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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承志遊記散文兩篇1

 

 
這些年﹐愈發地控制不住出遊的渴望。甚至一年之內﹐首尾

臘月地三入西海固。即便這樣依然覺得不夠﹔所以又一次次相機

南下﹐到南方﹐到文明故國的景物中去滿足自己。 
數一數﹐江西走了三次﹐浙江也去了兩遭﹐特別是兩度的山

陰道上﹐感慨和知惠令人陶醉。從夏禹時代的傳說﹐到越王秦皇

的遺址﹐再至魯迅秋瑾的舊居 — 徘徊在歷史的影子裡﹐我的旅

行如現場求學。而這樣的學習積累多了﹐西海固內蒙古﹐便更凸

現了意味。 
 

                                     
1 兩篇遊記散文載於張承志﹕《誰是勝者》﹐現代出版社 2003。前者寫於 2002 年

4 月﹐後者寫於 2002 年 3 月。 



至年初﹐山陰道上未訪過的地點﹐僅剩下徐錫麟的東浦故居

一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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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日天清氣朗﹐車子直向東浦鎮。傳聞紹興水鄉﹐以《早

春二月》的外景地柯橋最為典型。但是前一次來紹興﹐每天為吃

一口清真飯常坐車到柯橋﹐而那裡滿眼紡織品批發的大樓﹐看不

見烏篷船的曲折水路。 
到了東浦﹐一樣是那種乏味的高樓寬路。鎮前問了路以後﹐

下車步行幾步﹐折過一個牆角 — 沒想到﹐石橋青苔﹑窄水高屋

的水鄉風景﹐突然出現在視野裡﹗ 
秀美安謐的水鄉視覺仿佛打亂了計劃﹐打亂了心裡的一個準

備。難道這就是東浦麼﹖難道那名若雷霆的辛亥革命先驅﹑那項

羽荊軻般的剖心瀝血之士﹐就是如此陰柔水鄉的兒子麼﹖ 
過孫家漊﹐找徐家屋﹐水道上有一座小石橋﹐拱圓且高。順

著一邊的岸步行著﹐斜斜見對岸有一處龕門﹐不知是供奉龍王的

小廟﹐還是許欽文（他是東浦人﹐也是魯迅的忠實弟子）傳裡寫

到的水龍會。青石和白灰聳立著﹐窄細的巷道鋪著破碎細石。我

心裡上昇著化外野民的景仰﹐揣度著山陰會稽的內涵﹐順著水鄉

的巷子走。 
迎面正是徐錫麟故居。 
那時代久久令我嚮往。也許這麼寫到頭來不過是葉公好龍﹐

但那個時代孕育的幾個紹興人確實久久吸引著我。還不說陶成章﹑

王金發﹑徐蘊華姐妹﹑馬宗漢﹑陳伯平﹐他們都是此世難尋的人

物﹔只憑這片潮濕風土造化的秋瑾﹑徐錫麟﹑魯迅三人的風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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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已經足夠使北方折服了。 
踏進陽光泄入的小院﹐木樓梯﹐烏漆門﹐明暗潮潤的感覺更

濃重。 
不像前次在冬雨的秋瑾故居﹐我瀏覽著﹐此刻明亮的陽光﹐

弄暖了壓鬱的心情。不禁有油然滿足的感覺﹐為自己到了山陰最

後一處名勝。在動蕩的大時代﹐人擁有一切可能性。於是這小康

人家的宅院裡﹐就誕生了徐錫麟。 
他開辦學校﹐企圖建立一個養成志士的基地。他堂前行刺﹐

但深度近視的他連發幾槍都不中要害。他性格陰鬱﹐身子瘦小﹐

貌不出眾。但他在被俘後出語驚人﹕ 
 

 
 

