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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

──解讀高爾泰筆下的幾個「犯人」

⊙ 魏邦良

 

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縣一個關押右派犯人的勞改勞教農場。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裏羈押了

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級糾正了甘肅省委的左傾錯誤，並開始遣返右派犯人。

此時幸存者還不到一半。

高爾泰是夾邊溝農場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在其近作《尋找家園》中，高爾泰以細膩的筆

觸，冷峻的語調回憶了幾個夾邊溝難友，幾個難友相同的悲慘遭遇令人唏噓不止，而他們在

嚴酷的環境下所呈現的不同的人生品質又讓人掩卷沈思。

一 安兆俊：「記住，不光是要活下去，還要活出意義來。」

1958年10月1日，高爾泰所在的新添墩分場四個大隊全體人犯，天不亮即起床趕路，步行兩、

三個鐘頭，到達場本部所在地夾邊溝，參加慶祝國慶大會。

慶祝大會一開始是全體人犯合唱《國際歌》，接著是劉場長訓話。照例都是套話，聽得高爾

泰昏昏欲睡。「突然有幾句話，像錐子似地鑽進了耳朵：……個別人狗膽包天，竟敢記秘密

日記……沒有馬上治你，是為了給你一個主動坦白的機會……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我

腦子裏轟地一下，響起了無數蟬鳴，完全清醒了。」1

原來，高爾泰一年前進農場時就帶了一堆書，還有一本日記。「裏面都是那種懵懂年齡裏一

個自由愛好者一閃一現的小感想。諸如『一個社會裏個人自由的程度，是這個社會進步程度

的標誌』，或者『我的世界是這麼大，這麼千山萬水無窮無盡；我的世界又這麼小，這麼咫

尺千里寸步難行』之類。毫無操作意義，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別人拿到，後果卻十分嚴

重。在那右派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沒人代為保管，又不甘心銷毀，只有帶在身上，

終於一直帶到農場來了。」2

聽了場長的話，高爾泰直感到天旋地轉。「一時間我覺得，好像腳下的土地在往下沈。別說

是外面的形勢，周圍這些捉蝨子縫紐扣打瞌睡的人們，也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幻影了。想起

了父親母親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擔心，再也見不著他們了。」3

當然是一場虛驚。

農場的農業隊第一大隊的大隊長安兆俊已偷偷把那本日記燒了。安兆俊是歷史學家，原先在

民族學院研究新疆史。是夾邊溝農場第一批關進來的右派分子之一。當時，在勞改隊和勞教



隊，用犯人來管理犯人是普遍的事（這一點與納粹集中營的做法很類似），安兆俊便當上了

農業大隊的大隊長。因為是隊長，管教幹部們忙不過來時，也把一些雜事交給他做，其中包

括把沒收來的東西分類登記。這樣，他才有機會看到了高爾泰的那本日記，他知道這日記是

禍根，就冒險偷偷藏起來，「趁幫竈時，丟在爐膛裏燒了」。

奧地利醫生弗蘭克曾被囚禁在納粹的集中營裏，關於集中營裏的俘虜，他說過一番發人深省

的話：「集中營中的生活經驗，顯示出人的確有選擇的餘地。有太多太多的實例足以證實：

冷漠的態度是可以克服的，暴躁的情緒也可以控制。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

的獨立，即便是身心皆處於恐怖如斯的壓力下，亦無不同。

在集中營呆過的我們，都還記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間安慰別人，並把自己僅餘的一片麵包讓給

