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夏天，我住在伏牛山
农家宾馆里。窗外，一条大山
深处流下来的小溪在杂草与
石缝间流淌，平时悄无声息，
蒸腾水汽，泛出层层涟漪；暴
雨过后，浪声喧哗，入夜在我
的梦中吟唱，带着我的遐想，
奔向山外，奔向不可知的远
方。

我手里是一本黑色封面
的书，古埃及劳作人物的图案
环绕腰封和边饰。这是大英
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和
他的团队历时四年编著的《大
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简称《世
界 简 史》北 京 新 星 出 版 社
2015.6.8版）他从博物馆 800
万件藏品中挑选出100件，以
展示、鉴赏文物的方式，讲述
人类文明史。写作之余，山间
消夏的日子，最适合翻读这样
图文并茂的读物。凝视书里
图片，让舒缓的心情撒向漫
无边际的时空，从一百八十
万年前非洲原始人的砍砸
器，穿越两河流域和古埃及
留下的文物廊，到诞生于阿
联酋的世界上第一张信用卡，
直到最后一页——深圳制造
的太阳能灯具与充电器。一
百件文物，一百万年人类文明
足迹和艺术创造，为我提供了
广阔的想象空间。想要记下
一点收获，只能挑选几张情感
被触动、联想被激发的图片，
寄托瞬时的感慨。

“在末次冰河期快结束
时，有人从伯利恒附近的一
条小河中捡起了一块鹅卵
石……一双人类的手将这块
历经冲刷的美丽圆卵石雕磨
成了大英博物馆中最动人的
藏品之一。它表现了一对紧
拥的恋人，是已知最早表现
人类性爱的雕像。”（《世界简
史》P37）

八十五年前的一个傍晚
（我想象应该是一个傍晚），亨
利神父和他的朋友勒内�诺伊
维尔踏进伯利恒的一家小博
物馆。他们慕名而来，却发现
展厅里没什么值得驻足细看
的东西。当他带着失望心情
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人拿来一
个木盒子，向他展示附近地区
收集来的杂七杂八的物件。
在一个考古学家眼里，这些东
西不过是一堆垃圾。然而，就

在这堆垃圾深处，他发现了一
个光洁可爱的鹅卵石。他拿
起一看，眼睛立刻闪闪发光。
这不是一对正在做爱的情侣
吗？他马上询问这个鹅卵石
雕像的来历，找到最初发现它
的贝都因人。在这位贝都因
人带领下，他走进犹大沙漠深
处的一个洞穴，发现了史前人
类生活的遗址，确定了这对鹅
卵石情侣万年前的家。这个
洞穴，被考古学界称为“安萨
哈利”，这对情侣也便成了“安
萨哈利情侣”（P38）。《世界简
史》作者特别强调：“我们这座
雕像来自耶路撒冷的东南
部。”“他们生活的区域包括以
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
利亚。”（P39）

窗外阳光灿烂，照耀着小
溪对岸山头，茂密的野树覆盖
山林，反射出深幽的浓绿。我
眼前闪过一组镜头，那是午间
新闻电视播出的叙利亚战场
情景。几个武装人员手提武
器走过画面，背景是垮塌的楼
房，冒烟的天空，一片废墟的
城市。这画面与书中美丽、温
润的鹅卵石雕像，与我面对绿
色大山的宁静心境，形成强烈
对比，诱发我对远古文明和人
类现状的幽思。相拥的恋人
沉醉于缠绵情意之中，他们万
年后的家园却在无休无止惨
烈的战火与杀戮里挣扎。不
久前我看过一部黎巴嫩导演
齐德�多尔里编导的电影《炸
弹枕边人》。一对受过高等教
育归化了以色列的阿拉伯年
轻夫妇，在耶路撒冷过着上等
人的优裕生活，丈夫阿敏是一
所大医院的名医，妻子出入于
酒吧、购物中心。当他荣获重
要医学奖，在颁奖典礼上领奖
时，市中心发生爆炸。他紧急
赶回医院，参与救治伤亡者，
发现他的妻子被炸身亡，并被
怀疑是袭击的发起人。他不
能接受，想不明白。那么善
良、温情、文明的妻子，怎么会
变成恐怖分子、人肉炸弹？为
了弄清真相，他返回巴勒斯坦
原住区进行调查。当他怀着
悲愤、迷惑进入巴勒斯坦时，
发现那里到处张贴着妻子的
画像，她被民众当作英雄、圣
者，是大人孩子崇拜的偶像。
随着调查深入，他对巴勒斯坦
人的处境有了更深刻、更具体
的认识，逐渐弄清了妻子的精

神轨迹。他发现，巴勒斯坦人
与以色列人的敌对，深深植根
于两个民族世世代代的仇恨
中。宗教信仰使这仇恨不断
加剧，沁透他们的血脉，无法
化解。返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头脑里留下的巴勒斯坦人悲
惨、屈辱、不屈不挠的印象难
以抹去，以色列繁荣、富足的
景象在他眼里变得冷漠、可
憎，他曾经的白领日子令他不
安。对于他，今后的人生将不
得不在无奈、无望的纠结中度
过。影片开头的甜蜜与结尾
的悲凉，以强烈的震撼萦绕着
我，我不免陷入沉思。阿里和
他妻子的故事仿佛是安萨哈
利情侣的现代版。“安萨哈利”
和美索不达米亚这块古老的
土地，长久陷入血与火的纷
争，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
叙利亚，人类古老文明发祥地
之一，而今成为地球母亲身上
无法愈合的疮口。大国博弈
虽然是中东战火的背后力量，
宗教派别和民族矛盾却是战
乱的根本原因。比起政治、经
济利益之争，宗教、民族冲突
对人类伤害最深。任何文明
理性面对宗教和民族纷争都
无能为力。难道宗教和民族
的意义就是增加人类隔阂、助
长族群仇恨吗？

