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70年代我在京包线东段（旧称京
张铁路）担任运转车长。1976年7月28日这天，
我值乘由呼和浩特开往北京的90次特快，凌晨
3点半左右到达北京延庆康庄车站。

我坐在站台上，等待检车师傅“完活儿”的
口头儿通知，突然，伴随着“稀里哗啦”的巨响，
我不由自主地前俯后仰，但见列车和站台都
在做着幅度相当大的波浪式翻滚运动，震耳的声音来自列车颠簸时，机车及车辆零部件所产生的巨烈摩擦。整
个过程也就是20多秒钟，我与众人刚从极度惶恐转入惊魂未定，只听有人喊道：“是不是地震啦？”大家恍然大悟
地回应：“没错没错！”待缓过神定下心来，重又检查了每一节车厢，确认无碍，方才开车，此时已晚点10多分钟。

一路急赶慢赶，列车6时50分正点抵达北京站。我来到行车公寓，首先打听哪里地震了，得到的回答是“不清楚，
反正别的线来车都正常，就是东北那边，一趟也没到！”因为要防备余震，我与呼京车班乘务员全都从三楼挪到一
楼休息。虽说一夜未合眼，但由于余震不断，却难以入睡。后来得知，是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

过了半个月，我被派往京郊某站，值乘一趟由15辆卫生车临时编组的“专列”，深绿色车外皮的右下角均有醒
目的“W”字样（“卫”字打头），该车明显特点是车窗较宽；站台上停着多辆救护车，从车里抬出担架，再由宽窗户
进入车厢。原来此举是为减缓北京各医院震后伤员爆满的压力，使其集中力量医治危重伤者；而将部分伤员转
移分散到各条铁路沿线较大城市。我所值乘的这趟车，便是开往包头的。铁道部对这趟车极为重视，临时调整了
列车运行图，使得这趟车在行驶途中一路绿灯，始终保持中低匀速地到达目的地。

虽说已过40多年，但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图片为笔者1976年的工作照）

值乘呼京特快
遭遇唐山地震

【老照片】

□杜浙泉

青岛观象一路1号是萧军与萧
红的故居。

观象一路因观象山而得名，是
一条半山的环形路。路旁是一个个
居高临下的德式庭院，以花岗岩为
基，院门都不宽，走进去后，迎面往
往是十几级石阶，拾阶而上才可进
入院内。

这种居高临下的庭院，在旧时
青岛实属常见。当年德国人喜欢利
用地势，沿山建设，庭院间彼此错
落，极具美感的同时又巧妙地拓宽
了房子的视野。萧军就曾在诗中写
道：“碧海临窗瞰左右，青山傍户路
三叉”，诗极粗糙，但倒写实，那时
的观象一路1号乃至周边几条路的
宅院，均可远眺大海。不过如今多
了高楼大厦，这栋位于路口的德式
小楼，自是再也听不到涛声。

小学时常去观象山玩，山顶有
一栋欧式城堡，十分漂亮，即使放
到遍布城堡的欧洲也算抢眼。那是
德国人于1905年修建的气象观测
所，也算是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发源
地。我们还曾在山上的一个半地下
碉堡里发现过一些遭人“遗弃”的
武侠小说，公推手最长的同学从碉
堡的枪眼处伸手进去，一本本拿出
来。大家平时只在作文里写过自己
捡了东西后拾金不昧，真捡到东西
时反倒犯了难，七嘴八舌商量了半
天，结果最后没有交给警察叔叔，
也没有交给老师，反倒据为己有，
大家轮流看，我就用它们打发了多
堂数学课。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这一带就
颇为僻静，而再上溯五十年，也就
是萧军萧红在此避世之时，这里想
必更是沉静。

想来萧军和萧红一定喜欢此
间沉静，他们本就是避难而来，颠
沛流离间能寻得一处美丽所在，即
使日子依旧拮据困顿，也少不了快
乐。何况，他们还有爱情。

萧军与萧红的情事是现代文
学史上的一大悲剧，但他们客居青
岛的日子却被后人形容为“精神蜜
月”。那半年时光是他们最甜蜜的
日子，离开青岛后，他们彼此猜忌，
矛盾频生，终告分手，萧红更是在
31岁时便客死异乡。多年后，当年
迈的萧军重返青岛寻访故迹时，伊
人早已逝去，空留怅惘。

