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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读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应是
在 10 年前的一个周末。几位好友晚间小
聚，潘凯雄（时掌人文社）赠以新书数册，
回家后拣出翻阅，竟是连夜读完，掩卷难
眠。当是时也，非典引发的恐慌早已飘散净
尽，京华街巷随处笙箫，此书则不乏提示警
醒，重将读者带回疠疫之境。子建自言非典
突发为写作的起因，却将回望的目光一路延
伸，聚焦于1910年的哈尔滨大鼠疫。她以
傅家甸为主要场景，摹写疫情下种种色色的
生灵，顺便也告知人们：灾难的降临从来不
分贫富贵贱，也都带有几分突兀。那时有谁
能预测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呢？如鬼如
魅，使整个世界惨遭重创，至今仍无偃旗息
鼓的迹象。

一直都喜欢读迟子建的作品，喜欢那从
容、真切和开阔的格范，喜欢她笔下的兴安
岭和黑龙江、松花江。这块丰饶大地上诞生
过不少佳作，子建的小说（以及散文随笔）
却别具一份洞察和眷注，别具一种繁复与纯
粹。《白雪乌鸦》亦如此，全景式地叙写百
年前那场大抗疫，而最先出场、墨色最重的
却是傅家甸一个小小客栈的老板王春申，还
有他那匹“出青”的黑马。

9月初，应迟子建之邀为黑龙江省政协
作了一个讲座，当天下午，东道主安排参观

“老道外中华巴洛克风情街”。老道外就是原
来的傅家甸，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亦即经历
大鼠疫后不过一二十年，已然脱胎换骨，前
店后厂，楼宇林立，且于欧式风格中夹带不
少华夏遗韵。所谓的“中华巴洛克”之说，
应来源于此。迟子建有部近作写哈尔滨那些
芸芸众生的爱恨情仇，题名《烟火漫卷》，
老傅家甸最让人怀念的也是这种人间烟火之
气，历劫未绝，时今仍氤氲弥漫在坊巷间。
子建对这里显然很熟悉，一起前来的有省政
协文史委主任王佩杰、副主任张望朝，办公
室主任赵小维，子建的秘书刘琦琪。我们放
缓脚步，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浏览，那些个
名人故居、铺面商号、花园洋房、老街上的
幽深门洞，在发人遐思。一路看下来渐近黄
昏，登车返回之际，子建说：有一个地方你
一定会喜欢，滨江关道衙门，可能还在维修
中，不让进入，但到跟前看看也值得的。

相距不远，我们很快抵达那里，一片青
砖黛瓦建筑群映入眼帘，而院门紧闭——不
是衙署大门，是门外广场右侧栅栏的“西辕
门”。透过木栅，可看见朝南的三间门房和
红漆大门，偶有工作人员进出，空旷寥落。
子建说此地曾是抗击鼠疫的指挥中心，在写
作《白雪乌鸦》期间无数次前来踏访，几乎
熟悉了衙署内的一草一木……孰料就在我俩
聊天时，小维已然联系妥当，过辕门而入衙
门，小间阻竟带来一份意外喜悦。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秋，发生在东
北大地上的日俄战争刚算歇息，清廷即行批
准设立滨江关道，因应之意在焉。该衙署作
为中国在哈尔滨的最高行政机构，具有辖区
管理、海关税务、对外交涉三项主要职能。
关，即税关；道，乃指职级为正四品道员。
衙署于两年后建成，仪门两侧分住官军吏
役，内有三进院落，前为公堂，后居官眷，
西路为接待中外官员的场所，东路为马厩、
厨房、书房等，可谓规制严整，功能齐全。
当时哈尔滨在沙俄铁路当局管控下发展迅
速，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列强纷纷来设立领
馆。而大清正处于风雨飘摇中，滨江关道的
名称也不断变化，吉林省西北路兵备道、西

