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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北极点 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

2016年夏，毕淑敏乘坐的核动力破冰船从俄罗斯出发，踏上了前往北极
点的旅途。在这场漫长曲折的旅途中，她看到生，也看到死，时有奇迹，时有
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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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盘绕心间——南森看到

的是什么鸟。有一堂课专门讲北

极的鸟，授课老师是波塞冬探险队

的“歪果仁”（外国人），知识渊博，

不过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好在

同行游客中也是英雄辈出，比如老

杜，博学而广通鸟道。老杜，中年

男子，轻微谢顶，为中规中矩的知

识分子相貌。他极爱学习，不管何

时，只要船上有讲座，无论我到得

多么早，老杜都已端坐在场，以至

于让我高度怀疑——老杜是否以

课堂为宿舍。初次被老杜才华震

慑，是在鲁比尼岩。此岩为一块巨

大的陡峭石山，突兀屹立冰海之

中，宛若鸟类电影院的黑色幕布。

它的顶端被北极云雾笼罩，让人误

以为它直插云霄。极地的雾，有点

像质量优等的亚麻纱帘，一是浓，

单看还依稀透亮，几层叠加起来，

几乎完全不透光；二是它常常会有

一个清晰的水平面，一半严丝合缝

遮住天空让你什么都看不见，另一

半却“眉清目秀”地让诸物显现，让

人产生错觉，以为它是一片边缘清

晰降落凡尘的云。

鲁比尼岩周围，千百万只海鸟

翩然起舞。“50年胜利号”贴心地泊

在附近，让游客们观鸟摄鸟。我持

望远镜，见黝黑石壁顶天立地，形成

无数纵行皱褶。在石头缝隙里，栖

息着无数海鸟，架设着数不清的鸟

巢……鲁比尼岩，可算鸟的安居工

程。迷蒙的散射阳光，夹杂着些许

雪粒，给这一切镀上不真实的橙粉。

鸟们肆无忌惮地或趴或卧，或

叽叽喳喳或上下翻飞，俨然不可一

世的鸟之大剧院。一会儿后，我把

望远镜放下。虽说并无密集恐惧

症，但数万只鸟挤在一处乌泱乌泱

蠕动，让人有莫名不适感。

鲁比尼岩看起来坚硬崭新，其

实资格很老，形成于恐龙时代的火

山爆发。它位于法兰士约瑟夫地

群岛较南端的位置。在这趟奔赴

北极点的旅程中，大家将不断听到

“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这个名称，

因为从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出发

向北，途中遇到的所有岛屿，都属

于这个群岛。

每一个岛，都有自己的名字，

算是同门兄弟。如果人跳到高空，

化成巨眼鸟瞰，此群岛好似一块被

摔碎的芝麻火烧。你可别以为这

是个形似比喻，实际上完全是现实

主义表述。群岛在侏罗纪之后的

数十次地壳运动中，不断抬升成陆

地，又不断没于水下，如同被暴力

折叠的脆弱大氅，留下数不清的衣

褶纹路。断裂带也会不安分地在

某些地域陡峻地凸起于海面之上，

鲁比尼岩就属这种龟裂状地貌。

此处食物丰富，刀剁斧劈般的

险要绝壁，又成功阻挡了北极狐等

入侵者前来偷鸟蛋，于是成了海鸟

们的福地，相当于北上广深，聪明

鸟族蜂拥而来。虽然鸟民密度很

高，但大伙配合默契。有的鸟住高

层，比如海鸥和海雀；有的鸟如同

腿脚不好的老年人，愿意住低层，

比如北极鸥；更多的鸟随遇而安，

得个空隙便安营扎寨。

我对鸟一概不识，只能半张着

嘴呆看。老杜说：“别看北极圈的

自然环境对人来说十分严酷，对鸟

却相当温柔。北极鸟类共有 120

多种，大多数为候鸟。北半球约有

六分之一的鸟类，会到北极繁殖后

代。整个北极，可谓鸟族大摇篮。”

正说着话，一只中等大小的白色海

鸟，围绕我们盘旋，既不靠太近，也

不远去，只是不知疲倦地绕圈子。

老杜说：“你可认识它？”

细看此鸟，两翅宽长，羽翅上

覆有暗灰色斑带，脚短而壮，飞翔

时两脚向后伸直。看也白看，我

说：“不认识。”

老杜说：“它叫暴雪鹱。”

我说：“名字真棒。可惜它有点

其貌不扬，糟蹋了这雄赳赳气昂昂

的名号。”老杜笑道：“您不能以貌取

人，哦，取鸟。此鸟虽相貌平平，但

特别擅长在远海暴风雪中翱翔，是

信天翁的亲戚，又名‘暴风鹱’。”

