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人类将始终坚守正直与善良
本报记者 傅小平

重温文学经典中的灾变书写

近期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再次

为人类敲响了警钟。 作为与人类生存发展

息息相关的现象，灾难是文学作品热切关

注的主题之一。 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经

典作家作品，或以真实客观的记录 ，或以

象征性的寓意描写，生动演绎人类同各种

灾难作殊死搏斗的艰难历程，为人类文明

史写下凝重而又不失华彩的动人篇章。

寓言描写展现
人性善恶斗争

大体上，书写人类与灾难斗争的文学

作品，或多或少都会彰显人类在面临灾难

时所表现出的坚毅、顽强、乐观、自信、友

爱、善良、互助等崇高精神和美好品德；与

此同时，这些作品也不无警醒地让我们认

识到， 人类只有与自身的自私、 恐惧、怯

懦、贪婪、邪恶等丑恶品行进行持久的抗

争，才能最终战胜灾难。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法国作家阿

尔贝·加缪的《鼠疫》，小说以象征手法描

述 1940 年代发生在阿尔及尔奥兰城的一

场瘟疫。 奥兰城里鼠疫肆虐，当时处于法

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就像欧

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过着与外界

隔绝的囚禁生活。 他们在“鼠疫城”中，不

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

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 小说主人公里

厄医生，在瘟疫面前始终保持镇静 ，体现

了加缪存在主义哲学观点 :“不能成为圣

徒，但可以拒绝向瘟疫屈服，竭尽全力做

创伤的医治者。 ”在激发人性的恶与贪欲

的同时 ，瘟疫复苏的是善 ，是同情 ，是良

知。 正是这种蕴含在每个普通人体内的勇

气和正义， 在生命面前焕发出惊人的力

量，带来奥兰城的最后胜利。

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 《失明

症漫记》通常被认为是自《鼠疫》之后疾病

灾变题材的另一次“文学探险”。 小说淋漓

尽致地展现出人性中的善与恶，尤其揭露

了人类的欲望和脆弱。 小说描写西方某大

城市突然暴发传染病，人们莫名其妙地患

上了“白色眼疾”，随之成了失明者。 疾病

迅速蔓延开来，城市里一片混乱 ，罪恶的

念头在幸存的失明者中萌芽。 医生太太为

了照顾失明的丈夫， 谎称自己也是瞎子。

于是，机智的少妇、懦弱的丈夫、刚烈的妓

女、狠毒的恶棍等，在她眼前上演了一场

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悲喜剧。

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分成

两半的子爵》里，麻风病虽然只是个影影

绰绰的背景，却为人性善恶斗争提供了舞

台。 中世纪后期，梅达尔多子爵在和土耳

其人作战中被一枚炮弹炸成两半，后被医

生救活。 其中坏的一半被救回奥地利老

家，成为邪恶的化身，极尽破坏之能事。 正

当人们苦不堪言时，善良的那一半奇迹般

地出现了。 同一个人截然不同的两面之

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宿命的冲突。 最后

在两半子爵同时爱上美女帕梅拉进行决

斗时， 因双方伤口破裂并被缝合在一起，

重新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子爵。 诚如有评论

所说，善与恶的两半子爵体现了善与恶在

现代人身上的并存、对立和冲突。 而当人

性出现可怕的分裂，尤其是以善和恶作为

对立两极的时候，我们对善的思考应该多

于对恶的思考，对善的批判性思考 ，也是

通往人性完整之路的重要环节。

相比而言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

《蝇王》则侧重于对恶的探讨 。 故事发生

于想象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 一群六岁

至十二岁的儿童在撤退途中因飞机失事

被困在一座荒岛上 ，起先尚能和睦相处 ，

后来由于恶的本性膨胀起来 ， 便互相残

杀，发生悲剧性的结果。 这种“荒岛灾难”

