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遥远的石营堡
许实

像一块黑炭 ，像一块陨石 ，岁月燃烧后
的灰烬 ，落在戈壁深处 ，落在绵延的汉长城
上。 来看石营堡就是看孤独和被遗弃，看枯
萎又怎样在生活之外延展出希望的枝条。

这道汉长城是东西走向，从甘肃金塔县
航天镇境内天仓西大湾城古遗址出发向西
南，经过金塔县大庄子 、东坝 、古城 、西坝到
玉门花海，到敦煌到玉门关到阳关。 长城上
五里一燧 ，十里一墩 ，三十里一堡 ，百里一
城 ，石营堡就是三十里那座城堡 ，也是一个
关卡 。 居延丝绸古道走到石营堡就分成了
两条道 ，一条向西通玉门和瓜州 ，一条向北
延伸 ，通往新疆北境或蒙古国 ，是古代阿尔
泰山及伊犁河一带少数民族进出河西走廊
的捷径 。 居延丝绸古道在阳关丝绸之路以
北的沙漠 、戈壁和草原地带 ，居延绿洲是居
延东西古道和南北古道交汇的十字路口 ，

在战乱和阳关丝绸之路隔绝时 ， 居延古道
上人来人往 ，尤其在元朝时期 ，这条大道上
烟尘滚滚 ，车马络绎不绝 。 马可·波罗也是
从这里进入中原地区的 。 他说这里有一种
药材叫大黄 ，商人们将其销售到世界各地 ，

这里也生长狼毒 、醉马草 、棘豆的毒草 ，牛
马吃了会脱毛掉甲 、四蹄溃烂 ，不过这里的
牲畜认识毒草 ，大都会避开 ；这里的人不经
商，吃水果和肉食，皮肤暗褐色。

现在 ，还吃水果和肉食 、皮肤暗褐色的
我站在石营堡前 ，站在居延丝绸古道上 ，戈
壁上无边无际的寂静和茫茫 ， 奔向远方的
居延古道隐隐绰绰，早把我的心扯远了。 古
道在起伏的山丘里蜿蜒 ，山丘光秃秃的 ，没
有一棵草能幸运地生长在这里 ， 没有一滴
雨水能幸运地落在这里 ， 这里拒绝绿色和
湿润。 这里只有虚幻，一个人在这里活着是
多余的 ， 一个人在这里驻足会迅速被苍茫
覆盖 ，被孤独抽空 ，强大的内心抵不过一粒
碎石。 但我多么想像马可·波罗那样从古道
里走出来或者走进去 ， 看看这些长在地球
表面上的灰尘 ， 这些波浪一样高高低低的
山丘怎样跳动和推波助澜 ， 这些空茫得只
有空气才是真实的山丘和古道。 可是，我走
不进去 ，山丘封闭了居延古道 ，封闭了鲜活
的历史 、鲜活的日子和闪耀的人 ，封闭了一
切消息。 不过依旧有故事流淌出来，从古道
上，从人心里。

小小的堡子 ， 像旗帜 、 灯塔高耸在山
顶，召唤着祁连雪水 6900 公顷的水域。 我
站在石营堡最高处向南看这片水域 ， 水天
一色 ，水面洒满阳光 ，粼粼闪烁 ，像一树霓
虹灯燃烧着，温暖空寂的水面和戈壁。 在这
里水是水 ，石营堡是石营堡 ，互相不渗透 。

水域有水域的活法 ，苍苍芦苇环绕 、碧浪声
声、鱼虾悠悠 、鸟声阵阵 ，打鱼的船出发了 ，

烟波江上一叶扁舟 ， 一下子有了南方的景
致 。 水面上太阳的光影 、星星的倒影 、白云
的倒影 、鸟的倒影 ，风吹起的皱纹 、雨溅起
的涟漪 ，芦苇记住了 ，石子记住了 ，大地记
住了 ，我记住了 。 石营堡有石营堡的颓败 ，

光阴的大火灼烧了表面 ， 长风切开黑暗的
内里，只剩下根根肋骨分外坚硬。 生长在水
边的红柳和芦苇也是石营堡的根根肋骨 ，

多么生脆 、柔软 ，充满水的想象和理想的植
物依旧新鲜 。 夹在土墙里一层层的红柳和
芦苇多像前仆后继的波浪 ， 这应该是水的
另一种形态。 原来，石营堡早就被水域浸润
了、渗透了、感染了。 我抚摸着这些植物、山
头和闪着金属光泽的黑色石头 ， 忽地就走
进两千年前的岁月 ， 站在石营堡的墙根下
看古道上人来人往 、车马飞驰 ，看古道黄沙
漫漫 、路断人稀 ，由盛到衰只是瞬间 ，长久
的依旧是寂寞和孤独。