北路道、滨江道，不一而足，俗呼为道台府。
又数年清朝灭亡，道台府迁往埠头，旧址改
为镇守使署。东北沦陷后先为兵营，再后来
就变成市民杂居之地，随意拆建，搞得面目
全非。感谢一位有情怀的维修工，他在上门
修理家电时见一些廊柱檐角不同寻常，遂投
入很大精力走访求索，复得省社科院李兴盛
先生考证，确认乃滨江关道衙门遗址；也要
感谢哈尔滨市政府的从善如流，很快做出整体
修复规划，并从长春找到当年的设计图纸《哈
尔滨关道衙门房图》，兴建了遗址公园。网上
可见到对此修复工程的一些不满，主要指向拆
除较多、新建质量太差，也显示出这座老衙门
在哈尔滨人心中的地位。

从现存的效果图可知，滨江关道与一般清
代道署格局相仿，但在大堂右侧增建了一个欧
式的“会洋官厅”，具有较强的指向性，也使
人思及这个道员不太好当。子建告以鼠疫肆虐
之际，各外国领馆频频来人抗议施压，试图抢
夺对抗疫的领导权，会洋官厅常见唇枪舌剑，
而因道员于驷兴的坚持，更由于京师派来的总
医官伍连德措施得当，终是未能得逞。我问起
书中着墨甚多的那匹黑马，被引往东路一个跨
院，乃当年的“车棚马号”，伍连德首次来访
时，见“马夫正在训练十几匹矮种马”，如今
自然已没了踪迹。有一幅滨江道员出行的旧
照，乘坐八抬大轿，两侧随员皆骑着高头大
马，排场十足，也令人联想到《白雪乌鸦》的
黑骏马。书中的黑马，“高大威武，毛色油
光，唯一遗憾的，是它屁股上烙着一块圆
印”。其在书中是一个标志性印痕，伍连德乘
坐之车的枣红马，屁股上也有一个同样的圆
印，于驷兴的马自无例外，关道衙门在抗疫中
的作用就此被带写出。

在通常的记述中，伍连德是抗疫力挽狂澜
的大英雄，对于驷兴则评价不高，颇多谴责之
声。伍氏回忆录中，开始也说“道台提供的有
关这方面信息模糊不清，少得可怜”，后来的
记述才有较大改变。而实际上，于驷兴对疫情
很关切，对伍连德全力支持，不仅随叫随到、
随时提供人力物力，还将衙署中一个院落交给
外来医生居住，做了很多的事情。迟子建通过
大量搜集史料，包括逐日翻阅中东铁路公司出

资创办的《远东报》，阅读那些个商品广告、
米市行情、街巷布局、民风民俗，也对这位
朝廷命官有了深入了解，在书中勾画出一个
圆整甚至有几分可亲的道员形象。闻知傅家
甸有多人得恶疾暴死，于驷兴立即向上司奏
报，并召集士绅和下属商议对策，成立防疫
卫生局，自任总办，设立了疫病院和隔离
所，分派医师和警员到各处巡查；而在得悉
自己将因防疫不力革职、接任者已然确定之
际，仍坚守岗位，与伍连德联名奏请焚烧郊
外堆积的棺材。作者并不回避他身上的弱点
（如不敢制止傅家甸天主教堂私自收留病
人），但对他有着深切的理解之同情，于此写
道：

于驷兴签完字的一瞬，望着西沉的太阳，
仿佛看见一个告别的句号，泪水滚滚而下。

近代的黑龙江是一部痛史，朝廷命官随风
俯仰者多，却也不无勇于担当和牺牲之士。那
些一遇到清末官员就涂抹白粉、概称以贪酷庸
怯的套路派写手，也包括一些个史学家，真应
该细读与省察。

作为一部以鼠疫暴发与抗疫为主题的小
说，迟子建选择了独特的书写角度，也是其常
用的视角——底层细民。不管是伍连德，还是
于驷兴，在本书中似乎只是配角，而层层皴染
的是看似窝囊透顶，实则外柔内刚、有情有义
的王春申——三铺炕名义上的老板，一个拉脚
的车夫。整个鼠疫大流行过程中，他与他的黑
马走遍各处，道里道外，火车站、尼古拉教
堂、泰顺小馆、傅家烧锅、疫病院、郊外坟
场，载人、运货，也拉尸体。书中写“黑马瘦
了，肚子塌了，鬃毛的颜色暗淡了”，而伍连
德在遇见时仍夸它漂亮，使王春申好生得意，
也更加勤谨卖力，加入运尸车队，一日几次往
返于疫病院和坟场。