別人的人。這種人即使寥若晨星，卻足以證明：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惟獨

人性最後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剝

奪。」4而「正是這種不可剝奪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滿意義且有其目的。」5

可以肯定地說，安兆俊正是沒有被苦難、被嚴酷的環境剝奪了「人性最後的自由」的人，所

以，儘管身陷囹圄，儘管飽受折磨，他仍做到了「使得生命充滿意義且有其目的」。

安兆俊看了高爾泰的日記，很喜歡這個有思想的年輕人，也為他擔心，怕他承受不了農場非

人的折磨，於是，他冒險找了個機會，對高爾泰說了一番推心置腹而又語重心長的話6：

……真擔心你的承受能力。處境越是絕望，人也越容易沮喪。特別是我們這種，都是些

孤獨的個人，沒有個組織的支援，沒有個輿論的聲援，也沒有個社會的同情，……我們

這裏，名演員偷別人的饅頭，大音樂家涎著臉乞求一丁點兒施捨，在外國拿了兩個博士

學位回來的學者，為搶著刮桶，打架不要命，這樣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於自打耳

光，告小狀、一年到頭不洗臉不梳頭不補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這都是精神崩潰的表

現。現在死掉的人越來越多，我想除了餓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潰，也是一個原因。你還

年輕，一定要堅強些，再堅強些，要學會經得起摔打。這個，誰也幫不上忙，全靠你自

己了。說著他瞟了一下鬧鐘，站起來，說，回去了好自為之。記住，不光是要活下去，

還要活出意義來。

這番話很誠懇，也很精闢，對身處絕境看不到出路的高爾泰來說，安兆俊這番開導堪稱及時

雨。高爾泰由此意識到，即使在這樣讓人絕望、讓人窒息的環境下，也能夠「活出意義

來」。事實上，對於任何年代、任何處境下的人，安兆俊這番話也如暮鼓晨鐘一樣令人警

醒。

安兆俊這番話讓我想起弗蘭克的名著《活出意義來》（我疑心安兆俊可能看過這本書，並深

受影響，因為身處夾邊溝的安兆俊的一言一行酷似集中營裏的弗蘭克）。在這本書裏，有這

樣一段話7：

忙碌而積極的生活，其目的在於使人有機會瞭解創造性工作的價值；悠閒而退隱的生

活，則使人有機會體驗美、藝術或大自然，並引為一種成就。至於既乏創意、又不悠閒

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機會提升其人格情操，並在備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選擇

其生活態度。

安兆俊就是通過冒死救助他人，冒死開導他人，而使自己被囚禁的生命變得富有意義，可以



說，獄中生活為他提供了「提升其人格情操」的機會。

俄國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被囚禁在寒冷的西伯利亞集中營裏。他說：「我只害怕一件

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安兆俊在高壓下不屈從於強權的淫威，冒死守住完全

的內在自由，從而使自己的生命抵達一個崇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說，夾邊溝險惡的環境為他

提供了獲得精神價值的機會。如果他聽說過陀斯妥耶夫斯基那句話，他完全可以自豪地說：

我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內在成就；我的言行舉止完全配得上我的痛苦。

「人在世間要受到許多痛苦與災難，但是，當人們身處這些痛苦與災難仍然能夠自覺地選擇

某種道德及利他的行為時，他便無形中把痛苦與災難轉換成了某種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

就，而使他在痛苦與災難之中獲得了意義與價值；因其有意義與價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

