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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雷

2016年7月27日， 65岁的毕淑敏登上
了北极点———一块位于北纬90°0′0″的
巨大浮冰———站在这里四下眺望， 目力所
及之处， 皆可以称之为“南方”。 至此，
她已经走过全球73个国家， 足迹遍布七大
洲四大洋。

“世上最可怕的险境， 是凡事万分小
心。” 她说， 写完 《破冰北极点》 后， 她
打算去趟南极。

孤身涉险这种事， 毕淑敏并不陌生：
17岁就赶赴西藏参军， 背负武器、 干粮、
行军帐篷， 一个人在无人区跋涉的她曾骑
马渡冰河为藏民送药， 也曾在冰川上铺一
张雨布席地露营； 她在哨所种植葵花， 看
着葵花子生出小小的青枝绿叶， 开出五分
钱硬币大小的金黄花盘； 她也曾为牺牲的
战友整理仪容， 清理战友流出腹腔的内
脏， 偷偷在他的衣兜里塞上几块水果糖。
“我想他身边的冻土， 有一小块一定微微
地发甜。 他在晴朗的月夜， 也许会尝一尝
吧？” 多年后提起这段往事， 她哀而不伤。

文字没有脂粉气， 也不见老态， 一如既往
地质朴而有风骨， 洞明练达， 像个勇往直
前的少年。

同时期出道的作家渐渐销声匿迹， 毕
淑敏仍一本一本地出新书。 陈丹青曾说
“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 他靠一笔一
笔地画画救出自己， 毕淑敏就靠一个一个
汉字救出自己。 年过花甲而手不释卷， 她
认真地写每一篇文章， 不烦躁， 不敷衍，
不放弃。 写 《破冰北极点》 前后， 毕淑敏
查阅了几十万字的史料， 为了便于学习，
她搬到了首都图书馆附近居住。 为了写好
这本书， 她要看18世纪的探险家们手绘的
航海图， 也要学习北极熊捕猎海豹的技
巧。 但最大的障碍是心理这一关。 毕淑敏
的双亲都在冬季去世， 寒冷和冰雪， 与她
最痛苦的记忆紧密相连。 “父亲已经离去
24年， 母亲也已经走了11年， 我未有一天
不思念他们。” 悲伤像酒一样随时间发酵
至醇厚， 不论是去非洲旅行， 还是去美洲
采风， 她都随身携带父母的照片， “我想
时刻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他们也愿意
看看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直到在北极点闭目冥想的瞬间， 她心
头的重担才终于放下， “父母的面容在北
极点的空中出现 ， 璨然微笑……我在那
一刻恍然， 他们其实是时刻与我在一起
的……他们在如此寒冷的地方安然出现，
说明他们对此无所畏惧， 也说明他们希望
我能走出冰冷刺骨的哀伤。”

我们今天承受的诸多痛苦、 无助、 孤
独， 以及人生的危机， 其实都来自一个意
想不到的角落： 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孩子
在受苦。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
去， 人生只余归途。

人生就是这样一次苏醒的过程。 这个
世界层层叠叠地向我们展开， 这一刻迷离
的面目， 下一刻就会清晰； 这一刻不能宽
恕的人， 下一刻就会得到原谅； 这一刻不
能接受的现实， 下一刻就会变得容易理
解。 我们不断地消除着自我的狭隘、 偏激
和片面， 一点一点苏醒， 活到老， 醒悟到
老。

这或许就是真正的旅行的意义。
（《破冰北极点》 毕淑敏 著 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

白进荣

近读湘籍作家贺奕新出版的小说集《身份》，第一
次发现原本自以为熟稔于心的“身份”二字，竟有着意
蕴无尽的谜一般的含义，掩卷之余，愈发深陷对“身
份”这一概念的不断反思。

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
获得了特定的身份，从而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 可
以说，身份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显著标志。 正如
作者在序言中所说， 身份作为社会施于人的独特标
签， 为每个人的存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方位和坐标。
失去身份，意味着人的面目将完全失焦。《身份》一书

