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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子

风雪
我醒来就听见他的诵经声，是藏传

佛教寺院里的那种很有韵味的诵经声，
还有摇铃在关键处伴奏。我爬起来，浑
身轻爽极了。而饥饿的肚皮却叫人伤
心的咕噜了一声。

他抬起头看我，脸在飘逸的酥油灯
苗里闪着古铜的光亮。他说：“新的一天
到了，看看我这里还是一片黑暗。你呼
不到新鲜空气，听不见虫鸣鸟叫，看不到
清亮明净的河水。真的委屈你了。”

我苦笑了一下，还能说什么呢？我
从天空掉下来，掉到了这儿，是我愿意
的吗？

我说：“我想吃东西，饼子、糌粑，只
要能填肚皮都行。我好饿。”

他笑了一声，没理我，低头继续在
那迭条形经书上诵读着。摇铃在响，我
却找不到铃响在何处。

我跳下床，地上铺着什么野兽的
皮，毛刺细软，走在上面很舒服。我走
到火炉旁，上面煨着的大锅吐着很香
的气味。我揭开锅盖，滚热的雾气喷
在我的脸上，大块的牛肉在滚动的汤
水里冒着喷香的泡。我忍不住咽了口
水，伸手朝锅里抓去。

他用铜瓢把我的手击开了。

他看着我，眼内是慈爱的，让我想起
自已的父亲。他伸手把粘在我脸颊上的
几根兽毛拈在指头上，揉搓了几下，说：

“你刚恢复，还不能急着吃这么硬的肉。”
我的肚皮又不争气地咕噜一声。
他给我倒了碗热茶，说：“先喝些热

茶，加了奶的。”
喝了热茶，额头与鼻尖有汗珠冒了

出来。看着锅里翻滚的肉，我却没有了
食欲。那一刻，肯特临死前那副难受的
样子跳出来，我心里充满了疑惑。肯特
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会难受得掏枪
自杀？我心里隐隐的有东西在那里咬
着痛。

他用铜瓢捞起一块肉，吹吹热气，
放在桌子上。从腰上抽出一柄宽叶刀，
把肉切成薄薄的片，放在一个擦拭得锃
亮的银盘内，撒了一撮盐端给我。

我在吃肉时，他说这肉是山那边的
牧场送过来的。这里牦牛吃高山上的
草，肉里有草的香味。这肉吃了养心，
心里有事，都会淡漠视之。

我吃着肉，心里的事更清晰了。急得
坐不住了，扔下手里的肉片，站起来说：“我
谢谢你救了我，现在吃饱了，有力气了，我
得出去找我的同伴，做我们的事去了。”

他没拦我，把经卷小心地裹在一张黄
色绸缎内，放入一只雕花漆盒内，然后坐
下来，端起茶喝了一口，说：“你出去也找

不到飞机和同伴了。他们早淹埋在崩塌
下来的雪峰底下了。”他怕我不信，手在那
面镜子上一抹，我看见狂风正在雪原上冲
撞，迷迷茫茫的灰雾笼罩了整个世界。

他看着我，指指风雪说：“现在你就
是急，也没有办法。”

我抓住头发，低下了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手掌轻轻靠在我

的背上，然后抱着我的头。那一刻我心
里像燃起一盏灯，昏黄的飘动不停的火
苗使我在暗黑里冲撞的心平静下来，像
只回窝的麻雀。他低声说：“孩子，我知
道你很伤心。也知道你是去做什么的。”

我咬牙昂起头，说：“你放我走。我
不完成任务，不知有多少人会死。你知
不知道，我是为正在死亡的国家战斗，
日本鬼子正在屠杀我的同胞，灭亡我的
国家呀！”

他的手又很温柔地在我背脊上拍
拍，说：“孩子别急。有些事别把它想得
太绝望了，现在为你们国家战斗的不止
你一个人。”他的眼睛盯着我，有很深奥
的东西在眼内跳动。他嘴紧抿的时候
几条很深的皱纹让我想起自已的父
亲。他笑了一下，说：“还是让你看看你
想去的地方吧。”

他手在魔镜上下比划着，我看见有
图景从模糊到清晰，从辽远到逼近。雾
罩的群山，葱笼的树林，我看见了隐在

白色岩石与肥厚宽叶的芭蕉树林里的
日军弹药库。寻找到它的位置，引导盟
军战机来炸，就是我的特殊任务。看见
了，我的心痒了，朝那面显示弹药库图
景的墙壁走近。图在我眼前模糊了。

