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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简短而深美的经典小册

逐一检点了王维五言绝句 《鹿柴》

的十九种以及更多种译本，向我们
展示翻译的艺术、 存心的得失，展
示诗的幽微迷人、难以把捉。 那些
在古典诗歌与当代诗歌两地犹疑，

甚至把彼此划为敌对阵营并投戈
相向的人，也许会在这次短旅中温
和地走向彼此，走向更远。

《造境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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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山不仅是一个画家，更是一

个建筑师。 他访过许多园林，行过
许多山路，看过许多风景，很少有
人像他一样，把古老的园林、山水、

居游生活画得如此清新可亲，也少
有人的画作像他一样既有水墨的
古韵，又有当下生活的妙趣。 他笔
下的每一幅画都是我们向往的生
活。

《这世界如露水般短暂：小林一
茶俳句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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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一茶是日本江户时代最

后一位俳句大家，与松本芭蕉、与
谢芜村并称日本古典俳句三大俳
人。一茶的俳风独树一帜，效仿前
人的同时又发展出独特的变奏 ，

继承闲寂、 幽玄美学， 有安贫乐
道、甘于品尝人生之苦涩的豁达，

对弱者、弱小生命的无尽悲悯，以
及对世事无常的喟叹。

漫长的国境线
齐栋

一

这是一间简陋又逼仄的平房。仅有的两

个出入道口，被不断涌上前来的边贸商人们

围挤得水泄不通。墙上和天花板上没有任何

累赘的装饰物，那种死气沉沉的格局，犹如

戴着硕大檐帽的俄罗斯边检们那一张张面

瘫脸。如果不是消耗了两个多小时的漫长等

待，外加被俄罗斯海关惊人的低效来了个敲

山震虎，有谁又能相信这间简陋的绿色破房

子，就是一座由绥芬河通向俄罗斯滨海地区

的国际出入境口岸呢？

那个有着棕熊一般健壮体魄的中年男人，

正倚靠在门边，虎视眈眈地望着我们。 他是这

趟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国际班车司机，一个

典型的传统审美上的 “老毛子”。 但这时的我

们，除了任他凌厉的目光侵扰外，真是一点办

法都没有。 不过，从他不断朝地下掸烟灰的姿

态，也并不难读懂他错综复杂的内心，他一定

也在试图传达着某种束手无策的情绪。

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个略显尴尬的时

刻，双方语言不通，并没有眼神和手势以外

的其他交流。 纵观全车，也不见任何一个除

我们之外的中国人。若不是同伴珠丽的那只

60 升“小鹰”登山包在通过那唯一一台 X 光

射线安检仪时被俄罗斯人拦下了，这样的尴

尬至少不会在此时发生。仿佛几个世纪的漫

长与揪心的等待后，我们总算看到了拖着大

包的珠丽，像个九死一生的战士一样走出了

房间，脸上挂着一副似笑非笑的迷样表情。

“好啦好啦，我们赶紧先上车吧，不然我

担心那个棕熊司机真的要疯掉了。 ”

大巴缓缓地发动了。 惊魂未定的我们，

还没有与窗外的风景产生任何化学反应。

“如果我们坐火车， 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

发生吧？ ”讲话的人是风老师，一位大学老师。

“这倒未必。不过，说实话我现在真有点

后悔没坐火车。 ”我哀叹道。

二

事情要从 40 个小时前说起。

香坊火车站，是一座中东铁路上百年老

站。 她曾在历史上扮演过“哈尔滨站”的角

色。 直到我们现在熟知的“哈站”落成后，她

才由老哈尔滨站渐渐演变成了香坊站。

我和珠丽以及风老师在此会合，搭上一

趟开往绥芬河的 K7023 次快速列车。 这是

一个漆黑的雨夜，火车将沿着古老的中东铁

路，一路驶向中俄边境。

珠丽刚刚从美国回来，对中国的“新空

调卧铺”车厢无比好奇，像个顽皮的孩子那

般东摸西碰。而经常乘坐长途火车旅行的风

老师，则波澜不惊地爬到了中铺上，打开了

笔记本———不是电脑， 是真正的纸质笔记

本———认真地涂涂写写。

我也准备以自己的方式回顾这匆忙的

一天。 出于对西伯利亚铁路的某种敬意，我

并没有把 Macbook 塞进那只深蓝色格里高

利登山包里，我怕它会掠夺夜幕降临后一个

人待在酒店无所事事的时光。但真相显然还

要残酷， 对这只装载量有惊人的 65 升的登

山包而言，这台电脑足以成为“压垮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在 30 天“漫长”的俄罗斯铁路旅行之中，