接著傾倒胸臆﹐一張絕命詞擲筆摔墨﹐寫得大義凜然。這一

篇字不是書法強過書法﹐在資料書的扉頁上﹐磁石一般搶目奪人。

凝視良久我仍無法移開視線﹐心中吃驚不已。幾行的淋漓墨跡﹐

即便在今天還噴射著逼人的豪氣。 
審訊時他惦記著行刺安徽巡撫恩銘的結果﹐官員騙他

說﹕“大帥無恙﹐就要親自審你。”他聽罷一時默默無語。接著

那官員又說﹕“要剖你的心”﹐而徐錫麟突然醒悟了 — 這就是

說﹕“恩銘已死﹗”他不可抑制﹐爆發出一陣大笑。 
記載中﹐那笑聲如點睛之筆﹐轟然使徐錫麟的形象矗立起來。

那樣的豪氣﹐那樣的震撼﹐如今怎能想像呢﹖我站在石牆的院子

裡﹐覺得它就在此刻也轟轟有聲﹐撞擊著這猥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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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級登樓﹐是他幽秘的臥室。踏過漆了的木地板﹐臨窗遠望﹐

有會稽山淡青的遠影。上一次正值江南的冷冬﹐雖然天地間宛如

水墨畫一樣好看﹐但是無奈苦雨淅瀝﹐凍得人禁不住寒戰。記得

那次我如朝聖的香客﹐一天天撐著雨傘踏著泥濘。這一次因為晴

朗﹐風景顯得一覽無餘了﹐會稽諸山除去了雨雲的遮蔽﹐暴露成

綿延的丘陵。 
以前翻閱徐錫麟史料的時候﹐從來都禁不住一種顫慄。哪怕

偶爾碰到一些段子﹐每次讀都有哽咽的感覺。我說不清心中的刺

激。太壯烈了﹐雖然當時他們所持的民族主義﹐與我已經一絲絲

斷絕乾淨。 
古風的院落堅固考究。材料﹑用色﹑外形﹐其實就建築而言﹐

它遠遠超過什麼經典別墅。陰涼彌漫著﹐日影斜移了。正廳有匾

額曰“一經堂”﹐抱柱對聯寫道﹕“天下奇觀書卷好﹐世間美味

菜根香”。 
一切都像是為了讓人遺忘。 
來到這裡﹐人會不由地想﹕怕再沒有其他參觀者了。 

 
2 
 

今天的中國已經冷漠了他們。是因為中國人骨子裡的薄情﹐

還是因為新的理論把他們劃作了恐怖主義﹖ 
與我同行的一個朋友說﹕我是本地人﹐以我的觀察﹐紹興人

的氣味與他們完全不同。秋瑾﹑徐錫麟﹑包括魯迅﹐他們幾個是

紹興的異類。 
我同意同伴的分析。因為我也一直在疑惑和捉摸 — 這塊風

土既然製造了那麼多紹興師爺式的知識分子﹐為什麼又孕育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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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血性的異類呢﹖ 
其實刺客和恐怖分子﹐都並非無文之輩。細讀徐錫麟的遺稿﹐

他不僅不是暴徒﹐而且秀入內裡。從他留下的一首詠嘆東京博物

館所藏中國文物的律詩﹐可以窺見徐錫麟的修養。 
這首詩﹐前年初讀時瀏覽一過﹐覺得微微如有金聲﹐便留下

印象﹐記住它是一首詠劍詩﹕ 
 

 
 

後來注意了題目﹐才知寫的是一口流失異國的古鐘。這種感

覺很特別 — 不知是徐錫麟用字特別﹐以至於寫鐘如寫劍﹔還是

因為他的詩品與人格浸透難分﹐所以使後人陷入聯想。“偶然一

捫拭﹐隱作不平鳴”﹐多麼像“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替

換著字﹐胡亂默誦著﹐我好像探到了他內藏的沉重﹐也掂量出他

未露的文采。 
為什麼出現了異類呢﹖ 
也許原因都是留日。在那個屈辱又激昂的時代﹐或許只有留

日學生體驗了最複雜的心境。正是這個日本在侵略祖國﹐而他們

卻只能赴日求學。他們的立志正是學成利器報復日本﹐無奈同學

裡卻層出著立論親日的政客﹐自詡知日的大師﹗ 
與留學歐美尤其美國完全不同﹐他們無法以藝術自慰或者以

民主誇誇其談。尤其不能學成一種愚蠢的怪物哪怕對老婆也半嘴

英語 — 他們常迴避自己的見識﹐他們多不願炫耀日語。他們每

日求學的這個國度﹐既曾向母親施暴又正在倡導文明﹔他們耳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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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染的這個文化﹐把一切來自中國的古典思想﹑把一切琴棋書劍