“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是
清初诗人邓汉仪的名句，而此际的傅家甸，死
亡变得极其轻易，就连亲人的伤心都显得短暂
匆迫：王春申妻子吴芬咳血猝亡，他的儿子继
宝死得不明不白，小妾金兰则是在照顾儿子时
染上鼠疫，母子相随而去；三十六棚的高个子
装卸工何三死了，一心想发灾难财的无底线的
粮栈老板纪永和死了，与他签有典妻合约的义

泰号店主贺威也死了；接连死去的还有针灸名
手谭中医、天堂酒馆的店主、种地的吴二，有
防疫局的杂役与徐中医，带出一个染病死亡的
小高潮；被病毒扑倒的还有外国医生，如果
说几位中医的死在于对病毒缺乏认知，法国
名医迈尼斯则死于过度的专业自信，诊断时
居然不戴口罩；而卖报纸的喜岁兴奋之余蹿
上隔离病人的车厢，一阵嬉闹后染上病毒，
造成了周家祖孙三代的悲剧……这些人的死
与鼠疫相关，又各有各的死法，各有各的不
甘和悲情。作者笔带悯恻，又复精细绵密，
也写到几例与疫情无关的死亡：会过阴的周
于氏是老死的，同样寿终正寝的还有秦八碗
的娘，孝心浓重的秦八碗因无法扶棺回籍，
愧疚之下自杀以侍母；另一个自杀的是糖果
店主陈雪卿，将糖果分发后，决然殉夫而
去。

大疫从来都是对人性的大测试，卑污丑
陋自然随处可见，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
人，也都有着高贵品格和无畏精神的存在。
子建说：“作家就是要从深渊，寻找那一点
点 的 亮 光 。 而 人 性 的 光 辉 ， 会 把 深 渊照
亮。”在她笔下，伍连德的医者仁心与勇于担
当，于驷兴的守土有责和不计个人得失，王
春申的善良诚笃与默默奉献，也包括提供闲
置车厢的沙俄东清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
在事实面前不再固执、积极采取措施的俄国
铁路医院院长哈夫肯，舍家纾难的傅百川，日
夜缝制口罩的于晴秀和胖嫂，都发出了一己之
光。令人惋叹感伤的还有歌唱家谢尼科娃和女
儿娜塔莎的死，她们以及小提琴手奥尔在教堂
为患者募集善款，不幸受到传染，应算是这场
疠疫的最后献祭。

小说的收束，在5月的一个春光怡人的礼
拜天，老王赶着马车从谢尼科娃的漂亮房子前
经过，见其夫与开面包店的尼娜正坐在花圃喝
酒，“尼娜爆发出的笑声，惊得黑马‘咴儿
——咴儿——’直叫”。谁说马儿不通人性
呢！深受刺激的王春申，与同样深受刺激的黑
马不再搭载客人，仿佛歌唱家就坐在车上，

“沿着谢尼科娃礼拜天常走的路线，从埠头区
驶向新城区”，在奥连特电影院、秋林公司、
圣尼古拉教堂一路流连，最末到达霍尔瓦特大
街上的高迪钟表店。店中一片寂静，四壁挂着
的各式钟表，没一个时针秒针是对的，“王春
申的眼睛湿润了，因为他从这些坏掉的时间
中，看见了谢尼科娃青春的脸”。

在人类历史上，瘟疫带来的灾难常不亚于
战争。不要说曾肆虐欧洲大陆的黑死病，即以
110年前哈尔滨这场大鼠疫为例，仅傅家甸就
有5000人死于非命，约占当时人口的1/4。应
庆幸的是清廷选对了人，总医官伍连德很快
通过解剖找到真实病因，提倡戴口罩，实施
分区隔离，建立疑似病院，封城封路，焚烧
无法掩埋的逝者棺材……这些措施中的多数
在今天仍有实效。而也正因为抗疫的举措对
路，不到三个月就阻断了鼠疫在当地的传
播，傅家甸渐行复苏。哈尔滨有句老话，不
知是否出于疠疫疯长之际，曰：“道外是地
狱，道里是人间，南岗是天堂。”有些夸
诞，也有些调侃。而即便是在鼠疫滋蔓时，
即便苦难深重，尸横郊野，傅家甸也可见温
情络绎，有爱与怜悯，有苦撑和互助，仍旧
发散着人间烟火的气息。一部《白雪乌鸦》，
亦可视为王春申与黑马的人间行脚，卑微而泛
常，执拗且无畏，就这样走着走着，终于走出
了阴霾。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