“暴雪鹱”——真是鸟族中最

威武铿锵的名字。正聊着，又见一

鸟飞临，弧线完美。它有贵妇般艳

丽的红嘴，脚也像芭蕾女鞋一样，

着红色蹼。尾翼尖俏，如秋燕般呈

锋利剪刀状。翅膀犀利光滑，毫不

拖泥带水。头顶黑色，如同戴了呢

绒小帽。它给人以高傲之感，目不

斜视地低飞，掠过海浪，继而冲天

而起，孤独但毫无怯意。

还没等我发问，老杜说：“这就

是大名鼎鼎的北极燕鸥，鸟中之

王。”我却有点想不通。北极燕鸥

虽说漂亮，但算不上惊艳，比它俊

的鸟还有很多。它的体格也不是

很硕大，翼展也不是铺天盖日，飞

行速度也并非风驰电掣。如此，何

以称王？

看出我不解，老杜说：“每年夏

天，就是此刻啦，北极燕鸥在此繁

殖。到了北极冬天，进入极夜时

分，它们早就飞走了。”

我问：“到哪儿去了呢？”

老杜答：“南极。在那里，它们

一待 4 个月，用磷虾把自己喂得肚

饱肠圆，壮壮实实。” (连载16)

我的老家在河北农村，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的农村乡下，走亲戚最时髦的礼

品是罐头，每逢年节，人们除了准备传

统的过年用品外，罐头也算一件重要的

礼品。

水果罐头主要以玻璃瓶装为主，非

常不好携带，那时农村特别是山区，人

们的生活还很困难，如果是拜年走山

路，想方设法背在身上还算安全，如果

骑自行车就危险了。一次，我去姑母家

走亲戚，在县城东面柏垭梁上，有几个

十一二岁的少年身上背着大包罐头，骑

着车子，在拐弯处为避让汽车，两辆自

行车相撞，车子倒地，罐头碎了一地，人

也被破瓶子扎伤了。那时，年节走亲

戚，经常可以看到地上破碎的瓶子、汤

水淋漓的水果。

那时年节时，要看谁家亲戚多，只

要一看进屋的方桌上放的罐头有多少

就明白了。过年罐头虽然收得多，人们

还是不舍得吃，待到大年过罢，把剩下

的罐头装在箱子里放好，待到来年再走

亲戚。小小的一瓶罐头，你提来我提

去，一年不知游转了多少人家。听姑母

说，她家中有一瓶罐头，儿子悄悄地在

上面画了竹叶，第二年又出现在自家的

方桌上。姑母的孙子四岁那年，过年时

家里收了一些罐头，孩子特别想吃，因

为经济条件还很差，舍不得吃，孩子实

在忍不住，就悄悄拿起一瓶隔着玻璃瓶

子用舌头舔。看着孩子舔罐头瓶子的

样子，我心里不好受，就劝姑父给孩子

开一瓶，姑夫不同意，那时一瓶罐头就

一元多钱。结果一来二去，孩子拿的瓶

子掉在地上摔碎了，罐头没吃着，却闹

了一肚子气。还有一次，姑母要来天

津，孙子硬要跟着去，姑夫又骂又打都

无济于事，便说：“你听话，我给你开一

瓶罐头吃。”孙子立马不闹了，姑夫打开

一瓶罐头，孩子端起连吃带喝，一气吃

完，不料晚上肚子疼得直到天亮，一早

送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过期的罐头引

起。住了几天医院，从此留下病根，到

现在一吃生冷东西就胃疼。

“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是

我读过的关于乡音最动人的诗句。试

想，在孤寂的旅途中，茫茫的水面上，两

只小船交错擦肩，却因风中传来的一两

句若有若无的话，似曾耳熟。于是，赶

紧喝止摇橹，探身伸颈，忐忑垂询：您是

哪里人氏？一旦得知是同乡，便欢欣鼓

舞，移步到同一条船上，推杯换盏，把酒

言欢，不胜欢喜。

乡音作为一种特殊媒介，把两个原

本不曾相识的人联系起来，让他们轻易

间就抛却了陌生人之间的隔膜和戒备，

放弃了应有的矜持和客套，而是一见如

故，倍感亲切，驱散了天涯羁旅的落寞

和惆怅，为漫漫旅途增添了无数的情趣

和欢乐。

余秋雨在《家乡人打来的电话》里，

写了一个由乡音引起的很有意思的故

事。他的母亲在他家帮忙收拾家务，突

然接到了一个余姚口音的人打来的电

话，可怜的老母亲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是

谁。等儿子一回到家里，便急不可待地

说起了这件事。母亲说，奇怪的是一个

男人怎么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当她

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之后，余秋雨先

生就忍俊不禁地笑了，原来给她打电话

的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陆谷孙，用余姚话

读出来就是“落谷婶”，这是余姚乡下种

玉米的隔壁大婶的绰号。

如此看来，乡音就像一个人的名片

一样，一张口不经意地就泄露了自己出

生地的秘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独

特的乡音如一朵清香袅袅的鲜花一样，

释放出家乡独有的芬芳和久远的记忆，

恍如从时光深处传来的隆隆回声。乡

音，如一条神奇的纽带，一下子就拉近