启发了他的英国同行理查德·休斯 ，他

在 《牙买加飓风 》中以飓风过后的牙买

加岛为背景 ，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孩子与

海盗之间的故事 ，飓风过后 ，孩子们遇

到海盗 ，并被带到了海盗的船上 。 让人

意外的是 ，这些海盗把孩子们当成客人

一样款待 ， 并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

系 。 然而一旦登上大陆 ，曾经的温情便

立刻荡然无存。

灾难场景演绎
复杂人生况味

灾难事件考验作家的文学书写 ，也

催生伟大的作品。 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
选择用编年体的撰写方式叙述伦敦大瘟

疫。1664 年岁末伦敦爆发瘟疫时，笛福还

只有五岁， 对灾情谈不上有触目惊心的

记忆， 这或许反而激发他在时隔半个多

世纪后化身为一个叫 H.F. 的叙事人 ，在

出版于 1722 年的 《瘟疫年纪事 》里忠实

记录这场灾难。 他意在为后人留下一份

“备忘录”，当有类似的灾难发生，可以给

人警醒和指导。

有研究表明， 让当时伦敦城数以万计

的人痛不欲生的瘟疫，和发生在 1348 年佛

罗伦萨的瘟疫症状如出一辙。 这场瘟疫让

这座昔日美丽繁华的城市变得惨不忍睹，

这给意大利作家薄伽丘以深刻印象。 为了

记下这场灾难，他以此为背景，写下了传世

名著《十日谈》。 小说开篇，虽然疫情如黑云

一样密布， 薄伽丘仍然让笔下的人物保持

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并让心中有爱的年

轻人彼得拉克去向心爱的人表达。 他试图

以此传达一种生命理念：越是面临死亡，越

要珍惜美好的人生。 而正是这种 “向死而

生”的生活态度，造就了一种崭新的人类精

神。 薄伽丘书写灾难而不言悲伤的创作方

法，也在此后的乔叟、莎士比亚、莫里哀、莱

辛等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在灾难面前，爱情总是迸发出绚丽夺

目的光彩。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

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以霍乱中的哥

伦比亚为背景，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

间爱的故事， 在五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几

乎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 ， 幸福的爱

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透过这

些爱情故事，马尔克斯向我们展现了波澜

壮阔的历史图景。

法国当代作家让·吉奥诺被改编成同

名电影而产生广泛影响的小说《屋顶上的

轻骑兵》， 同样讲述一个灾难背景下的爱

情传奇。 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法国南部的

村镇，安哲罗是一个逃亡的意大利轻骑兵

上校，当他来到法国南部时 ，正逢一场蔓

延的霍乱，也邂逅了一位高贵美丽的法国

少妇波林拉， 两人开始了千里同行的旅

途，途中渐渐滋生微妙的情愫。 尽管出于

高度的自制力，两人之间的感情发展并没

有如读者期望的那样惊心动魄，但安哲罗

在灾难与爱情面前表现出的精神高度却

不能不让读者为之动容。

英国作家毛姆在小说 《面纱 》里 ，写

了灾难让迷途的爱情得以返航的故事 。

小说以女主角吉蒂开篇 ， 为了逃离当时

伦敦浮华却又空虚的社交圈 ， 吉蒂接受

了沉默寡言的医生沃特·费恩的求婚。 费

恩在把吉蒂带到上海后 ， 便迅速投入到

了细菌学研究中去 ， 但吉蒂和已婚男子

查理·唐森发生了婚外情。 费恩发现后 ，

为了报复，也为了重整自己的生活 ，决定

孤注一掷， 带着吉蒂远走霍乱肆虐的偏

远城镇。 费恩慢慢协助控制了当地的疫

情， 吉蒂则开始在一家由法国修女住持

的修道院兼医院中做义工 ， 并逐渐找回

了生活的勇气和意义。

似乎是对毛姆的致敬，英国作家维多

利亚·希斯洛普在处女作《岛》里，以英国

女孩阿丽克西斯对其母亲家族渊源的探

寻为引子， 讲述了佩特基斯家族祖孙三

代人对抗麻风病侵袭的故事 。 希腊克里

特岛和斯皮纳龙格岛上 ， 以佩特基斯家

族为代表， 第一代伊莲妮的生活被麻风

病摧毁， 第二代玛丽娅的生活被毁而又

重生，爱情被毁而又重生，第三代的索菲

亚最终在女儿的牵引下回归家乡 ， 到第

四代阿丽克西斯从上代人的故事中获得

启发，重回自我。 由绝望到希望 ，由痛苦

到光明 ，一步步前行 、寻找 ，直到重获新

生。 “岛”就是悲凉生活中的希望，是污秽

之地的鲜花，而浇灌、滋养这朵鲜花的，是

温暖、博大的人性之爱。

德国作家克莱斯特写于 1807年的 《智

利地震》则传达出更为复杂的人生况味。 故

事发生在 1647年，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生

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叶罗尼模是一个清

贫的西班牙青年，在一户有钱有势的人家做