他看着我，脸上是平静而温暖的笑。
他说：“孩子，你的事已经有人帮去完

成了。在这里，你就平静地住几天。你的
内伤还没好完，雪静下后，我们还得去寻找
你死去的同伴，还有你们的那个飞行器。”

我奇怪，他怎么会知道我藏在心里
的东西，知道我是为完成这个特殊任务
去那儿的。我说：“我的事，没有谁会帮
上忙的。”

他伸出大拇指轻轻揩去我眼角上的
泪迹，说：“你要信任我们香巴拉人。”

他温暖的眼光让我平静，我想说信
任他，可牙一咬又把想说的话吞下去。
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饿了，饿极了。
我端起肉盆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给
我倒了一碗热奶茶，和着肉喝奶茶，真
是天下最好的美味。

他像在做魔法似的，手在那面墙上
一抹，狂怒的风雪又朝我们呼啸起来。
他回头对我说，我们还是来关心关心这
场罕见的暴风雪吧，有个为了生存在风
雪里挣扎的牧牛部落需要我们帮助。

迷茫的风雪刮到了我的脸上，我啥
也看不见了。

香秘

■佟晨绪

每每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眼
前都为之一亮。这是著名作家陈忠实
说过的一句话。当别人问他如何面对
困难和挫折时，他总是这么淡淡的说

“像水一 样流淌”。
像水一样流淌，那是一种淡泊明

志与宁静致远的生活态度。老子曾对
水大为加赞，他认为水接近于道。他
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
故无 忧”。不是吗，且看，水流洼地，
从不居高攀峻；滋养万灵，而与万物无
争；流过山野，与奇花异草招手后一笑
而过；流过都市，与安逸享乐从不攀缘
附和。正是这种淡然、恬静、超然的情
怀，使得江河溪渠永远畅流于天地之
间。有鉴于此，与其把“宁静淡泊”“清
心寡欲”诸如此类的箴言挂在墙上膜
拜，倒不如让淡淡的流水在我们的心
头汩汩流淌。

像水一样流淌，这是一种以微见著
的尚智人生。王夫之说：“五行之体，水
为最微，善居道者，为其微，不为其著。”
伟大源自平凡，正如水——临 低位而
安然，虽细微而从不卑，这是古代圣贤
从水的品格中感悟到的人生大智。恰
是这种低微，无时不在酝酿着伟大；正
是这种涓涓细流，无时不在孕育着汪
洋。这就是流水，于无声中，造就大相。

像水一样流淌，这是一种永恒的
生命的力量。遇到高山，流不过去，水
就会绕道而行，借势取径。遇到挽留
的低谷，不管那是山川秀色还是人文
盛景，水仍无时不刻的寻求出路，因为

它深知滞留下来的唯一结局就是死水
一潭。遇折九曲，那是秀女的飘飘丝
带：跌下山崖，那是壮美的山川瀑布；
变成水滴，那是 穿石的积聚力量；化
为水蒸气，那是天边绚丽的一道彩
霞。哪怕不幸流到穷乡僻壤，也不吝
于照一照村姑那秀美的脸庞，洗涤孩
子们晒得黝黑的皮肤，滋润干涸龟裂
的土壤。这就是流水，永远的求索，永
远的前行，永远的生机。

像水一样流淌，这是一种不断放
弃与渐而积累的过程。我们都对未来
报以无限美好的希望，可谁又能准确
的断言自己的未来呢？先贤告诫我
们，但做好 事，莫问前程。而流水则
暗示我们，未来就是一条放弃与积累
并存的道路。小溪放弃了陪伴它欢歌
的卵石沙床，毅然选择奔向河渠；江河
放弃了奇秀娟美的峡谷挺拔的高山，
最终选择奔向海洋。同样，人生也有
许多需要放弃的东西，要想在未来的
海洋中感知自我，那就应该学会放弃，
然后轻装上阵。短暂的放弃也就是未
来的大丰收。水流汇集，那是美德与
智慧的累积而成；人生取法流水，那应
是一点一滴的积累，时时刻刻地修
养。所以说，你在积累着什么，你的未
来就是什么；积累的多少，那么在未来
的海洋中就会体现出多少。

流水之道，既是自然生存之道，亦
是为人处事之道。流水之德，那当是做
人之德。取其道，效其德，如此，不但能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还会给平凡
的生活带来许多雅兴和人生趣味。愿
我们的人生都能够像水一样流淌。

