病同步的最重要的事情。每一天的课外，她将键盘敲响。
花一木，某事某人……一一进入她的记录之中。当然，更多的，是她对自己近 20 年来路的回忆，对
命的感悟、洞察、还有无限的热爱。她这样写：“我走在自己的路上，磕磕碰碰的，一路莫名地摔倒
又坚韧地站起来。一直以来，我双脚绘着疼痛的图案，追风一样去追随希望。”她写她摔倒时的决定
“我会很勇敢，从薄薄的雪地走过的时候。”她写她看书：“读泰戈尔的诗歌。那里，有飞翔的鸟，
漂泊的云，有盛开的花，和闪烁的繁星。田田，爱生命吧，并发现爱吧。纵使疾病厚爱着你。”“看
个镜子中面目全非的女孩，吞下一粒粒药片的时候，才懂得，苦难永远无法真正地被了解。”“镜子
，那个女孩哭了，她反复问为什么，为什么是她？”也这样含泪责问过命运，但更多地在表达那颗美
得令人流泪的心灵——“我被巨大的宇宙怀抱着，放在蓝空的摇篮里。冥冥中，我听到一个遥远的声
对我说，所谓生命，就是感恩、善良、美，和爱。”……<br>
　　 疼痛依然，药得天天服，医院也不时要造访。课程也要沉下来学。这样，写作无疑加重了身体负
。2006 年，田维的病情加重，几近听到了死神的敲门声。但是，如同于过去无法拒绝大学之梦的召
，她稍好一点，又披衣而起，敲响了键盘。夜深如海，眼睛因高烧而几近失明，她坚持着，苛刻地寻
那最有表现力的词句，倾诉着自己的心灵。总在这样的时候，她看到一位位先哲一手拈须，仙风道骨
飘然而来，坐到她的背后，告诉她：写吧，孩子，你的文字就是你生命的光华。于是，双眼朦胧，田
凝就她视于生命同样珍贵的文字……<br>
　　2006 年春，田维所写已是 40 余万字。<br>
　　这些文字，田维命名为《半亩花田》，并陆续张贴于“北语”的校园网上。她说，“我是一位忠
的花仆，键盘是我的花锄，我守望自己生命的花落花开，但我这园子，却是一半茂盛，一半荒芜……
<br>
　　绝世花仆，低吟浅唱，激起“北语”满园波澜。<br>
　　 “大熊”是田维的大四学兄，一个朴实无华的男孩。夏天的某个夜晚，他无意间走进了“花田”
一进入，他就被震住了：这是一片什么样的田土啊！满田的文字皆是星星的碎片，晶莹、通透、艳丽
闪耀着不熄的光芒——那么，如此光华绝世的花田，又是一个何等兰心慧质的花仆在耕种？……越读
他越觉得要解开一个疑问。于是，他走进了田维的生活……<br>
　　花田指引爱的方向，爱情，就这样来了。<br>
　　曾经深深地渴望穿一次婚衫，然而，当“梦”真正有了相托的“床笫”时，田维却多次犹豫，是
择痛苦的放弃？还是勇敢地爱下去？她一度“狠心”地将 QQ 上的大熊拉入黑名单，又马上拉回来…
善良的田维已认定，6 年前的这个梦想并不现实，它只会对相恋的人造成不当承受的痛苦，因为，她
到了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已经无力回天了——<br>
　　2006 年底，田维病情继续恶化。入住协和医院，再转往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半年过去，纵使用
每盒 2.8 万元的昂贵进口药物，病情也得不到有效控制。<br>
　　田维的文字开始不忍卒读：“你也许只是想旅行，却不得不在终点下车。”“我能够明白，睡去
味着什么。请你们，为我拉下帷幕，回归，原始的宁静。” “我双手冰凉，死亡，它原来是一种深埋
土地的化石般的真实。”“生命是跌撞的曲折，死亡是宁静的星。”2007 年 6 月 27 日，田维一梦
来：“有时我在梦蝶，有时蝶在梦我，一如千年前的庄周。可是，一只翩翩的蝶，一场华丽的演出，
就这样谢幕？”7 月 3 日，田维又写下：“好多时候，我以为自己在海上。好像一只漂流瓶，身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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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生命的密信，漂洋而去……有一天，我会达到一个彼岸。那里，有没有传说中的花树繁花，有没有
，向我挥手微笑？”……<br>
　　8 月 1 日：“咳嗽。肉体的痛苦，是在将我的灵魂度化吗？” 7 日：“不要悲伤，每个人都殊路
归。”<br>
　　10 日：“如果可以，就让我的右眼去流泪吧，另一个眼睛，拥有明媚与微笑。”到 12 日晚 12 
，田维写下 “花田半亩”里最少的仅 9 个字的一段文字：“……没情绪，毫无情绪，混沌。”——如
那个天才少年子尤在说“这个故事怎样收场？”这是田维的绝笔：13 日，田维出现剧烈疼痛，全身
肿，肺、心、肾出现异常。当晚，在病床上，她看看窗外，又转过去面向妈妈。她也许很想说：“妈
让我睡吧。”但却不忍心说，她向妈妈露出微笑。田维最后一次打开电脑，泪湿“半亩花田”，犹如
留芳千古的林家妹妹暮春葬花，然后化蝶而去……<br>
　　电脑陡成花塚。<br>
　　其时，夏夜。天空深蓝。英仙座有流星雨。列车在北京城的万家灯火中穿过。<br>
　　两天后，田维于昌平殡仪馆与深爱着她的人告别。素面红装，她没有穿上她梦境之中的婚衫。<b
>
　　9 月 3 日，大熊最后一次走进再也没有守园人的“花田”，为《花田半亩》写下最后一笔。他说
“我相信，世界上是有魂灵的存在，从此田会站在生命的彼岸，为我们祝福……”<br>
　　两年后，田维的大学同学，包括大熊，再次走进半亩花田。花田里，芳草凄凄，群芳零落。想起
维在世时那清纯的笑容，几人不禁大声恸哭了一场。他们想，田维爱书，她 21 年的生命是踏着文字
芳草走过来的，作为生者，他们最好的怀念就是圆她的出书之梦。于是，几人分别找出版社，终于让
花田半亩》出版发行。<br>
　　2009 年 4 月，《花田半亩》由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没有宣传，更无炒作，不想此书不胫而走
迅速在网络和全国各大书城走红，并引起一股田维热，一跃成为校园文学和青春文学类图书的畅销书
众多读者在个人博客中链接视频，建立一个又一个“田维纪念堂”，无数网友天天献花，留下感人肺
的祝愿辞。中央电视台“子午书简”将田维和子尤的生命绝唱对比播出，更引发人们对青春文学精神
涵的深切关注和检视。仅 10 月至 11 月两个月，此书三次再版加印数万册，几乎供不应求。作为田
在“北语”时的选修课老师，著名作家梁晓声以“蝶儿飞走”为书做序。他说：“经常与死亡波澜不
对视的人，是了不起的人。蝶儿飞走了，让我们再唱一曲‘咏蝶’……”<b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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