願望與追求；因其有了這樣的願望與追求，他就有可能在最為艱難的處境下、在最最痛苦的

狀態裏生存下去，從而使自我的生命保有了尊嚴，顯示出熠熠光輝來。」8

我想，把這番話用在安兆俊身上，也是十分貼切的。

不過，夾邊溝農場的生存環境實在太惡劣，血肉之軀要經得住非人的折磨，光靠意志還不

夠，還得有恰當的方法。

納粹集中營裏的弗蘭克某一天實在厭倦透了，於是，他強迫自己把思潮轉向另一個主題。

「突然間，我看到自己置身於一間明亮、溫暖、高雅的講堂，並且站在講壇上，面對著全場

凝神靜聲的來賓發表演說。演說的題目則是關於集中營的心理學！那一刻，我所受的一切苦

難，從遙遠的科學立場看來全都變得客觀起來。我就用這種辦法讓自己超越困厄的處境。我

把所有的痛苦與煎熬當成前塵往事，並加以觀察。這樣一來，我自己以及我所受的苦難全都

變成我手上一項有趣的心理學研究題目了。」9

身處困境，只有「把所有的痛苦與煎熬當成前塵往事」，才能「讓自己超越困厄的處境」，

因為，人必須有一個未來的目標，才能啟動內心的力量。用弗蘭克的話來說，就是「人就這

麼奇特，他必須瞻望永恒，才能夠活下去。」

安兆俊也用了同樣的方法，讓自己超越了眼前的困境。

高爾泰第一次去安兆俊的號子，裏面一疊整整齊齊的《工地快報》，引起了他的注意。「靠

裏面的一半，放著碗筷面盆暖瓶衣服包裹之類，還有尺來厚一摞子我們農場右派們編的《工

地快報》，疊得整整齊齊，捆得嚴嚴實實。這東西新添墩也有，每天一張，發到各小隊，是

大家做捲煙紙和手紙的材料。除了最新的，全都消失了。」別人用來捲煙或當手紙的材料，

安兆俊為何當作寶貝一樣珍藏？許是看出高爾泰眼中的困惑，安兆俊對他說：「那個，你時

常看見吧，別看它廢紙一張，將來都是第一手歷史資料，珍貴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

一張都沒有少掉。著眼於將來，現在就有了意義。」10

安兆俊的「著眼於將來」，與弗蘭克的「把所有的痛苦與煎熬當成前塵往事」簡直如出一

轍。或許是安兆俊受到了弗蘭克的影響，或許是兩顆高貴而聖潔的心靈在相似的困境中獲得

相同的體悟，兩位不屈之士不謀而合以同樣的方法超越了眼前的困境，也以同樣無私的行為

提升了自己的情操。

令人痛心的是，安兆俊最終沒能活著走出夾邊溝農場。不過，即便面對死亡，一個人也可以

做出自己的選擇，因為，正如一位偉人所說的那樣，死亡，也有「重於泰山」與「輕於鴻



毛」之分，你可以像英雄那樣有尊嚴去死，也可以像懦夫那樣在哀號中死去。

弗蘭克雖然很幸運地成為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但他早就做好了赴死的準備，且決心讓自己

「死得有點意義」。

「在病人營舍的第四天，我才剛被分派去值夜班，主任醫官就沖進來，請我以自願方式，前

往斑疹傷寒病人區，負責醫療工作。我不顧好友的苦勸，不顧沒有一位同業願效此勞的事

實，而決定前往。我知道我在工作隊裏，必然不久於人世；然而我如果非死不可，總得讓自

己死得有點意義。我想，我與其茫無目的地苟活，或與其在生產不力的勞動中拖延至死，還

不如以醫生的身份幫助難友而死去。這種死，我覺得有價值多了。」11

即使你無緣獲得這種「有價值」的死（指因救助他人而死），你也可以讓你的死變成一項

「成就」──以勇敢和尊貴的方式等候死亡。

一位身患半身不遂的年輕人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他剛獲悉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即使接受手術

也是徒勞；他又說，他看過一部影片，裏頭有個人以勇敢和尊貴的方式等候死亡。當時，他

覺得能那樣迎接死亡，實在是一大成就。如今──這位年輕人在信中寫道──命運也給了他

一個類似的機會。

1961年夏天，夾邊溝農場因死人太多，面臨關閉。高爾泰被送到另一個農場──靖遠夾河灘

勞改農場。在那裏，高爾泰遇見另一個夾邊溝農場的幸存者劉文漢。從劉的口中，高爾泰得

知，安兆俊已死在夾邊溝農場。

「他說，那傢夥迂得很，已經不行了，還要天天擦臉梳頭。沾一點兒杯子裏喝的開水，就這

那麼擦。分飯的時候別人都到手就下了肚子，他還要找個地方坐下來吃。不管是甚麼湯湯水

水，都一勺一勺吃得人模人樣。別人都躺在炕上，他不到天黑不上炕，在門外邊地上鋪一塊

東西，背靠牆坐著看天。有時候還要唱點兒歌。咿咿唔唔的，不知道唱的甚麼。他就是這麼

坐著死的。」12

看來，安兆俊就是「以勇敢和尊貴的方式等候死亡」的。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

美；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安兆俊之死為自己的短暫而富有意義的一生劃下一根醒目而