收录的三篇独立的小说，便是围绕“身份”这一概念，分别讲述主人公
置换身份、隐瞒身份、顶替身份的三个故事。

第一篇小说即同名中篇《身份》，写的是抗战时期，共产党派遣行
动高手袁午潜赴日军重围中已成“孤岛”的上海租界，惩办投降日伪的
叛徒莫冠群。 恰在同时，国民党军统也派出情报室科员方溪文前往上
海，意图利用其与莫冠群独女曾经的恋人关系，刺探有关日伪和中共
地下党的情报。 这两个本就有着家仇旧恨的死对头在火车上相遇，阴
差阳错被双方的接应人员弄错身份，结果分别进入对方组织，随即迎
来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殊死博弈。 两人在互害互斗的同时又不得不互救
互帮，直到最后幡然醒悟，大义为先联手对敌，却又因突如其来的变故
产生意想不到、令人唏嘘的结局。 故事精彩刺激，翻转不断。 最有趣的
部分，是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纵使在互换身份后煞费苦心地去扮演对
方，却免不了捉襟见肘。 两个人都无法真正地取代对方，这才是他们陷
入困境的根源。

《第二支箭》写的是美丽的女生索娅在不幸遭受“黑皮”强奸后性
情大变，而一直暗恋着索娅的“我”，也因为无意中充当了这起强奸案
的帮凶而备受内心煎熬。 十几年后，索娅开了一家杂货铺，与“我”这个
报社记者“偶然”相遇。 为摆脱不堪回首的痛苦往事，两人都竭力隐瞒
自己的身份，以期开始新的人生。 然而，即便后来案情真相曝光，“黑
皮”也受到了应有惩罚，两人也只有在远离对方的时候才能避开阴影，
因此根本无法走到一起……佛陀说，不管痛苦还是快乐，不管它们有
多强烈，都是第一支箭，人一旦被射中之后，会疼，但不能纵容这痛苦
或快乐继续加重，那样就等于又中了第二支箭。 这个故事里，“我”和索
娅都想用隐瞒身份的方式去避免往昔痛苦的延续， 但这不可能成功。
人只有正视痛苦产生的根源，勇于坦然面对，才能真正战胜痛苦。

《指尖触地》的故事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为了挣钱，同时也
出于某种猎奇心理，一步步参与到诈骗性质的婚介生意中，假借日本
留学生身份，与一位失恋的女孩毕菡谈起了恋爱，以“爱”和“拯救”的
名义对她进行欺骗。 然而，顶替的“临时身份”毕竟不可靠，随着故事矛
盾的不断升级，最终迎来出人意料的结局。

通过以上三篇故事，作者向读者呈现了三场形态各异的“变脸游
戏”，映射出人性的幽深与世态的复杂。 有多少人渴望在另一种身份里
冒险和猎奇，甚至获得重生？ 不管是或主动或看似被动地变换身份，每
个人的内心对于这种有些邪性的诱惑都是难以抗拒的。 但这就是最真
实的人性，也是人对固有身份往往易于产生厌倦的根源。 无可避免，人
们的行为总是受到处境的影响，特定的处境塑造着人们的行为，挑战
着人们的人格，通过引导、诱使甚至强加的方式，使他们深陷在自己扮
演的角色中，而忘记面具下最真实的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
难以自控地产生一种想要戏弄观众的心理，殊不知，这种心理只是为
了保护他们那张虚伪的面具不被拆穿， 并非他们最本真的内心需求。
到头来，他们戏弄的其实是自己。

(《身份》 贺奕 著 台海出版社出版)

吴昕孺

耀红是我的同事、老乡。 他性情
超迈，天分过人，博览群书，几乎过
目成诵，触事抒怀，无不逸兴遄飞，
谈则咳唾生珠，写则笔走龙蛇，冷眼
觑世，热肠助人。 我因早生数月而得
“兄”之虚名，然景仰之，每称必呼之
曰“耀红兄”。