了心灵的距离。

记得少年时代读过欧·亨利的一部

短篇小说，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青

年下决心走遍天涯海角也要追杀仇人。

几年之间，仇人踪迹难寻，一如大海捞

针。但青年意志坚定，锲而不舍，有好

几次追到仇人停留的城市，而恰逢仇人

刚刚离去，只好马不停蹄继续追杀。青

年来自草原，从小只接触乡音，在追杀

仇人的过程中，一切困难他都能克服，唯

有不能与人语言交流令他痛苦万分。三

年后的某一天，终于与仇人狭路相逢。

他刚拔出刀子，仇人说：“我不想逃了，你

杀死我吧！”这熟悉的乡音如雷贯耳，震

撼心灵，是那样亲切温馨。于是，青年

丢下刀，走上前去紧紧拥抱仇人。他们

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回家吧。

少时不识愁滋味，当初只是觉得这

个故事荒诞不经。但人到中年，像蓬草

一样漂泊千里，历尽人世沧桑，现在才理

解了这荒诞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乡音

乡愁情结。乡音，可以化解宿怨放弃敌

对；乡音，记录着来自家乡的基因和密

码，会勾起多少关于家的甜蜜记忆。

乡音断绝愁如梦。入夜，卧榻辗

转，不知何时，在梦境中一颗红尘漂泊

的心竟悄悄长了翅膀，不知不觉飞越万

水千山，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乡。“梦里

乡音近”，听着散发着那浓郁乡土气息

的乡音，倍觉亲切，我在梦中笑了起

来。醒来，不觉怅然。

好吃不如饺子，滨海地

区的人们有立冬吃饺子的

习俗，而滨海渔家人立冬的

饺子要吃蚶子白菜馅的。

在我小时候，也就是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渤海湾的毛

蚶产量达到高潮，每年春秋两

季毛蚶成了最火热的鱼汛。

那时，我没亲眼见过渔

民在海上捕捞毛蚶的场景，

但听过来人不厌其烦地讲

述着那些跟它有关的故

事。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讲

的是毛蚶的产量高，那时还

是风（帆）船用蚶子耙子捞，

风船虽然活动不灵活，但如

果拉对了场儿，用不了一袋

烟的功夫，两个耙子的网囊

里就会装满了毛蚶。故事

说的是，村里一位叫蔡三的

老爷子，年轻时由于卫生环

境等原因得了一种当地人

都容易得的秃疮病，痊愈后

头上没有一根头发，平时为

了遮丑，他老人家最爱戴一

顶破帽子。这年拉蚶子时

已经过了立冬节气，渔家谚

语说“小雪以前必有一还，

大雪一到神鬼难救”，所以

到了立冬过了见凌（冰）絮，

但还没到船网卧高上坞修

船的季节。这天蔡三爷所

在的风船赶上好风好水，驾

长技术也好，网网都撂在蚶

子场上，蔡三爷的一根旱烟

没抽完，就得忙乎起网。这

哪网上来，都得几个人唱着

号子用轴子（滑轮组）吊，费

老劲了。三两网过后，蔡三

爷的棉袄穿不住了，到后

来，蔡三爷累得把头上的帽

子往船甲板上一摔，怨气冲

天：这啥时能把这破玩意拉

干了呀？大家看到他光亮

的头上热气腾腾，有人就手

编了一段歇后语：蔡三爷摘

帽子——没完没了。

拉毛蚶的人们在海上

如何辛苦我没看见，可是满

载而归在码头上卸载时我

却没少见。当那些打鱼拉

毛蚶回来的渔船靠岸，人们

在码头和渔船间搭上桥板，

然后两个人一副担用大筐

往下抬，一干就是几个钟

头。抬筐的人们来来往往，

满载的渔船空了，海边蚶子

场上的蚶子堆成了小山

包。当年生产队为了把收

获的毛蚶加工成蚶子干，想

了很多办法，其中之一就是

分到每家每户，按蚶子的肥

瘦定回收的蚶子肉的数量，

按斤数给加工的人家一些

报酬。那时加工一斤蚶子

肉几分钱，虽然收入不算

多，但能贴补家用，许多人

家更看中加工后截留下来

的多余的那部分蚶子肉，把

它们馇成蚶子酱，或腌成咸

蚶子，冬天时当饭菜吃或是

送给亲戚朋友。

我记得那年立冬那一

天，三哥他们出海归来，预报

有一股强冷空气将要来临，

他们晚上卸完满载的蚶子，

每人留了几十斤蚶子买回

家。哥哥在船上留的蚶子，

是提前筛出来个大的蚶子。

队上的人买蚶子用大侉锨

（一种很大的铁锨）量，一锨

象征性地收几分钱，算是一

种福利。哥哥把蚶子带回

家，妈妈放下了手里择蚶子

的活计，她要做一顿可口的

饭菜犒劳了在海上戗风打浪

的儿子，我们也跟着借了

光。那天，妈妈把大个的蚶

子生剥取肉，然后用刀拍过

后剁碎，又从坛子里扌汇了几

勺猪大油，切了两根绿麻叶

的大白菜，还特意和了富强

粉（白面）。当热气腾腾的饺

子揭了锅，一家人围在一起

吃上了一顿咬一口流油的鲜

得没法说的蚶子白菜馅饺

子，仿佛那个冬季我真的没

有冻到耳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