技舞茶花都實行了宗教化﹐然後以精神藐視中國的物慾﹐用恥與

潔等古代中國的精神傲視甚至蔑視中國人。 
留學生首當這精神挑戰的前沿。要領熟滑者逢迎表演保全自

己﹐匹夫之怒者以頭搶地然後消失。只有陳天華蹈海自殺。他的

這一行為﹐是中國青年對傲慢列強的以命作答﹐也是他們不堪於

揭露﹑包括不堪於這種以蔑視表達的對自己劣根性揭露的 — 蝕
心痛苦的表現。 

這種難言的心態﹐綿延於一百年的留學史。它激烈地迸濺於

徐錫麟的剖心行刺﹐也扭曲地閃爍於魯迅的晦暗文章。 
但是一切中國的民族主義﹐總是終止於可悲的結局。無論在

異國質諸同學﹐還是在故鄉環視同類﹐現實總是迫人再三失望。

被日本或傲慢指摘或鮮明反襯的劣性﹐什麼時候才能變成美感的

烈性呢﹖ 
 
3 
 

腦海裡閃動著一些留學滋味﹐我踱出了徐錫麟的青石小院。

鎮子前頭有一座小學﹐聽說是徐錫麟所創學校的後身。正是課間

時分﹐孩子們的喧鬧聲清脆入耳﹐一霎間攪散了人心的鬱悶。 
門樓兩側﹐居然原樣鐫刻著徐錫麟親定的校規。字跡不知是

不是他的楷書﹐讀著心中又是一熱﹐趕忙抄了下來﹕ 
 

 

四句校訓中﹐各能摘出一字﹐合起來正是“熱誠學堂”。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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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算過自己的同窗共學﹐雖好人眾多數不勝數﹔只是若坦白地說

的話﹐大都缺的正是些熱與誠。徐錫麟是有感而發﹐所以歸納得

貼切獨到。 
這麼想著﹐一邊眺望校庭裡的孩子。 
他們今天依然戴著熱誠小學的校徽﹐以徐錫麟的校訓為校

歌。他們個個純真可愛﹐圍著徐錫麟當年藏武器的水池﹐笑喊著

奔來跑去。 
徐錫麟舉義被俘後被巡撫恩銘的家人要求剖心﹐這一個熱與

誠﹐實踐得驚心觸目。這一個結尾處也被傳誦繁衍﹐成了傳奇小

說。 
同學陶成章記﹕“端方電馮熙命殺錫麟﹐恩銘家中請剖心以

祭恩銘。馮熙心不欲﹐然不能阻止之。”吳健吾《徐錫麟事跡》

云﹕“恩銘家屬要求活剜徐心﹐馮不得已﹐密諭刑者以利刃刺心﹐

免受痛苦。”潘學固《徐錫麟刺殺恩銘目擊記》﹕“劊子手曲一

膝跪下說﹕祖宗傳下律法﹐只有先斬首﹐後才能剜心。小人不敢

妄為……” 
既是傳奇則不至淋漓不能盡意﹐許多細節被一再渲染。如徐

錫麟一聲怒喝﹐把官吏志瑞（諸書或作毓賢﹑毓秀﹑毓朗）嚇得

病死的故事。民國著述都以這些細節為重要﹔名流大家如章太炎﹑

蔡元培都為他寫碑作傳﹐沒有誰咒罵他為極端分子或恐怖分子。 
甚至奉命行刑的馮熙﹐更是他的知音。徐錫麟死後﹐馮熙居

然為他辟一間紀念室﹐收藏血衣遺物。不僅如此﹐馮熙還為這間

屋子題聯﹐寫下“來日大難﹐對此茫茫百端集”的句子﹐一語預

見未來。 
這樣的事情﹐今天怎能想像﹗ 
不久秋瑾也被槍殺於紹興軒亭口。從先行的陳天華﹐到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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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魯迅﹐這一批留日學生投身的革命﹐以及他們的民族主義幻覺﹐