堅硬的驚歎號！

北島曾云：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我以為，只有安兆俊這樣

尊貴而有尊嚴的死，才會振聾發聵，警示後人，才會有「冗長的回聲」。

要活，就活出意義來；要死，就死得有價值。安兆俊正是這樣的人。

二 龍慶忠：藍皮襖是他生命之樹上最後一片綠葉

在夾邊溝農場，龍慶忠是個很特別的人，他是夾邊溝農場的首批犯人，但身上的那件衣服始

終保持著初來時的光鮮。「他愛惜那件衣服遠超過愛惜自己，也因此出了名。」他是怎樣愛

惜身上那件藍皮襖的？高爾泰對此有詳盡的描繪。

「他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瘦得像把筋。衣架子一般頂著那件引人注目的藏藍色的大皮襖，下

面空空蕩蕩直透風。我說只要在腰上捆一道繩子，問題就解決了。他不，他說這是雙面哢嘰

布，磨不得，一磨一道白印，哪經得起繩子捆！說著他一 一指給我看，袖口、肩膀、肘關節



處磨過的地方，已經發白。他很傷心，撫摸那些傷痕就像撫摸傷口一樣。袖口蓋住手背，勞

動不便，他不得不卷起一道，露出兩圈雪白的羊毛。羊毛落上沙土，拍不掉，越拍打越往裏

鑽。他時不時摘掉眼鏡，眼睛貼著羊毛，頑強地尋找那裏面的異物。休息時也不躺下，只是

坐著打個盹。我躺著看他，那纖細的脖子和深陷的兩頰，垂著的下巴和吊開著的嘴，都無不

呈現出深度的衰弱和疲勞。但他頑強地要坐著，勸不睡──衣服要緊。」13

龍慶忠如此愛惜身上這件藍皮襖，當然是有原因的。他是獨子，自幼喪父。守寡的母親千辛

萬苦把他帶大；供他上學，直到大學畢業。畢業後分配在中國科學院蘭州分院，快三十了還

沒結婚，一心想把老家的母親接來同住，但母親是農村戶口，按當時的制度，不能住在城

裏。龍慶忠對此想不通，就人前人後發了一通牢騷。反右運動中，他們單位「右派」湊不夠

數，給了他一個名額。來夾邊溝之前，他不敢告訴母親，第一次對母親說了謊，說是出差下

鄉，可能時間較長，請她放心別急。臨走前收到母親一個郵包，裏面就是那件使他在農場大

出其名的藍皮襖。他自然將這件藍皮襖看作命根子一樣。

在龍慶忠眼中，這件藍皮襖決非一件普通的衣服，而是母愛的象徵，甚至就是母親的化身，

所以，他絕不允許藍皮襖上有一道折痕，沾一絲塵埃。蘊積在藍皮襖裏的深厚母愛，是龍慶

忠在夾邊溝農場支撐下去的精神支柱。

在納粹集中營裏，猶太人弗蘭克也曾遇到過類似的情況。

一次，在昏暗的晨曦中，弗蘭克和難友們沿著崎嶇不平的道路蹣跚而行。看守們不時吆喝

著，並以步槍槍托驅趕著他們。一路上，大家沈默無語，情緒低落。這時，弗蘭克旁邊的一