像水一样流淌

■曹永胜

我家楼下有一个窄窄的、蜿蜒的
菜市。菜市像肆意生长的藤蔓，延伸
到邻近几条小巷，滋养着人们的日子。

这样的位置是便捷的，把火点燃
再下楼买菜，也能赶上锅里的火候，想
吃啥菜一分钟就可以选回家了。事实
上，身居菜市，很多时候我要接受凌晨
四点或者更早就开始的喧闹甚至吵
骂。在一个凌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
人不知何事因何原因开始吵闹。我在
他们的争吵声中醒过来，听出争吵的
重点好像是摊位。他们的声调越来越
高，语言也越来越粗俗。

“啪……”有人从楼上扔下什么东
西，又像是泼下了一盆水。“大清早的，
你们还要不要人睡觉嘛！”愤怒和物品
并没有阻止这一场争吵，他们争吵的
声调只是被迫变低了、走远了。

最初我很不习惯，早上的生物钟
几乎与这些喧闹同步。他们的声音就
是我起床的闹铃。人也奇怪，渐渐地，
我的耳朵就忽略掉这些嘈杂的打扰，
倒也习惯了。

穿过菜市场便能到达一条主干
道，那里有车水马龙的景象，关键的
是，那里有一个路线丰富的公交站
台。于上班族而言，这可是一条捷径。

早上7点，我梳着整齐的发型，穿
起整洁的衣服，得意地打量着亮堂堂
的鞋子出门。跨入人潮涌动的小巷，
我的步履身不由己，开始变得蹒跚。
很快，我就淹没在买菜的人群中。

我随着人流缓慢前进。身边是左
顾右盼的人们，他们眼中只有两旁的
蔬菜。当买菜做饭成为一个人的任务
时，买菜便是一件头痛的事。刚蹲下
又觉得不喜欢，起身了还想再看看。

如此一来，怎不把这条街道变成一条
缓缓流动的河流。

肉架上，猪肉白里透红，冒着热
气，惹人喜爱。男人操起刀子，甩开膀
子，砍下带骨的一大半猪腿，放在挂秤
上，嘴里一合计就算出了价格。女人
微笑着收钱补钱，钱箱边是酣睡的小
孩，那么可爱。

前后左右那些不同性别、不同年
纪、不同体型的人们把我贴得更紧了，
我整洁的衣服已经出现皱褶。这不算
什么，稍微一扭头就是别人的额头，往
前半步踩住的是别人的鞋跟，向后移
动踩住的是别人的鞋面。前面的后脑
勺能数得清有多少根白发沧桑地长
着。头皮屑零星地洒落在肩上，成了
皮衣的星星点缀。有时是一些旱烟熏
来，有时又是一缕女人香飘过。刚刚
还有一阵汗臭，立即就被热气腾腾、香
喷喷的包子味淹没了……

所有被我目光收纳的事物，我都
把它们当成一个美丽的存在。

我知道我已不能改变那时的步
伐，我就那样“认命”地被人们推动着
前进。当涌动的人流把我带到小巷的
转弯处时，我看到了这条街的尽头。
从我跨入这条街，已经整整过去了半
个小时。

每一个独立个体都有自己的行走
线路和运动框架，于世界而言，就有了
错综繁杂的动态，平行、交错、背离
……擦肩而过没什么，意欲进入别的
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才有了
代沟、隔阂、成见、拒绝……甚至战争。

后来，很多次我在夜里路过菜市，
看着黑黑的小巷和空空的摊位，想起
白天人来人往的喧哗，以及那次菜市
穿行。想到了一些什么，但似乎什么
也没想起。

菜市有一条捷径

■郑学富

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了一夜，天亮还
没有停的意思。一场秋雨一场寒，顿觉
凉意飕飕。秋雨不像春雨，一滴一滴的
往下落，恐怕下多了；也不像夏雨那样
气势磅礴，酣畅淋漓。而是连成线，织
成网，缠缠绵绵。秋雨最容易触动文人
墨客多情善感的神经和细腻委婉的笔
调，他们往往把无限的思念和绵绵密密
的雨丝揉合在一起，吟诵出心间最感
人、最豪迈的诗句，与秋雨一起飘洒在
人世间的每一个角落里。

秋雨落在窗外的树叶上发出沙沙
的声音，好像是天空中飘着婉转悠扬
的箫声，如泣如诉，在娓娓诉说着对远
方亲人的牵挂与相思。“君问归期未有
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
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抒发了诗人孤
寂的情怀和对妻子深深的怀念。晚唐
诗人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秋雨绵绵