終於沉默在泱泱大國的正統之中。 
他們的墨跡鮮血﹐無疑推動了破舊的鉅船向著現代移動﹔但

他們呼喚的靈魂卻招之不來﹐一直到今天﹐看不到病態的氣質已

經更新。 
但他們的革命同時也是一種自救。對他們的自我而言﹐對他

們敏感而受傷的心靈而言﹐他們一個個都做到了言出必信﹐行己

知恥。他們的精神已經驕傲地屹立著﹐特別是屹立在日本人的面

前。 
離開東浦﹐車行如飛﹐山陰道如今是高速公路。 
想和同伴說點什麼﹐又覺得沾染了徐錫麟的寡言﹐不願這時

再說什麼。章太炎先生的《徐錫麟傳》提及了這一點﹐說他雖性

格沉默﹐“然性愛人”﹐太炎先生特別記述了他解囊救助窮極自

殺的老婦的一件事。 
天晴得沒有一絲遮攔﹐紹興迤南的餘脈﹐原來都是平凡的丘

陵。會稽山不再似冬雨季節﹐那麼迷蒙蒼茫。大禹陵位置在此是

可能的﹐因為如果淤塞一旦疏通﹐從此向東﹐不遠即是大海。 
山巒明亮﹐阡陌濃綠﹐我靠著車窗﹐仔細看著外面流過的景

物。我辨認著蘭亭金華的岔路﹐辨認著寧波和東海的方向。我覺

察到自己開始喜歡這裡了﹐它養育了一腔愛人之意的死士﹐使人

不由得目不轉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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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兩段不是我寫的。 
我仔細地又把《西行漫記》咀嚼一遍。這一次我驚異的是路

上花費的時間﹔雖然埃德加‧斯諾當年騎馬﹐而如今我卻乘坐一

輛達依熱牌的超豪華型豐田越野吉普 — 我們為進入預旺堡花費

的時間﹐都是五個小時。 
當中隔著半個世紀的滄桑歲月。預旺縣城衰敗凋殘﹐變成了

一座“土圍子”預旺堡。堡牆也段段頹坍﹐居民更遷徙外流﹐如

今的預旺只是一處僻冷隔離的窮鄉棄里。 
十幾年來奔波在公路幹線的兩端﹐我忘了中段路左隔著一架

大山﹐有一條古代通路藏著﹔更忘了那兒有預旺﹐一個被名滿天

下的《西行漫記》描寫過的地方。 
可能是因為見慣了腐敗奸狡官僚的緣故吧﹐這兩年﹐有時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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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對真正的革命覺得感興趣。南至瑞金﹐北到預旺﹐這兩年我留

著意﹐到了一處處的紅色遺址。我在那兒徘徊尋味﹐想試著捕捉

點湮沒的什麼。 
前幾年在鎖家岔的苦焦大山上﹐已經遠遠眺望過預旺堡。我

想像著斯諾“越過平原眺望蒙古”的樣子﹐想像著“在預旺堡高

高結實的城牆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軍號。這堡壘城的一角

飄著一面猩紅的大旗﹐上頭的黃色錘子鐮刀在風中隱現。” 