位難友用衣領掩著嘴偷偷對弗蘭克說：「我們的太太這時候要是看到我們，不知會怎樣？我

倒希望她們全都呆在營裏，看不到我們這副狼狽相。」14

這句話使弗蘭克想到自己的妻子，想到妻子對自己的愛，心裏感到巨大的慰藉。此後，兩人

雖同樣默不作聲、相互攙扶著往前走，但兩人都知道，兩人正在思念著各自的妻子。偶爾，

弗蘭克仰視天空，他從透出晨光的雲層中竟然看到了妻子姣好的容貌，切十分真切地聽到妻

子的聲音。那一瞬間，弗蘭克首次領悟出一個真理：愛，是人類一切渴望的終極，並由此懂

得了一個奧秘：「人類的救贖，是經由愛而成於愛。」

想念妻子使身處集中營裏的弗蘭克感受到巨大的喜悅，他由此認識到：一個孓然一身，別無

餘物的人只要沈醉在想念心上人的思維裏，仍可享受到無上的喜悅──即使只是倏忽的一瞬

間。

由此，我們也可得出結論，龍慶忠雖在夾邊溝農場遭受非人的折磨，但他珍惜的那件藍皮襖

會讓他常常沈醉在想念親人的思維裏，他也因此「享受到無上的喜悅」。

在夾邊溝農場，體力活的繁重自不待言，精神上的孤獨也讓人不堪忍受。犯人和看守不可能

有正常的交流，犯人之間也因為相互猜疑、防備而十分隔膜。繁重的勞動使人的身體吃不

消，而巨大的孤獨則會讓人的精神受不了。不過，我認為，有藍皮襖在身上，龍慶忠是不會

孤獨的。要想理解這一點，還是讓我們先聽一下弗蘭克為我們講的一個真實的故事15：

她的事跡十分簡單，簡單得不足一道；讀者聽了，也許會以為是我杜撰的，然而我卻覺

得這仿佛如一首詩。

這位女郎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然而當我同她說話，她卻顯得開朗而健談。她說：「我



很慶倖命運給了我這麼沈重的打擊。過去，我養尊處優慣了，從來不把精神上的成就當

一回事。」她指向土屋的窗外，又說：「那棵樹，是我孤獨時唯一的朋友。」從窗口望

出去，她只看得到那棵栗樹的一根枝椏，枝椏上綻著兩朵花。「我經常對這棵樹說

話。」我一聽，嚇了一跳，不太確定她話中的含義。她神智不清了嗎？她偶然會有幻覺

嗎？我急忙問她那棵樹有沒有答腔。──「有的。」──答些甚麼呢？──「它對我

說，『我在這兒──我在這兒──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如同這位女郎把一棵樹當作孤獨時唯一的朋友一樣，龍慶忠肯定把那件藍皮襖當作唯一親近

的人，可以想象，龍慶忠和藍皮襖之間有過無數次溫暖而熱烈的傾心長談，而每次長談，都

給了龍慶忠活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在歐．亨利的《最後一片樹葉》中，那個患病少女把自己的生命寄託在窗外常春藤樹葉上，