之夜，独坐窗前，夜雨交织，涨满秋池，
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弥漫于巴山的
夜空。阅读妻子询问归期的信，而又
无法确定归期，郁闷、孤寂，盼望与妻
子团聚的憧憬油然而发。此诗曲折深
婉，含蓄隽永，令人余味无穷。

秋雨，在游子的心中寄托着漂泊倦
客的孤独与惆怅。唐代诗人韦应物从
朝中大员贬谪到地方任职，独坐在高斋
之中，外面是秋风萧瑟，秋天的雨夜漫
长而又寂寥，孤灯长伴，孤影为侣，窗外
一片漆黑，只有雨打梧桐的声音。诗人
不免触动远游为宦的思乡情愫。这时，
在寂寥的秋雨之夜由远及近传来大雁
的鸣叫声，显得分外凄清，撩动诗人无
尽的乡愁，使因思乡而彻夜不寐的诗人
浮想联翩，吟出“淮南秋雨夜，高斋闻
雁来。”的诗句。

秋雨，是诉不尽思念的断肠和忧
伤，透着几分凄清与苦闷。“高楼目尽欲
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描写的是意中

人远隔天涯，纵使望断高楼也难相见的
惆怅、无奈，并掺杂着轻别离的悔恨。这
首《踏莎行·碧海无波》是作者晏殊于贬
知宣州途中而作。作者因反对张耆升任
枢密使，违反了刘太后的旨意，加之在玉
清宫怒以朝笏撞折侍从的门牙，被御史
弹劾，以刑部侍郎贬知宣州。可看出作
者苦闷、懊悔的心情，状景抒情，婉转含
蓄，蕴藉而韵高。而李清照的“梧桐更兼
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则通过描写残
秋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因国破家
亡、天涯沦落而产生的孤寂落寞、悲凉愁
苦的心绪，深沉凝重，哀婉凄苦。

秋雨又是寄人篱下，萍根无依的愁
苦。“已觉秋窗愁不尽，那堪风雨助凄
凉”。《红楼梦》第四十五回写到黛玉值
秋分时节又犯了咳嗽病，一天比一天
重。一日傍晚，突然变天，渐渐昏黑，淅
淅沥沥地下起雨来。黛玉孤单寂寞地住
在潇湘馆里，听着暗夜中淅淅沥沥的雨
点敲打着窗棂，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

未来渺茫的前程，怎能不痛断肝肠。她
凄凄凉凉地拿起一本《乐府杂稿》来读，
不觉心有所感，赋一首《秋窗风雨夕》。
抒发了一个犹如娇花嫩草、身患重病的
少女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酸苦哀思和
悲凉的情绪。

秋雨，带有悲凉肃杀之气，洋溢着
壮怀激烈的英雄悲壮。1907年春，鉴湖
女侠秋瑾与徐锡麟秘密组织“光复军”，
于 7 月 6 日在安庆举行武装起义而失
败。秋瑾把所有同志安排撤离后，独自
一人孤守在大通学堂而被捕。面对穷凶
极恶的审问，她坚贞不屈，宁折不弯，仅
书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已对。表达了一
位巾帼英雄忧国忧民，壮志未酬的悲愤
心情。在绍兴轩亭口，秋瑾仰视祖国蓝
天，慷慨就义，年仅32岁，实践了自己加
入同盟会时许下的诺言：“危局如斯敢惜
身？愿将生命作牺牲。”她以一腔热血唤
醒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四年后，武昌城
头就响起了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

秋雨

■徐仁河

小的时候，蹒跚学步的我们，总是
痴痴望着屋檐下穿进穿出的燕子，嘴里
咿呀个不停。上学了，学的第一首儿歌
也是跟燕子有关，和春天有关。

燕子最为人叹服的就是它的迁徙本
领。连“燕”这个字，也是暗藏深意。《说
文》：廿、北、口、火这四个部件整合成燕子
的向北飞行时的形象：“廿”模拟燕子开
口，为头部；“北”模拟燕子展翅，为翅膀；

“火”模拟燕子尾部。整个“燕”字记载了
燕子的习性：每年春暖花开季节，燕子一
路向北，回归故乡。燕子不来时冰天雪
地，当抬眼望，雨燕双飞，燕语莺歌。不
用说，春天来了！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