這一年在阿富汗的哀傷大山上﹐傾瀉的“滾地雷”炸彈(中央

電視臺語)在宣佈著蠻橫時代。我猜想斯諾在後來﹐比如在他和毛

主席並肩站在天安門上﹐一邊傾聽著滾雷一樣的山呼萬歲一邊討

論著民主與崇拜的後來 — 或許﹐他也詢問過預旺的遭遇。那些

紅軍號兵撤退到哪裡去了﹖他們委派的哲合忍耶農民出身的縣長

被處決。預旺堡遠近的荒川野徑上﹐農民們或者追殺流落的紅軍

擄取槍械﹐或者惻隱心動把苟活的紅軍收留進家。喧囂只是在這

一角落響起﹐隨後又歸於沉寂。 
我們的“達依熱”一陣咆哮﹐從簡直是壁立的壑底一下子沖

上原頂﹐濺了半身灰色的雪泥。從我決定實現走預旺的念想那天

清晨﹐紛揚的細雪就一直在空中漫舞。從原頂可以極目遠望﹐只

要你辨得出那銀白聚落是哪裡。遲遲不來的﹑大旱之中的初雪終

於落下了﹐半個北中國總算沾濡了一點潮濕。 
 
2 
 

灶兒弟的外祖父﹐正是斯諾下榻的楊家堡的主人。灶兒駕駛

著“達依熱”越野抵達那天﹐沒有對我說明。於是我也就不知

道 — 當年接待斯諾的﹐今天接待我的﹐居然是一家人。灶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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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爺當然早已無常﹐但是堡子卻健在。高大的堡牆厚實雄峻﹐

難怪斯諾口口聲聲“城牆城市”。 
清晨起來﹐空氣凜冽嗆鼻。趕忙奔出幾步﹐素雪染白的楊 — 

正在彤雲碎雪中屹立。好大的一個堡子﹗……我失聲喝彩道。我

的喜歡引來灶兒弟的一群親房家門﹐高興地一旁補充著說﹕堡子

打得美﹐再一百年不得壞。……我問﹕斯諾他真就住這嗎﹖他們

笑答﹕住堡子裡的上房﹐走﹐進去看看﹗ 
灶兒外爺的後人在堡牆外也蓋了幾院房子。怕是為的堡外的

這一家房新些體面些﹐昨夜我就沒有被放在堡子裡那一家睡。這

麼說﹐我心裡想﹐那就是 — 他住堡子裡﹐我住堡子外。多麼神

奇﹐中間隔著滄海桑田的變化﹐隔著恍如隔世的無情時光﹗ 
預旺的雲﹐宛如魔術一般﹐白塗青抹﹐使這不義的世界變得

能看些了。夯土堡牆上﹐乾枯的黑刺絨草都被染白﹐滿牆像生遍

了雪白的苔蘚。萬里靜默﹐村莊淡隱如隔煙幕。 
唉﹐你一去不返﹐連同那位終日給回民看病﹐並且給自己取

了一個馬姓的黎巴嫩醫生馬海德。如今有誰能宣揚正義﹐有誰還

像你那樣為一群襤褸的起義軍說話﹗……手撫著楊家堡子的夯土

牆﹐指尖插進了冰冷的雪裡。不可思議的是斯諾當年就住在這堵

牆裡﹐不可思議的是斯諾當年就住在一個哲合忍耶和嘎德林耶聯

姻的家庭裡﹗…… 

雪停了。但是天穹依然沉沉地垂著鉛雲﹐亮些的景物都是白

雪砌蓋的屋頂。它們無言地潛伏著﹐在雪霧中低藏著﹐不願像我

一樣急著傾倒心聲。 
堡子裡和堡子外的灶兒家族﹐好像在爭執由誰家請客。看樣

子﹐兩家要輪著表示待客之道。我陷入遐思﹐由他們爭執商量。

斯諾書裡也特別提到了預旺的羊肉﹐說彭德懷很愛吃。但我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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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不懂預旺啃堿土的羔羊﹐與江南或蒙古的羊肉的區別。 
清末民初﹐由於領袖人士的深謀遠算﹐預旺堡一帶平坦原上

