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
稿

投稿地址 :西宁市长江路 5 号西海都市报 《昆仑》 收
邮编 :810000
邮箱 :471178605@qq.com
三个月内未见报者 ,请自行处理稿件 ,同一时间请勿一稿多

投。 来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自留底稿。 本版图片作
者请与本报联系， 即付稿酬。

2014-05-19 星期一 责编:郭晓芸 值班主任:王运卓 责校:秀莲 热线: A17

若要问青海历史的最基本特征是什
么，回答无疑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说
最基本的特征是民族性，或许没有几人会
质疑。 的确，青海历史早从史前文明直至
今日，都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 无论
是带有鲜明先羌风致的卡约文化，还是秦
汉时期青藏高原上繁盛强大的羌族部落；
无论是立国三百余年的鲜卑吐谷浑政权，
还是吐蕃遗族建立的唃厮罗政权；无论是
历史的天空中烟消云散的古代民族，还是
后期的新兴民族，他们共同在浩大的青海
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历
史活剧，绘就了斑斓夺目的文化画卷。 可
以说，古往今来的各民族才是青海历史的
真正主人，是青海历史的魂魄所在。 而主
导了青海古代史后半期上千年历史的藏
族（吐蕃）、蒙古族、回族、撒拉族、土族
五大世居少数民族， 则是最具代表性，也
对今天社会态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主人
翁。 由青海人民出版社近期推出的《青海

世居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即《青海藏族
简史》《青海蒙古族简史》《青海回族简
史》《撒拉族简史》《土族简史》，是对这
一特征的认真梳理。

这五大世居少数民族简史， 分而观
之，以学术专著的特质分述了各民族的基
本历史内涵，如民族起源、各历史时期的
政治军事活动、社会状况、经济生产、文化
特征等。 而且，吸纳了相关领域最新的学
术成果，呈现了作者个人在各自领域内的
学术创见。 所以， 丛书虽以简史面貌见
世，但其个人学术专著的品质是最为鲜明
的特征，这也是丛书与以往斑驳杂凑的集
体创作的同类作品最为不同的地方。

合而观之，五大世居少数民族的历史
构成了后期青海古代史的基本骨架，换言
之，五部简史构成了一部简明扼要的青海
历史。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五部简史共同构建了青海政治史
的基本框架。 纵观青海历史，政治形态的
演进变革无不反映出各少数民族发挥了
关键的作用。如早在汉代中央政府对青海
的行政建制护羌校尉以及郡县体制在青
海的确立，即是羌族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
互动的结果。乃至吐谷浑政权、南凉政权、
唃厮罗政权在青海的相继统治， 都是鲜
卑、吐蕃各少数民族历史活动的结果。 这
一基本历史特征一直延续到了五大世居
少数民族的出现，并相伴始终。 如中央政
府对青海的统治从元明两朝的羁縻为主
到清雍正王朝青海办事大臣的建立，更是
藏族、蒙古族在青藏高原上长期扮演历史
主角的结果，甚至西北边疆的最终定型和
巩固，仍是这些兄弟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结果。 可以说，青
海历史的演变历程中，处处留下了各民族
的深深痕迹。正是他们掀起了青海历史的
浩荡长风。

二、五部简史共同构建了生动的民族
关系史。既然青海大地自古就是各民族上
演历史活剧的浩大舞台，他们互相交织而
成的民族关系图景便是一幅生动的历史
画卷。 尽管在这一关系的构成中，各民族
间为谋求自身的发展不乏政治军事为主
的竞争和角逐，但就在这一过程中，却最
终形成了彼此水乳交融、共生共存的生动
局面。 这也便成了青海民族关系史的主
线。

三、五部简史共同构建了一部丰富的
民族文化史。 民族发展的终极结果，便是
形成了特色鲜明、 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
当历史的烟云消散尽净的时候，是文化成
了最能代表和表述一个民族特质的最好
手段。青海五大世居少数民族无不形成了
各自特色独具、 内容宏富的民族文化，至
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近日，我省作家古岳的新书《玉树生死
书》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古岳先生为
玉树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写就了一部用
悲歌与颂词写成的生命史诗。 近日，古岳
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古岳先生您好！ 描述玉树地震
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角度可能会有
很多，在阅读《玉树生死书》的过程中，我
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您立意选择
了“人”作为叙述角度，这样的选择您是
出于怎样的考虑？