如今，他们的故居仍保持原
貌，只是外墙重新粉刷过，小院里
有几棵松树。当年，萧军和萧红住
在楼上，萧红负责家务，萧军则在
某报馆编副刊，住在他们楼下的是
约他们前来青岛的作家舒群夫妇。

那时，萧军与萧红也曾屡屡在
这一条条老街上漫步。根据他们的
回忆文字，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的
场景：萧军在脖子上系个黑蝴蝶
结，手里拿着三角琴，边走边弹。萧

红则总穿着花短褂黑裙子，跟在后
面。

他们还会逛那间著名的荒岛
书店——— 那曾是青岛文化人的乐
园，文人学者荟萃，也有许多怀着
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苦读。在这
里，他们认识了一个名叫黄宗江的
初中生，这孩子住在青岛的黄县
路，后来老舍成了他的邻居，再后
来，他成为了著名艺术家。他们还
认识一个名叫李普的高中生，他后
来成了新华社副社长。

那是一个风流人物莫问年纪
与出身的时代，理想主义是无数年
轻人的支柱，萧军曾回忆，自己在
那段时间里“每至夜阑人静，时相
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也”，
然后便奋笔疾书。他的代表作《八
月的乡村》便在此时诞生，而萧红
也在此间写成《生死场》，这是现代
文学史上不可不提的两部作品。此
后的萧军江郎才尽，萧红则在悲凄

困苦中于香港写下《呼兰河传》，那
时的她已近生命尽头，用尽了最后
的才情与精力。

作品虽然写成，但却一度无处
发表。在荒岛书店里，萧军向友人
孙乐文抱怨此事，孙乐文建议他直
接给鲁迅写信，于是，萧军把自己
和萧红的稿子一起寄给了鲁迅。鲁
迅提携了他们，不但为《八月的乡
村》和《生死场》作序，还建议二人
改笔名，于是便有了含“小小红军”
之意的二萧，他们的生活也就此改
观。

可不再为生活拮据而发愁的
同时，二人在性格上的鸿沟却就此
暴露。萧红内向柔弱，十分依赖萧
军，甚至已至病态，曾有记载，二人
到上海后，曾同屋分房而眠，萧红
会半夜哭醒，认为二人离得太远
了。但才女如她，又有敏感自尊的
一面，决非暴躁粗疏的萧军可呵
护，有人说，萧红是一个一生都在
追求解放的新女性，可令她沉溺的
爱情，其实是另一种束缚，此言非
虚。

萧军当然爱过萧红，但在这个
大男人心里，爱之外还有轻视———
他们在东北的初见，便是一场强者
对弱者的拯救，那时的萧红无比落
魄，萧军挺身相救并爱上对方。有
人曾说，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
的爱，就是能包容其最丑的一面，
这句话用在二萧的情事上十分合
适，但萧红当时的落魄肮脏，想必
也在萧军心中定格，作为拯救者，
他从一开始就对萧红缺少尊重，这
场爱情当中有着太多的不平等。

后来，他们都写下了留恋青岛
的文字，留恋那段仅有的甜蜜时
光，也不约而同说着依旧相爱，却
不能在一起生活的话语。再不久之
后，阴阳相隔。

萧军曾说：“萧红单纯，淳厚，
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
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则说：“我
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
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
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
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这种掺杂矛盾的爱情最是煎
熬，沉溺并依赖爱情的萧红更是难
以从中脱身。尽管主动提出分手，
但她对萧军的爱从未停息。据说，
她曾在友人那里看到萧军再婚的
照片，反反复复地看，久久无语，一
脸哀婉。病危时，她还在幻想萧军
能再次来拯救她，哪怕，只是一个
拥抱。

可是，什么都没有。
1942年1月22日，颠沛流离的萧

红在香港去世，年仅31岁。临终遗言
里，她把《生死场》的版权留给了萧
军，那是他们在青岛时的爱情见证。

于他们而言，爱似流星。

没有比“藏着的历史”更适合表达观看“太阳的传
说”——— 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菁华展的感受了：凄
美的神树、奇异的纵目、怪谲的面具、夸张的立人……三
星堆有太多的神奇之处，历史的真实性也许一直掩藏在
这些文物之后。

三星堆文化与正统中原文化的关系，学界有多种层次
的讨论，作为比较的对象也不尽一致，岷江上游新石器文
化、川东鄂西史前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下游青铜文
化……仅就罗列的这些文化来看，三星堆研究已是争论迭
出，这无疑是由三星堆文明本身的丰富和辉煌所决定的。