的荒地﹐被哲合忍耶教門購入了兩三千畝。灶兒的爺爺就被派到

這裡管理瓦合甫(宗教性的共同財產)土地﹐同時娶了楊家堡子的

(灶兒奶奶)。斯諾的書中提到“老教﹐新教﹐新新教”﹐灶兒爺

爺和外爺便正是那前兩種﹕新教哲合忍耶和老教嘎德林耶。 
這裡是黃河灌區﹑隴東山地和陌生的陝西的交界﹐不論地勢

還是民族﹐從此向東就不一樣了。夾在邊區的是亙古荒原﹐因為

它平整﹐所以叫作原﹐刀劈一般的深溝無底壑﹐把它切割成一連

串的張家原﹑李堡原﹑南原北原駱駝原茅草原﹐直至傳說中的董

志原。 
一道道含硝堿的苦水朝低處湧流﹐順路恣意切削著黃土河

床。百年千年過去﹐河沉絕壁之底。我們的“達依熱”一天要往

返預旺堡和楊家堡幾次﹐於是也就只能反復地鑽入地底般地溜下

溝﹑再翹著鼻子爬上原來。 
攀談久了﹐一絲滋味才悄悄地從嘈雜繚亂的信息中浮昇起

來。堡子不就是土圍子麼﹐當年手中有槍的襤褸紅軍﹐也未必就

是被灶兒的外爺羊羔濃茶地歡迎進來的。聽說灶兒爺爺因看管瓦

合甫寺管耕地﹐也被劃成了“看家地主”。也許﹐當斯諾騎著馬

花了五個小時進入預旺堡子之前﹐主客之間的序幕故事﹐至少是

嚴峻的。 
但是回民生存的底線顯然沒有被破壞。生計﹐教門 — 這兩

樣似乎根基未動。你看斯諾寫的﹕“從一邊望下去﹐可以看到一

個清潔的院子﹐回族婦女在舂米做飯﹐另一邊晾著衣服。”還

有﹕“彭德懷走過預旺堡的大街﹐停下來同出來向他道別的穆斯

林阿訇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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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也許什麼都聽說了﹐也許根本沒挖到深層﹐但是只有斯

諾勾勒了一幅預旺的草圖。 
蔣介石當年氣得語無倫次的時候﹐只會頻繁地罵人家

是“匪”。正像小布什咬碎鋼牙﹐咒罵人家“恐怖主義者”一樣。

只是在預旺時代還沒有流行這新潮的詞兒﹐所以紅軍也好斯諾也

好﹐就沒有戴上這個惡諡。 
 
3 
 

臨走那個下午依然飛雪如幕。人總是這樣﹐鬼催著一般急著

趕日程﹐把好不容易到達的地方﹐把好不容易獲得的時光﹐又輕

易地放棄。堡子牆的裡側﹐一溜頹殘的窯洞。沿著一堵堡牆數數﹐

就有十幾孔之多。若是這麼個﹐恰好能住下一個山大王﹐或者一

個司令部。 
斯諾住過的房在哪搭﹖我問。 
喏﹐只剩下了地基。我忙低頭辨認﹐原來在這裡﹐堡子邊上

有一層高起的臺基﹐原先正房的痕跡被雪半露半埋。我失望地說﹕

噢﹐正房不在了。 
— 可斯諾正端端地坐在這裡。他還寫了一幅畫兒﹐墨的﹐都

是字﹗……那字看不來。聽說是個歌嘛是個詩﹖…… 
我查了資料。書上說斯諾發表在預旺的一篇熱情講演﹐被翻

譯成中文﹐抄寫在楊家堡子的“列寧室”牆上。他在講演中高

呼“紅軍勝利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而僅僅兩個月以

後紅軍就全面敗退﹐丟下了剛剛建立的預海縣回民自治政府﹐丟

下了剛剛委任的縣長馬和福﹐撤回到了陝北一隅。而蔣介石更加

怒氣沖沖﹐大罵赤匪不已﹐使得地方學舌﹐創造了“漢匪”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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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個時辰﹐堡子裡一家和堡牆外一家都炒開了羊羔肉。 
大雪停了﹐但天還沒有晴開。 
我看天色已晚﹐接著還有幾百里冰雪路﹐於是忍痛割愛地