家庭教师。 这户人家的女儿何塞法爱上了

他，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 父亲一气之下

把女儿送进修道院。 事与愿违，修道院寂静

的园林反而给俩人提供了更优美的幽会场

所。 何塞法意外怀孕后终被发现， 被判火

刑，之后改为斩首，叶罗尼模被关进监狱。

就在何塞法即将被行刑的危急时刻， 地震

发生，叶罗尼模侥幸逃生，碰到同样从刑场

逃出的何塞法， 他们在树林里过了一段幸

福的日子， 之后巧遇城防司令官的儿子费

尔南多一家。 但这对情侣最终没能躲过人

为的灾难，尽管有费尔南多的誓死守护，他

们最终惨死于地震灾难中幸存的公众暴力，

只留下劫后余生的“罪孽之子”生存于世。

科学幻想反思
人类文明进程

人类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

是科幻小说热衷表现的题材。 与纯文学作

品凸显人类在灾难面前的人性表现不同，

科幻小说家热衷于在技术与人性的生死

较量中， 对人类自身的行为作深刻的反

思。 他们力图通过写作告诉人们：自然灾

害并不可怕，需要警惕的是潜藏在人性深

处的邪恶欲望本身。

英国科幻小说家约翰·温德姆出版于

1951 年的小说《三尖树时代》就包含了这

样哲理性的思考。 小说主人公比尔·马森

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眼睛受伤。 当他的眼睛

痊愈、揭开纱布时，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因

为一场奇特的流星雨而变成了瞎子。 在目

睹了失明者疯狂而绝望的惨状之后，马森

加入了少数未失明者组成的团体。 他们决

定逃离混乱不堪的城市，进入乡村 ，展开

全新的生活。 但此时，常见的产油植物三

尖树却获得了智能和行动能力，开始了对

幸存者的捕杀……

生活在狭窄的岛屿，日本作家危机意

识极强，对灾难也更敏感。1973 年，被称为

“日本科幻推土机” 的小松左京出版了他

的代表作《日本沉没》。 在小说中，日本海

沟出现大量泥团，关东大地震造成二百多

万人死亡，富士山也重新爆发。 地质学家

田所博士预言了更为可怕的灾难: 两年之

内，日本列岛将沉入地下。 最后的时刻终

于来到了，巨大的海啸冲入陆地 ，日本列

岛沉没了。小说在“未来在哪里？新的生活

该如何继续？ ”的自问中戛然而止。

美国作家詹姆斯·鲍里克的《海变》则

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太平洋西北部海岸，

人们在水中或岸上莫名其妙地死去。海洋

微生物学家加纳前往调查，初步推测海水

中可能含有有毒微生物。目睹过多起惨剧

的大夫艾莉挺身而出，协助加纳找到了杀

人真凶：真核双鞭甲藻，一种繁殖迅速的

致命微生物。 形势危急，真核双鞭甲藻已

集结成大片菌落，漂在水面，散发着毒雾，

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即将到来的超强风暴

极有可能将其吹向海岸，直抵西雅图。 一

场毁灭性的灾难近在眼前，加纳被历史性

地推到一场惊天动地的细菌歼灭战的中

心，去承担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与此相仿，义无反顾投入到灾难调查

中，为历史和时代留下见证 ，更是非虚构

文学写作者需要肩负的责任。 在这方面，

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作《切尔

诺贝利的悲鸣》的过程，无疑有着典范性

意义。 1986 年 4 月 26 日，前苏联治下的

乌克兰境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

炸，上万平民因放射性物质长期受到感染

或致命，数万亩土地被污染。 事故发生后

十年， 阿列克谢耶维奇冒着核辐射危险，

深入事故发生现场 ， 历时数年访问超过

500 位幸存者，用普通个体的声音拼贴出

时代的全景，写下这部人类的启示录。

事实上，在记录和书写灾难上，非虚构

文学从来不曾缺席，缺的是具有较高水准的

经典著作。 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劳

里·加勒特关于疾病灾变的书写， 颇具文学

性和可读性。 有评论说，普雷斯顿在《血疫：

埃博拉的故事》里对病发过程纪录片式的描

述，让每个字都像埃博拉病毒一样瘆人。 埃

博拉的故事， 不仅仅是一种病毒的历史，也

是人类数千年来对抗瘟疫的当代缩影。

在 20 世纪上半叶， 人类已经克服了

骇人听闻的黑死病、肺结核 、流感等传染

病，以致于科学家们断言人类已经可以利

用药物和疫苗击败几乎所有瘟疫。 但事实

是，此后玻利维亚出血热、巴西脑膜炎、埃

博拉、军团症乃至艾滋病等种种新的传染

病不断出现。 加勒特的《逼近的瘟疫》，正

是对 20 世纪下半叶各类传染疾病爆发的

描述。 她讲述了传染病暴发的恐怖，也写

出了科学家抗争搏斗的努力。 而作为拥有

斯坦福大学细菌与免疫学博士学位的资

深科学记者，加勒特的这本书更是用侦探

小说一般的笔法，将严肃的科学知识写得

抽丝剥茧、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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