泥”。农村老家的厅堂和屋梁上，除了
供奉祖先的牌位，还有就是三五个泥巴
糊糊的燕子窝。所谓“寄人檐下”真不
愧是燕子的典型写照。但是燕子的寄
居待遇一点不差。同样是寄居人类的
动物，燕子比之鸡鸭，甚至牛马，地位那
是高得多的多。燕子秋去春来，不忘旧
主，不舍老巢。这一点人类豢养的大多
动物都不及也。

燕子最像绅士，那燕尾服一穿，别
提多精神。我有点怀疑，所谓的“新婚燕
尔”估计是新人的服装比较得体。“身轻
如燕”说的是美女以及其动人的体态，比
较知名的是赵飞燕，据传她体态轻盈，以
致能在成人手掌上跳舞。正所谓“环肥
燕瘦”，如果她幸而生在当今，一定是减
肥茶的广告代言人。燕子不光可以指代

美女，帅哥也行。《三国演义》里如此形容
一个旷世英雄“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
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说的是
谁？燕人张翼德是也！

从小到大，由于读书不精，食古不化，
我们对燕子的误解还真是不少。举一个
例子，我总是以为燕子是喜爱劳动，但是
总是会疏于爱情。因为我看到过一个常
用语。叫做“劳燕分飞”。幸亏一个老先
生给我提了下书袋，告诉我说，“劳”在这
里不是指燕子辛劳，而是指代另一种叫做

“伯劳”的鸟。道不同不相为谋，岂有不各
自飞的道理！还有老早读《史记》，记住了
一句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就以为燕
子和麻雀一样，胸无大志。又是一个动物
学家帮了我的大忙，说燕雀是麻雀的表
兄，跟燕子没有一点关系。

离开农村老家已是经年，成家立业，
在城里买了套房子。比较堵心的是没有
一只燕子来家中筑巢。那天看到电视，说
城南有一个“燕子坞”。当晚兴奋难眠，立
时驱车去探访。不料乘兴而去，扫兴而
归。它是燕子坞没错，却不是公益人士为
燕子搭建燕巢，而是出售商品的所在。所
售物品，倒也跟燕子有关，唤作“燕窝”。

城里没有燕子，自以为农村里别的
没有，燕子还是有几只的。可惜的是，清
明节前，我去了趟老家，家中的故旧也多
半见上了一面。可是看看风雨飘摇的老
屋屋檐下，却不见一个“老朋友”的身影。

恍惚间，耳边又响起那首经典儿歌
“小燕子 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小燕子，告诉你，今年这里更美丽。我
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

燕子

思乡曲
■梅俊怀

七十年前进康巴，康巴就是我的家。
康巴山水滋养我，康巴儿女情更佳，
他们待我如亲人，不叫干部叫“阿夏”。
我与他们同吃住，酥油奶子拌糌粑。
阿爸教我学藏话，阿妈教我种庄稼。
阿哥教我学骑马，阿姐教我学种花。
日出田垅同劳动，夜听阿爷说“格萨”。
阿婆是个名歌手，人称她是歌唱家。
唱了从前苦和难，又唱今天新变化，
唱得一家泪双流，唱得一家笑哈哈！
歌声未尽鸡报晓，一梦醒来迎朝霞！
任务完成别村寨，村民送我出山垭。
问我何时再回来，咽喉梗塞难回答！
挥鞭策马三回头，犹见村民泪花花。
此情此景难割舍，何时再回这个家！

二十年前离康巴，康巴情节难抛下，
雪山草地梦千回，康巴父老常牵挂。
难忘康巴山和水，康巴山水甲天下，
万仞雪山连天际，千里草原跑骏马。
更有胜景千百处，留与游人话桑麻，
人间仙境五须海，湖光山色映彩霞，
扁舟一叶任嬉游，歌声频出藏民家，
天生一个“木格措”，十里长湖十里花，
雪山为它作屏障，草地为它披轻纱！

“千碉之都”丹东地，古村古寨满山花，
自古丹巴出美女，迷醉多少你我他！
最喜康定情歌城，二水三山拱卫它。
当年古道通茶马，今日到处响喇叭，
宾馆酒楼迎远客，百业兴旺竞繁华！
遥庆国庆联中秋，写首小诗寄康巴。

小说连载
XIAOSHUOLIANZHAI

寄情山水
JIQINGSHANSHUI

石井随笔
SHIJINGSUIBI

心池微澜
XINCHIWEILAN

自然与诗
ZIRANYUSHI

苗青 摄

金 色
家 园

康巴诗汇
KANGBASHIH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