說﹕“兩家子的羊羔肉﹐只能吃一家﹗” 
如今深深後悔了。信筆寫著﹐我恨我那時著的是哪門子急。

為什麼不安排松寬些呢﹖如今預旺已是千山萬水﹐遠在天涯﹗ 
紅軍大概是為著接應二﹑四方面軍才西征甘寧。1936 年 7 月

佔了預旺﹐8 月斯諾來了﹐9 月結束了他在寧夏的旅行。10 月紅軍

一﹑二﹑四方面軍終於在會寧一帶會了師﹐11 月就全部東撤陝北。

他們放棄了平等主義的農村戰略﹐中斷了新鮮的民族自治嘗試﹐

他們扔下了預旺和小半個海原的蘇區﹐扔下了被他們吸引的樸實

的回民黨員。西北的紅星轉瞬消逝了﹐變成了一個模糊的傳說。 
體制捲土重來﹐處處在追殺零散掉隊的紅軍。馬和福﹐這哲

合忍耶的貧農﹐預海兩縣的縣長﹐被同胞捕住﹐被官軍殺害﹐成

了寧夏第一革命烈士。我有一個當阿訇的弟弟曾在不久前給馬和

福家過忌日﹐唸《古蘭經》的地方﹐是革命烈士陵園。 
但是紅星確實曾經照耀過。不可思議的是﹐那些頭戴紅星

的“恐怖分子”的思想和口號﹐即便對於堅信伊斯蘭教的回民﹐

也散發著魅力。我猜大多熟讀過《西行漫記》的讀者都不會太留

意 — 斯諾這本書還是一本早期的共產黨人民族政策的記錄。

在“穆斯林和馬克思主義者”一章中﹐斯諾令人留戀地講述了許

多紅軍尊重清真寺和回族權利的細節。如連隊裡熱烈辯論是否應

該沒收回族地主土地的段落﹐讀著讓人浮想聯翩。 
正如哪怕一滴血落入水﹐也會洇染漫漶一樣﹐任何一點的好

意和善舉﹐都換來了民眾的回報。紅軍退回陝北﹐扔掉預旺以西

的地盤以後﹐在官軍民團對殘留赤色分子的報復中﹐也有許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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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落紅軍收留保護的行為。當阿訇的弟弟就對我講﹕“救下紅軍

的人﹐多得很﹗……我們家就藏下了一個。她入了教﹐從小我喊

她薩風兒姑姑。解放了她進銀川當了工人﹐一直到前幾年還活著。

我在銀川唸經﹐星期天就去看姑姑……” 
他們的土話把薩菲葉或索菲亞這個名字﹐挺好聽地唸成“薩

風兒”。也許那是一個江西或者福建出身的南方農民女孩。人的

慈悲心動﹐使她躲過了屠刀。以後她藏身異族的家庭﹐終生做了

一個穆斯林。 
— 追殺游兵劫掠軍械也好﹐藏匿罪犯救人一命也好﹐都是

1936 年 11 月大形勢在荒僻預旺的星點表現。斯諾的著作多少染著

一點左翼的驚喜﹐而沒有更多涉及泰山壓頂般的嚴重形勢。但是﹐

蔣介石對一支起義軍斬盡殺絕的國家恐怖主義行為最後物極必

反 — 12 月爆發了最富戲劇性的西安事變。 
筷子裡夾著香嫩無比的羊羔肉﹐窗外銀白混沌的風景依然靜

默。斯諾和紅軍都走了﹐只有堡子一如舊日在雪中矗立。它就像

微渺的百姓一樣﹐忍住命運輪番的折磨﹐維持自己一脈的存活。 
 
4 
 

三番五次道別之後﹐我們的達依熱駛離了預旺。最後上下那

道深壑時我們下了車﹐順著雪路一陣跑到溝底。後來我才知道它

就是史上著名的苦水﹐如今地圖上寫為“折死溝”﹐老百姓叫

它“黑風溝”。總之是王法的邊緣﹐俗世的絕地﹔所以回民先尋

到這裡安家﹐紅軍又找到這兒紮寨。 
開車的灶兒沉默了﹐陪同我的阿訇弟也不再言語。我們在晃

閃的遐思中﹐順著白亮的大道﹐翻越著大郎頂﹐對準了下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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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路﹐曾經是他快樂縱馬的故道。“我要回預旺堡時﹐