一切从轻、从简是我的初衷。 在不断扔东西和

装进新东西的反复取舍中，Macbook 和罗技

的一台三防蓝牙音箱最终成了“牺牲品”。

列车在这个大雨之夜没命般一路狂奔，

让我意识到这已经是第三次走中东铁路的

滨绥段了。几年前，也是一个雨夜过后，迎接

我的是一个烟雾缭绕的清晨。我在一座叫做

横道河子的小站下车，当时感觉仿佛坠入仙

境一般不真实。

几乎完全凭借着直觉， 我来到荒草丛生

的中东铁路百年机车库房前， 想象着蒸汽时

代这里的一片电光火石。 戴着礼帽的俄国工

程师和撸起袖子的中国工人， 为了一条全新

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而挥洒汗水。 那是从老

人的记忆中也翻不到的一页了， 和这些废弃

的老库房一样，早已随历史的云烟一起湮灭。

谁料到不消多日，这里的一切竟然改头

换面，被翻修和复原，还真拉了一台蒸汽机

车来装样子。甚至就连徐克导演也发现了这

片风水宝地，轰隆隆地带着剧组来此拍摄了

《智取威虎山》。

翌日， 雨仍旧淅淅沥沥地飘在车窗前，

犹如一个思乡的抑郁症病人。让人心绪浮躁

的，还有那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隧道。

许久之后，列车终于在一座崭新明亮的

“大站”停了下来。

顺着风老师手指的方向看去，站台上确

实停着一趟五六节编组的“绿皮车”。这正是

从绥芬河开往俄罗斯格罗迭科沃的 402 次

短途国际列车。

这是一趟你根本无法从任何“列车时刻

表”中查询到的列车。除了当地人和一些“神

通广大”的铁道迷，也鲜有人了解这趟神秘

的列车。如果哪个普通人能够知道中东铁路

通往乌苏里斯克、并且连接起西伯利亚大铁

路的话，那俨然算是一个在地理常识方面颇

有建树的人了。

这是一趟值得在此多说几句的神奇火

车。 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在她身上揪

出三个“最”———第一个最，最慢。 26 公里的

路程，要开 2 个多小时。正常情况下，一个身

体健康的老人骑辆自行车，应该比这趟火车

稍微快一点。

第二个最 ，最长 （时间 ）。 26 公里的路

程，要开 2 个多小时。如果你还觉得时间短，

你可以在车上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金

刚经》。

第三个最，最贵。 26 公里的路程，将近

百元的价格，身为一列斑驳又老旧的绿皮火

车，比叫一次滴滴豪华车还要昂贵。

三

走出修缮一新的出站口，我们几个人的

心情却似这恼人的秋雨一般，平静不得。

健康证，是每个从黑龙江（尤其绥芬河

地区）出境的中国籍旅客一个小小的“生命

中所不能承受之轻”（目前从绥芬河公路或

者铁路口岸离境，均已不需要健康证。 作者

注）。在互联网上，究竟需不需要办理健康证

这个话题， 你能找到无数千奇百怪的回答，

和各种光怪陆离的案例。 有时候，一个人会

突然人品大爆炸， 只是靠一点点卖萌技巧，

蒙混过关。更多时候，万事俱备了，只因缺少

一张健康证，便无法迈出半步。 但对于我们

几个仅有一天时间去“搞定”健康证的旅人

来说，一切都不容闪失。 询问了一些旅行社

的工作人员后，他们建议我们到客运站碰碰

运气，据说那里有很多“神通广大”的高人。

当三个人冒雨冲进了汽车站高大的俄式穹

顶候车室时，心情都有几分沮丧。

此刻，如果车站是个有灵性的生物，那她一

定以某种尴尬的方式，感知到了我们的存在。

车站里除了大包小包的俄国人，还有不

少看上去“活灵活现”的中国商人。上前询问

了其中一些人，大多数甩手表示不知。 “不如

我们就去防疫站老老实实问下吧。 ”风老师

提议道。

我和珠丽望着她，就在这个时候，一个

在我们身边旁听了很久的年轻小伙子，突然

摘下了他的棒球帽。

“你们需要健康证对吧？ 我这儿认识一

个人，他应该可以帮你们。 ”

在走投无路之时，我们决定相信主动搭

讪的陌生人一次。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小伙子愉快地打开

了微信，提议要先加我们为好友。 尽管身边

两位女孩子有些意外和不情愿，但在他作了

“需要从微信上把那位朋友推荐给我们”的

解释后，我们又一次相信了他。

“好了，现在我让他联系你们。 ”小伙子

像初出茅庐的销售员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桶

订单那般，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紧接着消失

得无影无踪。

“他不会是个骗子吧？ ”珠丽呢喃道。

第二天，我们在俄国人巨大得令人震撼的

行李包裹面前， 带着不可思议的惊恐表情，登

上了一辆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国际大巴。一

路忐忑，却没有在中国海关人员那里遇到任何

“麻烦”，非常顺利地离开了绥芬河口岸。

小伙子没有食言，不知道他举荐的那位

卖俄国食品的小老板到底使用了什么招儿。

唯一不爽的是，我们不得不放弃了乘坐那趟

“史上最慢绿皮车”出境的计划。

到此为止， 我们快要和开头的那一幕对

接上了。 不过仍然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小花絮，

在前方设好了局，正不紧不慢地等待我们。

（《我乘火车穿过俄罗斯》齐栋/著，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 年 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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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穿八个时区，换乘 11 次列车，从外兴安岭到太平洋畔、西伯利亚丛林、蔚蓝色的贝加尔湖、欧亚大陆分界线
乌拉尔山……这两万里的铁路旅行，是一次对壮阔、沉郁、绝美之境的沉浸式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