一匹黑马的人间行脚
——《白雪乌鸦》与滨江关道衙门

卜 键

近些年来，愈发喜
欢 在 秋 冬 时 节 前 往 江
南，窃以为在北方温度
骤降暖气未至的尴尬时
日里，江南仍是山青水
碧，契合心中岁寒日暖
的小欢喜。

我曾在 《满城尽是
桂花香》 一文中写了杭
州，辛丑岁寒，那就再
写写姑苏吧。其实苏州
也有很多桂树，网师园
中有“小山丛桂轩”，耦
园中有“樨廊”，行走其
间，天香浮动。比之杭
城 ， 姑 苏 的 桂 香 更 私
密，更淡远些，似佳人
临去时的秋波一转，当
得起寤寐思量。

秋风云外，日暮汀
远，太湖边早在春秋战
国时冶炼纺织渔业就兴
盛，是以吴越才生出了
问鼎逐鹿之念，虽然拉
开了时间的维度去看，
所谓的霸业只是螺蛳壳
里做道场，免不了为他
人作嫁衣，但彼时的壮
怀激烈却值得在余晖中
漫步怀想。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
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
花腥。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

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
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
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英雄美人渐行渐远，是一个时代在落幕，而属
于战国的大戏才徐徐拉开帷幕。春秋时的余烬，终
化作江枫渔火，照亮了后来人的生之逆旅。

此地富庶，乡民有风骨，多自矜。张翰受聘于
齐王，因不投契，更不合意。在洛阳，有一天秋风
起，他想念家乡味道鲜美的菰菜、莼羹、鲈鱼脍。
慨然言之：“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
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
张翰的率性和见机很见吴越人风骨，他是吴江人，
墓就在汾湖畔。汾湖有“紫须蟹”，螯一大一小，与
相距不远声名远播的阳澄湖蟹比，汾湖蟹、太湖
蟹、固城湖的蟹都不逊色。

另外被张翰念念不忘的莼菜，在此地亦常见，
叶片圆翠，田田如铜钿。莼菜本“无味之味”，调

“羹”入味做成汤食，随缘而不失本色。古人形容为
“味略如鱼髓蟹脂，而轻清远胜”。清明时节的莼菜
如春茶，鲜润难得；霜降后，则大量上市，秋莼菜
如秋茶，同样适口。

无数文人雅士寄情于江南，渴望着终老江南。
而不管如何着墨，这落花流水去还来的江南是写不
尽，道不完。我对江南的情愫，随着年龄的增长越
来越浓厚。这情丝丝滑，如同口中的莼菜羹一般难
舍难分，每每才下舌头，又上心头，有时竟然由留
恋变成了明灭的惆怅。

窃以为，苏州最吸引人的不是新潮的充满设计
感的高楼大厦，也不是观前街的人潮熙攘，更不是
声名在外的名园古刹，而是那一条条看似寻常的临
街堂巷和河边小路，春来花柳映水，秋深梧叶飘
黄，河岸的小路最是惹人喜欢。青石板的路，有时
平滑如镜，有时凹凸起伏，走上去仿佛踏入了岁月
深处。驻足于记忆中的某个角落，也许，这是我曾
经走过的地方，所以才会有许多似曾相识的感觉。
河水是平缓的，一眼望去看不到流动的痕迹，似是
古画中的远景，淡淡的一泓，河岸边洗菜做饭的人
把水泼进去才引动些许涟漪，才会让人觉得这是一
条充满烟火气息的河。

在城中漫步之余，最舒适的事莫过于“负暄闭
目坐，和气生肌肤”，这是道家最方便操作的养生
方法。待日光渐盛，背阳而坐，闭目静思，周身和
暖舒畅，万念俱无，陶陶然，醺醺然。