徐海東借給我一匹寧夏好馬。我在草原中一個大碉堡附近同 15 軍

團分手。這條道路 50 多里﹐經過平原﹐一路平坦。”譯文在這裡

至少是不精緻的 — 所謂草原中的大碉堡﹐其實是著名的靈州古

道上的烽燧。這些古老的烽火臺一座座遙遙相望﹐陪伴著我們的

達依熱﹐體會著道路的幾層含意。 
車過大郎頂以後﹐眼前白茫茫的無限雪原﹐就是斯諾所說的

大草原。那裡串連著一座座古城﹕下馬關﹑韋州直至絲綢之路的

重鎮靈州。此刻烽燧和堡寨都被白雪半遮﹐它們筆直排向正北﹐

勾引著人心的惆悵。 
我梳理不清自己對斯諾的感受。在大時代﹐不僅會出現偉大

的行為﹐也會出現偉大的言論。早就聽說過對斯諾的批評指摘﹐

說他對農民和農村的瞭解﹐不如韓丁的《翻身》。現在看來這樣

的挑剔毫無必要 — 難道非要一個美國人瞭解楊家堡子是嘎德林

耶的﹑看家地主的土地屬於哲合忍耶﹐才能對他首肯嗎﹖關鍵在

於他的聲音 4 使石破天驚﹐關鍵在於他為人的革命權﹐實行了響

亮的辯護。 
越野的達依熱滑過雪路﹐飛一樣向著下馬關疾駛。我向北﹐

他往南﹐那一天斯諾勒不住口硬的駿馬﹐一蹦子跑回了預旺。雪

晴了﹐一直到地平線的景物都從白幕中浮現。我們和他擦肩交臂﹐

錯過了兩個時代。 
我想起一件事﹐忙拍拍駕駛員灶兒。 
“不要等公家﹐你們自己把那堡子好好收拾一下﹐照樣恢復

一個列寧室。把能找得見的文物都擺上。把那一段歷史的解數﹐

連圖帶表﹐給它挖一個又真實又清楚。記著﹕下一步馬上先

去……”我仔細地囑咐著灶兒﹐幻想指導他在楊家堡子搞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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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延安的小展覽館。 
“怕的是親房們都是回民﹐對展覽斯諾沒興趣。”灶兒說。 
“那你就把這段話抄上﹐看他們還沒興趣。”我說的是《西

行漫記》裡記錄的﹐斯諾對紅 15 軍團回民教導團一個穆斯林紅軍

的採訪。問答都非常精彩﹐值得大書於灶兒辦的博物館牆上﹕ 
 

— 
— 

 

閒談之間﹐達依熱駛過了下馬關鎮。一些穿紅緞子襖﹑戴白

蓋頭的回民媳婦﹐倚在磚門樓上朝我們瞭望。斯諾就是在這裡採

訪了 15 軍團的回民兵士﹐然後騎馬跑回預旺的。車子再掠過兩座

烽火臺﹐前方的雪原上﹐便影綽地現出了韋州的煙樹。 
他使那個時代﹐響起過同情和公正的聲音。雖然僅僅是一個

聲音和一本書﹐但卻獲得了天下的傾聽﹐因此也壓倒了圍剿者可

笑的詛咒。 
然而天下或許沒有留意傾聽他的另一些話﹔他曾善意地暴

露﹐清醒地懷疑。他委婉但堅決地表現了自己的原則﹐他為潛在

的弱者﹐預先地表達了關注。 
天盡頭的雪地中現出一座尖塔。仿佛灶兒說﹐那是韋州的寶

塔﹐但我心不在焉沒有答言。讀埃德加‧斯諾的書像讀很多好書

一樣﹐還是要到現場﹐對照景物﹐句句體味。 
初讀他大概還是當中學生的時候﹐後來就和眾人一樣把他當

了口頭禪。現在看來以前不過是翻閱而已﹐沒有將心比心。在與

西海固廣袤大地結下了不解之緣以後﹐在走遍了左右的山川莊戶

最後結識了預旺的弟兄以後﹐我讀出了《紅星照耀中國》的滋味

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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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路面黑了﹐柏油路上的雪已經化淨。雪停了﹐接著又將

是冬春的連旱。韋州的莊稼地沒有接上多少落雪﹐視野裡已是一

望黃黃。就像空中響過了 — 那同情與公正的雷聲一樣﹐從這一

刻起﹐土壤和莊稼﹐世界和人心﹐又開始了乾渴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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