古岳：阅读。 主要是出于阅读方面的
考虑。 当然，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叙
事的方便。 因为，只有写人，才可以写出故
事。 只有写出故事，这样一本书才能读得
下去。 接下来，我所做的就是怎样才能让
这些故事感人。 我想，在某些方面我可能
做到了。

记者：既为记者又是作家，您在书中
留下了自己对玉树地震的观察和思考。 您
是怎样理解玉树地震以及在这场灾难中
人的表现和作为的？

古岳：地震无疑是一场灾难，而灾难
过后，它就成为一个记忆。 那么，什么是灾
难呢？ 地震废墟、倒塌的房屋，还是死难的
同胞？ 这些都是，但又不仅是这些，还有灾
难的记忆，那是心灵苦难的记忆。 当然，还
有爱， 灾难中的大爱。 因为有这种爱，所
以，我们才没有丧失信念。

有关地震， 我在这本书中所观察和思
考的就是灾难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人是关
键性的因素，无论是在抗震救灾阶段还是
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
人。 这不是指某一个单个的人，不是指个
体，而是指整个人群，整个民族，甚至整个
国家和社会。 这里面的人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 我们讲中国故事，我所写到的那些人，
每一位都是中国故事的主人公。 因为这个
故事发生在玉树，你可以说，他就是发生
在玉树的中国故事。

记者： 您想通过笔下的有关 “人”的
故事，向读者传递些什么？

古岳： 传递爱心和人性的光辉， 传递
对英雄精神的礼赞，传递民众身上那种浓
郁的家国情怀以及无私无畏的勇气和信
念。 也许还有对民族大义的颂扬。 这是一
种大爱。 我在书中写下过这样的文字，在
一场大灾难中真正令人难以忘怀的就是
这种大爱。大爱无形，大爱无疆。 这是一个
写作者真正值得去铭刻的民族记忆。 一般
来说，人性有多个侧面，但是在一场灾难
中，人性中最柔软和温暖的那一部分被猛
然激发， 顿时焕发出悲悯和仁爱的光芒，
因而呈现出光辉动人的一面。 正是这种温
暖情怀，给了我们无限的感动。

记者：不难看出，《玉树生死书》的书
名很有深意，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悲情甚
至悲壮的书名？

古岳： 我之所以选择生与死的较量作
为本书的主题来完成表达，是出于对生命
尊严的虔诚礼赞，也出于对生与死的无限
敬畏。 三年多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中华
儿女在玉树那片高地上时刻面临生与死
的严峻考验。 在采访和写作中，他们曾经
面临的考验不断拷问着我的灵魂。 一次写
作能面对如此考量，无疑是在经受一次神
圣的洗礼，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无上荣光。

生与死并没有距离。 它们一直在一
起，从未分开过。 我们所谓的生或者死，只
是一个侧面，一切皆因我们所处的位置和
观察事物的角度而起变化。 我们从生认知
死的意义，也从死认识生的艰难，进而懂
得该如何珍惜生命。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
作者当满怀慈悲，如果他选择了要一直走
在这条路上， 而不是心血来潮地偶尔为
之，那么，终有一天他必须面对的一个命
题就是探寻生与死的奥秘，就像有一天他
必须面对自己的生死一样。

记者： 此书的采写历时三年， 您还记
不记得三年来采访过多少玉树人？ 采写的
过程中，这些人物和故事又曾给您带来过
怎样的触动？

古岳： 真正的采访没有那么长时间，
采访是断断续续的，只有 2013 年这一年我
在玉树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多。 这一
年，我在玉树的时间超过 4 个月。 震后的
三年多时间里，我在玉树面对面采访过的