正所谓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姑苏
城，虽然没了寒山寺钟声的记忆，却依然有很多因
缘际会的相遇。

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
小晕红潮，斜溜鬟心只凤翘。
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
欲诉幽怀，转过回阑叩玉钗。
此词大约创作于纳兰性德去世的前两年，他与

一名叫沈宛的女子交好，沈宛是湖州人，在纳兰性
德眼中，她是有江南情韵的女子。如这姑苏城的柔
情和坚毅，他写下他们在一起的甜蜜，也留下一段
未尽的情缘。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桂子飘香，竹
海溢翠，星洒湖上，镜花水月般的缘分也许会消
逝，美好而深刻的记忆却会一直存在。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政协民
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姑
苏
寻
桂

黑
德
昆

顾城曾将友谊比作不朽的金，以此说明
它的珍贵。友谊，就是捧出一颗赤诚的心
来。不问付出与回报，但求相知相伴，肝胆
相照,如拂面清风一般潇洒又缱绻。友情是
长久的陪伴，当与知心密友相与步于溶溶月
色之下，畅谈未来的理想，追忆过往的趣
事，可以笑道一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
耳”；友情是熨帖的守护，当遭受严峻的挫
折与考验，意志颓靡,身躯疲惫时，朋友会

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支撑我们走出困境。
友谊对于我们来说是弥足珍贵，在亲情和

爱情找不到依托时，友谊是最温暖的港湾，使
我们受伤的心灵得到片刻的慰藉。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
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简短的
28 个字，成了友情的典范。无须华丽的语
言，也不用多情的感慨，平实的语言里，寄托
着朋友间的珍重。而这段友谊也于历史的长河
中一直存在，且被不断定义和歌颂。

最初我对友谊的定义是：谁对我好，谁就
是我朋友。可越长大，我越发觉得这样盲目地
交友让我感到疲惫，偶尔还会给我带来巨大的
难题。

不可否认，曾经的我也被友情伤害过，我
对我的朋友向来可以说是掏心掏肺，总是把好
的留给别人，自己可以无所谓。但当听到我最
好的朋友也开着我的玩笑，在别人面前偷说我

的坏话时，我顿时心灰意冷，不知道这份友谊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从那以后，我开始习惯一
个人，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学
习，把自己营造成了孤僻的模样。可是这种生
活确实很单调、枯燥，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
每当看着别人一起其乐融融的样子，我满脸羡
慕。有那么一刻觉得，当自己排外时，别人也
会不自觉地远离你。

而后我回过头来想想，我们很难交到朋友
的原因可能是自己对“朋友”的要求太高了，总
是幻想着她要帮我分担着一切，她怎么不知道
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她怎么可以这样不考虑我
的感受……可当我们真正敞开心扉地去追寻知
己时，将会发现其实别人也有很多的闪光点。友
谊需要慢慢地磨合，它也不是经久不衰，而是需
要彼此用真心浇灌，才能长存永驻。就如钱锺书
所言，时间对于友谊的磨蚀，好比水流过石子，
反把它洗濯得光洁了。

朋友是漫长人生旅途上的同伴，或是一同
经历这一生的喜怒哀乐；或是携手走过一小
段路途，然后在某一个岔路口挥手作别，各
自迈向新的征程。而知己更像是贴着心脏长
出的另一个自己，我们大多从他人身上找到
与自己相契合的灵魂，然而万物有灵，若能
与江河山川、花鸟草木产生共鸣，也可以之
为友，为知己。

没有一条河流不是孤单地曲折着它自己的
路程，正如没有一个人不是独自地在收拾自己
的脚印跫音。而在我们共同奔赴瀚海的过程
中，感谢这一份相逢的缘，让我寂寞的沙岸因
此有了历历的春景。

虽知己难求，但请你相信：总有那么一个
人，在这纷纷扰扰的人间，慢下来，与你在一
方心灵净土里,享受宁静以致远，听风雨声，
晒阳光浴，赏四季花，恰好惬意。
（作者单位：福建闽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

相 逢 是 缘
钟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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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键 （左） 与迟子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