認為最後一片樹葉凋零，自己的生命也會隨風而逝，而藍皮襖，則是龍慶忠生命之樹上最後

一片葉子。這片樹葉鮮嫩碧綠，這棵樹就生機勃勃；這片樹葉凋謝了，這棵樹也就枯死了。

龍慶忠像愛惜生命一樣愛惜這件藍皮襖，其原因在此。

三 郭永懷：「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

在夾邊溝農場的看守眼中，郭永懷應該是最好的犯人。此人到過朝鮮，打過仗，負過傷，背

上留著疤痕，如同英雄勳章。

「清晨哨子一響，他總是第一個起身，動作迅速利落。我們穿好衣服去打飯時，他已等在那

裏了。在工地上也是。每次休息時間一過，他總是剛聽到哨子就從地上彈起來，你還沒拍完

屁股上的土，他已經拿著杠子，提著繩子，在那裏等你去同他抬筐了。需要泡堿水的時候，

他在裏面泡得最久，泡得腳上密密麻麻的裂口比誰都多都深。需要下冰水的時候，他總是第

一個脫掉鞋襪下去，弄得大家不得不緊緊跟上。凡此種種，都無不招人厭，招人恨。」16

農場裏生存環境十分惡劣，犯人幹的都是強體力活，郭永懷如此積極，如此奮不顧身，無異

於找死，而他這樣不要命地幹，也會把其他犯人活活拖死。

為了整治他，晚上開會時，大家眾口一詞，都說他「假積極」，說他有管教幹部在場就出力

氣管教幹部一走就磨洋工。郭永懷靜靜聽著，一言不發。「隊長叫他表態時，他就說他不是

那樣。但既說不出道理也提不出證據，只能引來滔滔不絕的反駁和義正詞嚴的新的指控。他

張口結舌無言以對，但好像也不太放在心上。第二天照樣下死力幹活，不管你怎樣整治他他

都接受挑戰，一不告饒二不放癱。……就像你踩一塊頑硬的小石頭，怎麼踩也踩不碎它，也

就不踩了。」17

在夾邊溝農場，犯人們又餓又累又睡眠不足，人人力求自保，郭永懷的這種表現實在不可思

議，另外，他的死命幹活也不是為了討好看守，完全自覺自願，這就更令人費解了。一次，

高爾泰和他搭夥抬土，倒了土後，郭永懷拿著杠子飛奔回去，高爾泰則拿著筐子慢慢走。郭

永懷不滿高爾泰的偷懶，終於找了機會對高爾泰說了一番肺腑之言18：

一天，他忍不住了。同我一道慢慢走，說：老高，我們到這裏來，可不是來玩的呀。我

知道他要說甚麼，連忙說，我的身體不能同你比呀。他說，我的身體咋能同你比呀，我

同誰都不能比，我從小沒爹沒娘，光著屁股給人家放牛，天天吃的是糠，是菜，吃糠吃



菜長大的，咋能同吃飯長大的比呀！

我回答說，所以你也要保重點兒。他說，現在幹就是保重，這也同打仗一樣，越是怕死

的，越是容易死。我打過仗，這樣的事見了不知道有多少。

原來，郭永懷如此拼命幹活，是出於兩個荒唐的念頭：「幹就是保重」，「越是怕死的，越

是容易死」。郭永懷怕死，無可厚非；但他有這樣的念頭，則荒唐透頂，愚昧到家。因為有

如此不可思議的荒誕念頭，郭永懷才把外在的強制性的苦役變成了內心的自覺追求。如果所

有的犯人都像郭永懷這樣想，這樣做，最高興的當然是看守了。

魯迅曾說，專制的統治者倘想統治他的臣民，最好的辦法是「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注射

在臣民的身上，既使其知覺神經「完全的麻痹」，不能思想，但保留運動神經的功能，還能

幹活，也就是「沒有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19

從郭永懷身上，我們可看出，這種「奇妙的藥品」，就是一些愚昧的念頭如「幹就是保

重」，「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之類；向人們注射這種「奇妙的藥品」就是讓人們失去

思考的能力或者乾脆沒有思考的習慣。郭永懷是一個典型的愚民，他以自覺自願的方式為夾

邊溝農場獻出最後一絲力氣（因勞累過度，他很快就死了），同時，他也為看守們推廣愚民

政策提供了一個活標本。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統治者挖空心思推行愚民政策，郭永懷這樣失去思考能力的「沒有

了頭顱，卻還能做服役和戰爭的機械」恐怕不在少數。統治者這樣做，當然有其險惡的用

心，如果人人都像郭永懷這樣聽話，這樣把外在殘酷的壓制變成內心的自覺追求，那麼「闊

人的地位即永久穩固，統禦也永久省了氣力，而天下於是乎太平。」20

一個未經思考的人生是不值一過的，一個失去了思考能力的人如郭永懷，更是可憐的，當然

也有一點可恨──他是愚民政策的犧牲品，但也因為主動臣服專制暴力的淫威而成為一個潛

在的無意的幫兇──在夾邊溝農場，他累死了自己，也拖垮了別人。他之所以「招人厭，招

人恨」，其道理在此。

因為愚昧，郭永懷把歪理（「幹就是保重」，「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當作了真理，

於是，他越怕死就越拼命幹，而越拼命幹，當然就死得越快。愚昧讓他陷入怪圈難以自拔，

愚昧讓他無意間成了一個乖順的奴才。愚昧讓他徹底失去反抗心理，如同被閹割的人徹底失

去性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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