水面上有鸟发出急切的嘎嘎声。不领受死，

怎么能释然地生，多像古道、石营堡和水域。

纵恶与恩爱
张怡微

近来，性别议题占据新闻媒体版面

的比重越来越大，文学显然是窥见人性

复杂性的载体之一。 人与人之间复杂的

联结与冲突，假爱之名，行“控制”之实，

并非新鲜事 ，存在于父母与子女 、夫妇

或爱情中。 中国古代小说里，就有许多

类似的故事 ，写得最好的细节 ，都不是

突如其来的暴力，而是经由时间的静水

深流之力，所映照出人性本能中潜藏的

软弱与残忍。

如《聊斋志异》卷六《江城》，故事讲

述的是高蕃与江城的婚姻故事。两人青

梅竹马 ，“日共嬉戏 ”，按理说婚后生活

应该其乐融融 ，谁知江城心性爱妒忌 ，

越来越凶悍 ， 甚至到了家暴高蕃的地

步，完全不在乎长辈和外人的看法。 为

了控制丈夫的行为 ，江城还曾设局 ，冒

充妓女与高蕃约会 ， 或女扮男装暗查

丈夫的言行 。 江城的控制欲望是一步

一步加深的 ， 这一切使得高蕃承受了

巨大的心理压力 。 江城对高蕃的暴力

行为 ，小说也写得颇为具体 ，如 “以针

刺两股殆遍 ”，展现了人性暴力纵恶的

可怕 。 小说将江城的悍妒行为解释为

“前世因 ”，后经过高母 “每日虔心诵观

音咒一百遍 ” 致使江城悔改 ， 成为贤

妻，世情意味浓厚。

明清以后，小说家塑造的悍妒妇形

象就更多了 ， 这些女性形象拒不遵从

家族内部尊卑长幼的规范 ， 偏执地慑

服所有的同性对手 ， 揭示了明清时期

畸形的两性关系 ， 和难以找到正确路

径纾解的女性欲望 。 在七世纪的唐代

类书 《艺文类聚 》里 ，“妒 ”是一个很长

的词条 ，但早期小说中 ，妒妇的故事并

不多 ，直到明清时期 ，关于这一问题的

讨论才变得空前激烈 ， 其中较为有名

的小说包括 《疗妒缘 》《禅真逸史 》《醒

世姻缘传 》和 《醋葫芦 》等 。 作者在 《江

城 》文末表示 ，“人生业果 ，饮啄必报 ，

而惟果报之在房中者 ， 如附骨之疽 ”，

表示夫妻之间的因果报应简直如长在

骨头上的恶疮一般疼痛难解 。 虽然文

言并不是表现类似题材的最佳方式，但

蒲松龄还是为我们留下了文学作品中

经典的悍妒妇及惧内形象。

在古代小说中，男人为什么会爱泼

妇，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江城》中二姐

出现，两位惧内的丈夫聚在一起彼此嘲

笑，“天下事，顾多不解。 我之畏，畏其美

也， 乃有美不及内人而畏甚于仆者，惑

不滋甚哉！ ”令人忍俊不禁，想起另一出

著名的古典家暴喜剧《狮吼记》。 “河东

狮吼 ”的民间故事我们耳熟能详 ，主要

就是说老婆悍妒、远近闻名。 昆剧《狮吼

记》的“跪池”早已是经典桥段。 夫妻两

人打打闹闹吵到官府，父母官看到陈慥

身上的伤痕居然潸然泪下，原来县官也

是个惧内的，深感与陈慥同病相怜。 县

官趁妻子不在堂，本着一颗公正心想要

惩罚柳氏 ， 谁知当差的爪牙不敢打女

人，亦是惧内的小吏。 一伙人吵吵嚷嚷

闹到土地公那儿 ， 谁想土地公也怕老

婆 ， 生无可恋地哀叹自己是神仙不能

死，怕老婆怕到生不如死。 在这暗无天

日的境地之下 ，陈慥 、县官和土地公一

起商量去找阎王做主，因为只有阎王没

有老婆。 陈慥说阎王会对这些妇女怎么

样呢？ 县官说应该会下十八层地狱。 陈

慥一听，说“那算了，我不告了”。 其他人

问为什么呢？ 陈慥说，“我家娘子虽然很

厉害， 但是对本人还是十分恩爱……”

凶悍令人头疼，但美貌和气焰万丈本身

也是一种带有感染力的自信和骄傲，是

一种强大的生命能量。 “十分恩爱”中，

有训诫亦有保护。

想来悍妇总会与软弱的男子同框。

另一个有趣的女强男弱组合 ，是 《白娘

子永镇雷峰塔 》，出自 《警世通言 》卷二

十八。 根据潘江东 《白蛇故事研究》所

载，白蛇故事最早可推至唐代的传奇小

说《白蛇记》两篇（即《李黄》《李琯》），仅

为记述白蛇精惑人。 明代洪楩所刻《清

平山话本》之《西湖三塔记》记述了白蛇

娘子为白蛇，是镇压在石塔山下的三怪

之一。 至明代的《湖儒杂记·雷峰塔》和

《西湖游览志·南山胜迹》才将白蛇妖与

西湖三塔传说绾合。 《白娘子永镇雷峰

塔 》添加了许宣 、青青 、法海等人物 ，将

之敷演成为一篇情节跌宕起伏的世情

小说。 现在看来，这对 CP 非常时髦，是

中国故事中最著名的姐弟恋，两人相差

一千多岁，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模型也

带有现代心理学的特征。 白娘子美艳迷

人，对许宣有情，对青青有义，对人间规

范懵懂无知 ，偷盗官银赠送爱人 ，带有

浪漫的邪性，对许宣多次的背叛并无太

多怨艾。 与此同时，她也不忘利用自己

的妖法阻吓他人， 以 “满城皆为血水”

“死于非命”的要挟控制许宣，这种控制

里多少也有捍卫两人关系的雄心。 许宣

软弱无能 ，为色欲所迷 ，又贪恋白娘子

钱财 ，到处哭诉自己被带累 ，从不反省

自己矛盾的行为 ，恩将仇报 ，反衬妖仙

对爱情的坚贞执着，在流传过程中展现

了奇异的接受美学。 民众提及白娘子，

多还是尊敬和喜爱的。

事实上，无论古今、无论性别，只要

是人 ，就会有人与人的问题 ，就会有人

生的问题。 人生问题复杂无解，令哲学

与宗教展示出启迪的力量。 法律惩罚人

性之恶 ，道德映射繁杂困境 ，真正的幽

微之处， 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辨识、

体察与同情。

渡河需浮筏，

打球需击拍。

已过湍急流，

记得莫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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