多年前，耀红从益阳师专毕业，
分到长沙市一中， 一登杏坛辄成名
师。 后调湖南教育报刊社，并师从张
楚廷、周庆元教授，斩获博士学位；
主持《湖南教育》文科版期间，矢志
贯通湖湘文化与语文教学， 既为文
化传承提供膏腴沃土， 又使母语学
习得到优质载体。 其中“湖湘语文
行”专栏，作者全系知名作家，强调
地域特色，拓展语文维度，凸显湖湘
魅力， 一时应者云集； 惜因岗位变
动，奉命转战新媒体，“湖湘语文”遂
如风中飘萍， 但耀红触扪湖湘大地
脉息，利用业余时间，悄悄行走于三
湘四水，以一双锐眼、一抹灵犀、一
片赤子之心， 让寂静的山水腾跃起
来，让寂灭的先贤苏醒过来，让看上
去热闹非凡， 喧嚣于各种广告、公
文、商业活动，实则灵魂寂寞的文化
乡愁重新变得鲜活、丰沛而充盈。

“‘道’，还有哪一个汉字比它更
飘逸更深远？ 它的笔触里，有日月经
天的照耀，江河行地的滋养，孤舟济
海的渡让。 ”（《千年问道》），大自然
对人类已经够成全的了，关键是，我
们自己内心的日月能否冲决狭隘的

迷障，覆盖环宇；我们思想的江河能
否突破藩篱，周行于广袤原野；我们
意志的孤舟能否坚定地划行在漫漫
求索的大海上……书生黄耀红举目
四顾， 虽然耳朵里塞满信息时代的
轰鸣，然而浊浪滔滔，大道茫茫，湘
流浩荡，他想起了一个人：

“船山避吴三桂于麋鹿洞时，已
年近花甲。 背弯，发白，眼花。 你想
啊，春天的麋鹿洞里，那么湿，那么
黑，那么冷。雨脚如麻，布衾似铁。除
了虫鸣， 万籁无声。 老人枯坐于洞
中，就是一个难民。 然而，有谁知道
他的心中依然升起了明月， 依然在
冥想着宇宙、 生死、 人性的诸多命
题？ ”（《明月船山》）

几百年之后， 在手机控制人手、
电脑压制人脑的时代，这些命题解决
了吗？ 不错，我们有幸生活在和平年
代，但是否沦为快节奏、高压力现代生
活的“难民”？ 是否遭遇到不安全食品
的“雨脚如麻”，是否感受过沙尘暴、雾
霾的“布衾似铁”？可见，心中有一轮明
月是何其重要！ 耀红的心头一再掠过
古圣先贤的精神气韵：

“从屈子身上，你看到的并不只
是悲苦表情，也并不只是苍凉背影，
你看到的，是壮志未酬的生命毁灭，
是以死明志的坚贞， 是生命融于自
然的赤诚， 也是超越凡俗的神之境
界与仙之气质。 ”（《汨罗江》）

“在贾谊那里，仁与义，道与德，
如那平定天下的火把， 蜿蜒于起伏
的山路。 ”（《古井无言》）

“在一个虚文藻饰、唯唯诺诺的

士人语境里，
魏源着力凸
现的‘经世’
二字， 与其说是打
破习惯的担当 ，不
如说是直面现实的勇敢。 ”（《山高水
阔海上风》）

……
这么多年过去， 我们惊讶于科

技的突飞猛进，却发现，它虽然改变
了生活，却不曾改变世道人心。 宽带
提速没有让一些狭隘的胸怀变得更
宽广， 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也没有让
一些人不再嫉贤妒能， 生活方式的
多元更没有使一些人思维活跃与想
象力提升……无论个体还是群体，
都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上奔驰， 许多
人却很难平心静气地对视和对话。
在这样的背景下， 耀红秉持一个知
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穿越时空，返
回古代文化传统， 将敢为人先的湖
湘英杰、 沉金积玉的湖湘文化与传
道授业的语文课相结合， 以此告诉
孩子们：“世间所有的美与创造，从
来就是一种生命沉醉， 更是一场生
命救赎。 ”