人至少在 300 位以上， 加上别人讲给我听
的那些有名有姓的人物故事，记在我采访
本上的人物故事估计至少涉及到 500 人以
上———也许还要多一些。 采访笔记超过 30
万字。 采访中，所查阅的文件和材料更是不
计其数。 而我在本书中所写到的不过百余
人，提到名字的估计也不超过 300 人。

除了行走的时间， 那些日子里， 我感
觉自己好像一直坐在那里听人说话。 有一
天，我坐着听人说话的时间超过了 18 个小
时， 其中有八个多小时———从晚上 8 点至
次日凌晨 4 点半， 我连屁股也没挪一下。
而写作，就在紧张采访的间隙进行。 这是
第一个问题，而前一个问题，其实在前面
的谈话中已经谈到了。

2014年 1 月 14 日， 阿根廷诗人胡
安·赫尔曼在墨西哥因病去世， 享年 83
岁。 以前读过他几首翻译成中文的作品，
并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他逝世的消
息见诸各大报章， 他被说成是当代拉美
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于是我在网上搜索他的原文作品来读，
仅仅读了几首， 一个优秀诗人的形象便
向我走来。 我选了几首他的短诗来翻译，
其中就有这首《手》。

赫尔曼早期的诗歌多介入社会现实，
针砭时弊，充满斗争的激情，晚年则更注
重磨砺诗艺， 题材多从日常生活细微之
处出发，见微知著，折射出他对爱情、死
亡、 时间等永恒的文学主题的察识与体
悟。 这首《手》即是一例，诗人用浅显但
极具想象力的语言和意象把司空见惯的
手写得很灵动， 让诗有了开阔的空间感
和奇幻的张力。 手还是手， 但也不再是
手，诗人通过手写出了更深远的意旨，我
把这意旨理解为“限制与可能”。 手，是
人类进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从此，整个
世界都变得“举手可采”；尽管手在大脑
的指挥下几乎是无所不能的， 但它应该
认识到自己的职责与周界， 最好不要把
手放进“水里”，也不要把“水”放进手
里，也就是说不逾矩，因为破坏了限制，
越过了界线，就会适得其反，手就失去了
“手”，还会引来“大海”和“岸”，而
“岸” 在诗人的隐喻中， 无疑意味着结
束。 虽然“大海”和“岸”并非新奇的意

象，但诗人把它们和“手”嫁接在一起，
就制造出一种不合理的惊奇，而一首好诗
必是在不合理中呈现合理性。第二节是诗
人的告诫：顺其自然才是手之正道，手在
手中才会天长地久， 才会消弭开始与结
束。 手如此，而人依然，而诗人根本就是
借手喻人， 这不禁令人想起孔子那句老
话：“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手是诗歌中一个常见的意象，许多诗
人都写过， 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把
手看成是 “世界上最美丽的符号 / 天使
由此诞生”; �在曼努埃尔·阿雷格雷的笔
下，“手生长在果实里和词语里 / 手是歌
唱也是武器”;�西川调侃地说“我的手迎
着风，试探风和我自己 / 却接住一只盲目
的鞭炮 / 在我渴欲的手中爆炸”;若泽·费
雷拉则希望 “把你的手给我 / 让我的孤
独延长你的孤独 / 为了让两双手在此握
在一起 / 在星辰之夜 / 遥望魂灵在月亮
上舞蹈” ……而赫尔曼这首短诗也写得
开阔、空灵，意味隽永，显现出诗人超凡
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诗歌技艺。 波兰女诗
人辛波斯卡说：“在诗歌语言中， 每一个
词语都被权衡，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 没
有一块石头或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
的。没有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
常的。 总之，没有一个存在，没有任何人
的存在是寻常的。 ”赫尔曼正是这样，他
把世间万物都看作是“不寻常的”，才可
以在司空见惯的事物中体悟深刻与惊奇，
因此一双手也就接通了更辽远的世界。

《玉树生死书》：一个特殊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郭晓芸

青海历史的基本骨架
———评《青海世居少数民族简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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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把手放在水中
它会像鱼一样游走
你不要把水放进手中
这会引来大海
还有岸

就让你的手顺其自然
在自己的空气中
在手中
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

（姚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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