人类为什么要有宗教？
宗教对人的心灵究竟有益还
是有害？

循着《世界简史》展示的
文物，人如何区别于动物成为
人类，从狩猎到粮食、财富的
集聚，部落、种群兴起，城邦、国
家出现，一条清晰的轨迹，标
示出安萨哈利情侣如何越过
万年沧桑，从简单的生存走向
复杂的文明。他们出生成长
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
域，富庶、丰饶，是人类最早建
立王朝的地方。财富改善了
他们的物质生活，却使他们的
心灵陷入迷茫。当他们走出
沙漠深处洞穴，进入集市村庄
之后，他们不能不面对人世不
平和社会分化。

我的手停留在这本黑皮
书的第65页，一张人物众多的
图片——“乌尔旗”，绘制于公
元前2600年，是一位名叫伦纳
德�伍利的考古学家在伊拉克
南部乌尔皇家墓葬里发现
的。通身镶嵌珠宝，图案精美
生动，人物栩栩如生。画面把

众多人物分为三组，精细地描
绘了三个不同等级的生活场
景：最下层辛苦劳作的奴隶背
负累累，向上层人贡献粮食、
牛羊、鱼肉；中层为皇家服务
的富人、公务人员接受奉献，
侍奉王室；最上层国王和神职
人员在欢乐中享用盛宴。这
幅画通过贵族生前生活的描
绘，刻画出城邦时代阶级分化
的状况，记录了社会的不公。
如果说人类早期宗教是对自
然的敬畏、崇拜，那么，有组织、
有教义的宗教的产生，与这幅
画里所展现的社会不公密不
可分。劳苦民众在贫困、屈辱
中无望地生活，他们盼望有一
个俯视人间疾苦的上帝，给他
们安慰，为他们主持公道，在苦
难中拯救他们的灵魂。正如
《圣经》所说，“有血性的都败坏
了”，宗教担当了让败坏的人心
变得善良，残酷的世界变得美
好的使命。然而，当宗教成为
凝聚人心的精神武器时，少数
上层精英轻易地攫取了宗教
主导权，政教合流，把现实权威
与精神权威融为一体，标志着
权力和宗教的异化。宗教成
为思想枷锁和战争发动机，欧
洲坠入中世纪千年黑暗。十
字军八次东征，种下人类仇恨
的种子。直到文艺复兴，宗教
改革，工业革命、宪章运动，
西方才进入现代文明。而宗
教、教派纷争，依然是中东、
非洲战乱的根源。宗教——
愚昧——贫困——战乱——
列强掠夺，构成恶性循环，成
为人类文明的困境。

窗外青山仿佛在沉思中
拷问：安萨哈利情侣何时能走
出血与火的怪圈，拥有没有战
乱、没有压迫、没有贫穷，精神
自由、生活富裕的日子？

盯视安萨哈利情侣淡黄
色图片，我心里又有一份温
暖：无论人世有多少苦难，爱，
永远是人性亮色，人类的光明
和希望。窗外青山在人世的
纷争与破坏中依然长绿；爱，
不会因为战乱、仇恨而泯灭。
安萨哈利情侣血与火分不开
的甜蜜拥抱，是一个象征。它
超越宗教，超越种族，象征着
生命不息，人类永恒。⑦3

田中禾，当代著名作家，
曾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
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伏牛山笔记（1）

安萨哈利情侣：血与火的拥抱
□田中禾

田中禾，当代著名作家，以思想深邃、文笔优雅著称。他最新的一组随笔《伏
牛山笔记：文明之外》，以《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几张情感被触动、联想被激发的
图片，寄托瞬时的感慨”，语言精粹，古今中外，纵横捭阖，充满人性的关怀。本版
今起选发这组随笔。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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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们
（外二首）

□薛松爽

总有一些鸟，栖落雪地墓碑；
总有一些鸟，半空不停吟唱；
一些鸟在漆黑的夜晚
背负碑石在旷野赶路
雨滴打落无声。
鸟儿们将碑石竖立大地
将碑面磨平，啄出印痕
当青石冒出火星，在凌晨，无人看见。
有的鸟一生背负字母行走
给一根根枯木注释字号，行状，历史。
一些鸟，什么也不做，只飞来飞去
它们的骨头坚固，细韧，中空
在风中并不呜呜作响

天空婴儿
有人将婴儿遗弃于半空
他的哭泣经由空气传来
成为我每日必须的营养
他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孩子
也许没有了手脚？
他需要我的照料才能成活
（有婴儿死于半空，构成云朵）
需要我的食物、雨水、朗读
甚至空气
我通过养育学会了酿造新的空气
而天空的婴儿愈来愈多
他们浮在空气中
赤裸着
在我们的沉默喂养中
慢慢长大

江 水
总有滔滔的一江春水
总有啼鸣不息的白头翁
总有怅望的一个身影风吹不散
多少个年代了啊
那安卧着婴儿和血衣的一张木盆
仍然在江心飘摇
它为什么还不上岸
江水愈来愈小
而木盆愈来愈多
有的已经空了
它们为什么还不上岸⑦3

薛松爽，南阳人。诗歌发表于
《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刊物，
入选多个年度权威选本，获首届井秋
峰短诗奖年度奖、儿童文学十大魅力
诗人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