正在山东博物馆展出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
菁华展，为何以“太阳的传说”为主题，雄踞西南的古蜀国
和古老的山东东夷族群，难道其文化特征与信仰表达真
有共通之处？

作为古代中原周边地区颇具典型意义的“古国”，史
籍却鲜见蜀史之详载。直到三星堆遗址横空出世，证明了
古蜀文明是长江上游古文明的代表。三星堆遗址大型商
代祭祀坑位于四川广汉，因遗址内的三个黄土堆，与北面
犹如月亮湾隔河南北相望，成就了“三星伴月”的著名人
文景观。晚于三星堆的成都金沙遗址，具有明显的文明延
续性，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在展厅门口最显眼处，一轮灿如金轮的巨大光环掩映
着一尊青铜大立人像。据说这尊青铜像的真身是全世界同
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像，与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一样，是
从不外借展出的“国宝”级藏品。而金色光环作为中国文化
遗产标志，正是金沙的太阳神鸟金饰，整个图案似一幅剪
纸线条流畅，金饰内层为齿状光芒，外层由四只首足相接、
同向飞行的鸟儿组成，生动再现了远古人类“金鸟负日”的
神话传说故事，体现了古蜀国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

“三星堆文化并不是孤立发展的，它与山东地区的史
前文化存在着密切联系。一是崇拜太阳、以凤鸟为图腾，
二是以牙璋为重要礼器，反映出两种文化从信仰到礼制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参与本次展览布展策划的山东
博物馆点藏部王冬梅女
士告诉记者，作为巡展，
三星堆、金沙文物展在其
他省份展览的主题有的
叫“古蜀探秘”，有的叫

“三星伴月”，而在山东，
主题定为了“太阳的传
说”。

太阳崇拜是古蜀宗
教文化的中心，三星堆与
金沙遗址所出土的反映
此种崇拜的大量器物、纹
饰是有力的实物例证。在
本次展览中，有件颇具现
代感的青铜“太阳形器”，
其实就是三星堆先民崇
拜太阳的遗物，这件造型
简洁的青铜器直接颠覆
了我们印象中青铜器厚
重华丽的“饕餮”形象，中
心似轮毂的大圆泡直径
约28厘米，有5根似轮辐
的放射状直条与外径相
连，代表着太阳与四射的光芒。据了解，十日神话与射日
神话在古蜀国也极其盛行，在古时太阳对农业丰歉攸关，
崇鸟也就是崇日。太阳信仰深植于古蜀文化观念，此信仰
一直延及东周，如“华阳国”“开明王”等国家别名或族号
也深深打上了这一信仰的烙印。

日出东方，凤鸣朝阳，山东古老的东夷族群也流传着
太阳的传说。据《山海经》记载，中国的太阳崇拜起源于日
照一带。史前海岱先民有着太阳崇拜以及鸟信仰的原始
宗教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北辛文化时期一些器物上简
单刻画的太阳纹，大汶口文化阶段则开始频繁出现八角
星纹，而后出现的陶鬶及龙山文化鸟喙足鼎，便是太阳崇
拜与鸟信仰相结合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不论是神话
传说还是出土实物，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星堆文化与
东夷文化在太阳崇拜上有所联系，而关于此种联系的密
切程度以及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还有待研究。

在本次展出的三星堆、金沙文物中，有众多的玉石礼
器，其中以牙璋最有特色、数量最多。《周礼》中曾有记载，

“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赤璋礼南方”。据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自20世纪以来，牙璋在三星
堆出土次数达五六次之多，数量达七八十件。其实，作为
古代重要礼器之一的牙璋，最早发源于山东龙山文化遗
址，然后由东向西传播到陕西石峁，再到中原地区的二里
头文化发扬光大，然后再传播到四川的三星堆、金沙，在
商晚期至西周掀起一个高潮。

对于商周以前中国的各个部落，我们只能靠出土的
有限文物去了解，那些神秘的图腾提醒着我们远去的历
史：太阳、神鸟、玉牙璋……在三星堆、金沙文化中，的确
可以看到不少与中原文化，包括山东东夷文化相似的东
西。这并不奇怪，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在封闭的状
态下发展起来的，三星堆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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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物来鲁展出

古蜀国与东夷文化共生互动

【阅展所得】

萧军萧红在青岛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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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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