人性不可苛求， 文明自有温
度。 岭之北， 湖之南， 这是一片怎
样的热土啊！ 耀红搜履圣迹， 苦研
经卷， 融入激情， 自出机杼， 为文
23篇， 结集为 《吾土吾湘》。 人皆
喜其词句奇丽， 语调铿锵， 文如诗
画， 倚马而成； 除此之外， 我更叹
服耀红文章里所呈现的悲悯情怀与
博大气象。

在故乡大地上
踩出来的文字

马笑泉

我在悠长的岁月中慢慢地攒下了这些文字。 与可
以天马行空的小说创作不同， 当中多数篇章是我一步
一印在故乡的大地上踩出来的， 还有三篇大体上是由
梳理故纸揉以深思而得， 但也经过了田野调查的辅
证。 如果说， 小说满足了我在想象性叙事中“再造现
实” 的强烈冲动， 诗歌容纳了我的幽思、 独白和瞬间
的观照， 实证与思辨， 我则安放于散文中。

《宝庆印记》 凝聚了我在家乡工作的时光， 也见
证了我的散文创作从早年的文艺范逐步走向苍劲、 厚

重和开阔。 故园之思永远是文学创作中一个富有魅力的母题， 当中产
生了甚多佳作。 与多年之后再来回顾不同的是， 集中篇章皆系我身在
故园时所写， 有一种今日看来弥足珍贵的在场感。 我最大的遗憾便是
那个时期过于懒散， 没有把更多的体察及时转化为文字。 如今虽可追
忆， 但已非当时境地当时人， 文字中所流露的气息自会有别。 这样一
想， 也就萧然袖手。 好在世间万事万物皆存遗憾， 何况文学一道， 往
往因为遗憾而留下更多耐人寻思的况味呢。

（《宝庆印记》 马笑泉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

《行之正道》
唐纯烟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全书以纪
实和纯真的表
现手法 ， 记录
了作者追求人
生真 、 善 、 美
的 人 生 旅 途 ，
行之正道 ， 丈
量人生 ， 一步
一个脚印 ， 以
职业特征和个
性化语言 ， 全
方位诠释了追

梦人生 ， 也凸显了作者的道德水
准、 心理素质、 人格魅力与奋斗精
神。

湖湘新锐

魅惑人心的
变脸游戏

我写我书

好书导读

在世界尽头
谈人生的旅行

走马观书

读有所得

《毛泽东军事箴言 （上、 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走
过90年光辉历程 ， 为什
么会成为正义之师 、 威
武之师 、 胜利之师 ？ 本
书从毛泽东大量军事论
述中精选 40多句有代表
性 、 震撼人心 、 有现实
意义的箴言 ， 一一阐释
其深刻内涵 ， 介绍其来
龙去脉 ， 讲述其背后的
精彩故事 ， 并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进一步认识它
们的意义和价值。

《党代会历史细节
———从一大到十八大》
李颖 著 党建读物出版社

本 书 紧 扣 迎
接、 学习、 宣传党
的 十 九 大 这 一 主
题， 从党代会这个
特定的角度回顾党
的历史。 每次党代
会选取若干个有历
史价值、 引发读者
兴趣且体现党史研
究成果的话题加以
解读。 这些问题彼

此独立成篇， 联系在一起又可展现每届党
代会的全貌和党的光辉历程。

《天地大儒王船山》
王立新 著 岳麓书社

王船 山 先 生
是中国历史上学
养广博的学者和
伟 大 的 思 想 家 。
本书依据当时的
时代背景讲述王
船山的心路历程，
以船山的实际人
生经历为表达目
标 ， 同时诠释船
山 精 深 的 思 想 ，

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祖国的历史文
化， 了解民族精神财富积攒过程的艰辛
与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