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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八号，从上海出发，2275公里，两个小时的飞

机加上六个小时的大巴，六月二十九号下午到达康定。

第一眼看到旅舍，我也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心情，但是有

一点我很清楚，我要开始一段新生活了。前台小怪，头发好

长啊。后来我一直很关心她什么时候剪头发。狼叔在厨

房，在店里的第一顿就吃到狼叔烧的菜，超级好吃，超级美

味。后来发现狼叔做饭的时候就像对待艺术，再后来又发

现狼叔对待任何事情都像对待艺术。

在店里阳台上看到的天是那样美，在店里的每一天，抬

头看到康定的天和云，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立夏，太阳行至黄经45°，炎热将临，雷雨增多。
不知不觉，街头巷尾卖冷饮的小摊已逐渐多了起

来，原来，夏天已经悄然而至，紧随在我们左右了。
三千年前的商周时期，宫廷就有专门掌管冰块的官

员，叫凌人。《周礼·天官》记载：每年十二月，凌人都要命人
到江面、湖面上采冰。采来的冰，主要用于皇室祭祀宴饮、
保鲜防腐、降温散热等。每到夏天，天子也会拿出一部分来
赏赐身边的亲近之人，叫做“天子赐冰”。

说起用冰来降温散热，不由想起情圣荀粲的一段典
故来。

三国时期，荀粲与妻曹氏意笃情深，谁知在婚后不久
的一个冬季，曹氏却忽然得了“热病”（大约今天的疟疾），
荀粲遍请名医，但收效甚微。见妻子热极攻心，荀粲心急
如焚，他于是脱掉衣物，跑进屋外的冰天雪地，把自己滚
成冰团，再回来给妻子物理降温。

尽管如此反复多次，但妻子的性命还是没能挽救，而
他自己也因此病入膏肓。好友傅嘏前来吊唁，见荀粲骨立
形销，便安慰道：世间有如此姿色的女子并不难找，何必哀
伤至此？你知道荀粲怎么回答的吗？荀粲回答说：佳人难再
得！是的，色授魂与，犹胜于颠倒衣裳！而有的人，只之色，
不懂情。

思君已动容，欲寻却无踪，不久，荀粲也随爱妻而去，
人琴俱亡，年仅二十九岁。后来纳兰容若《蝶恋花》有句云：

“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说的就是这个凄美
的故事。

大千世界，一情场耳，情到深处，往往身不由己，以至
于玄宗长恨，黛玉焚稿。一生一代一双人，人生路上，本就
孤单，本就寂寥，如若有人愿意与你携手同行，共面人生
的百态、世间的炎凉，该是多么幸运，多么幸福！

立夏
◎可言

再别康定
◎安琪

在这个温暖的春天里，无端地，就想起老家的那株桃
树来了。

上初中的时候，爱上了种花种草。那年，那株金杯菊，是
我的最爱。开过最灿烂的岁月，金杯菊终究还是谢了。我叹
息着。却无意中发现了泥土里，探出一个绿色的小脑袋，渐渐
地长成小树苗的样子了。农村的孩子，是见过的，应该是桃树
苗!心里欣喜，也很诧异：我的小花盆，竟能长出桃树苗来？小
我八岁的妹妹，在旁边惊喜的叫：我种的桃核长出苗来了！
哦，原来有人播种呢。

可是桃树不能长在花盆里呀，于是我把它移到了我
的小花圃里.移栽过去浇过几次水后，就淡忘了。后来有
一天，母亲淡淡地对父亲说，那棵小桃树该剪剪枝了。我
愣了愣，扭头去看。当初那棵小苗，已经长到一米多高了，
细细的主干上，斜刺里长出来许多枝条来，凌乱着。

经过父亲修剪，小桃树就开始蓬勃生长起来，第二
年，竟开了满树的桃花，我心里美啊，我种的桃树，要结果
子了。没想到父亲又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把满树的
桃花，甚至后来结的青果都早早摘了去。我不满，找父亲
理论。父亲看着我，只淡淡的说，如果今年就让它结桃，这
桃树就长不高了，以后果实就更少得可怜了。我愣怔在那
儿。那时的我，已经上了高中了，情窦初开的少女心，暗恋
着班里一个英俊帅气的男生。我在恍然之间顿悟，原来，
人生也当如此啊，该是生长的岁月，就不能奢望丰收果实
啊！

后来因为求学，我远离了家乡。那年父亲在信中告知
我：你种的桃树，今年结了很多桃子，邻居每家都分得二
三十来个呢。父亲说得平淡，我却听得欣喜。

再一年，回家，与母亲闲聊。母亲很高兴的说起一件
事，说那年桃子还没熟呢，青青的挂在枝头。有一对路
过的小夫妻，女的正怀孕，看到那青涩的果子，竟然就
挪不动腿了。母亲二话不说，拿了竹竿就敲了很多下
来，女的美美的吃了一顿，临走母亲还给她装了一袋
子。男的要付钱，母亲说什么也没收，说自己家的，不能
收，这是喜事呢，什么时候想吃了，再来就是。这事过
去，母亲也就淡忘了。

很久之后的某天，母亲去临镇卖蚕茧，天热人又多。
母亲正发愁呢，忽然来了一男一女，说阿姨，那个收茧的
我们认识，我帮你去卖好了。母亲很过意不去，陌生人呢，
人家竟然主动帮她。没想到女的说，阿姨你可能不认识我
了，我可记得你呢，那年害喜，你给我那么多青桃子吃呢！
现在我儿子都快满周岁了。母亲说着这事，就叹息，你看，
就给了人家那么几个青桃子，结果人家还记着了。

我在心里想，母亲给他们的，其实是善意啊。母亲不
经意的善意，却丰收了善意的回报。如今，父亲故去，我来
了青岛，母亲随妹妹南下去了广州。老家的那株桃树，依
然枝繁叶茂。不知道今年的桃花开过，那满树的桃子，又
会慰藉谁的心，香甜谁的唇齿呢？

桃树
◎心生

根雕
◎张福龙

朋友酷爱根雕，在他的书房里，摆有许多亲手制作的根
艺精品。每次前去，我总会被那些意象纷呈的树根感动。于
是，就想跟朋友学一手。朋友说学根雕很难，单是“寻根”之
难，就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想找一些好的根料，得一次次攀爬贫瘠的山岭，得耐
得艰辛，耐得寂寞和荒凉。最适宜用来进行根艺创作的树
根，往往来自生在深山石缝里的硬质灌木。

平川的树根是不能做根雕的，因为平川的土壤太肥
沃，树根生长得太自在，受的挫折少，肌肤就分外光滑，少
有褶皱，身躯也没有大的曲折，只是呈现出笔直的态势。用
这样的树根创作是很难达意的，因为它调动不起人的艺术
想象，把它打磨光亮放在那里，谁看后都觉得它像剥了皮
的树根，而不会想象成别的。荒山僻岭上的那些灌木根就
不同了，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它们不得不拼命在薄土中汲
取养分，在乱石罅隙中一点点寻找生存空间，苦难造就了
它们百折千弯的畸形躯体，和那瘤痂累累的粗糙皮肤。这
样的树根也许是丑陋的，但它们丑得不俗，木质坚硬傲骨
铮铮；丑得个性鲜明，千姿百态绝不雷同。这些丑到极致也
美到极致的树根，才是根雕创作的最好材料。艺术贵在曲
折，这一点与人生极其相似，太顺利的人生往往是平庸的，
只有那些经过大磨难，受过大挫折而又自强不息的人，才
有可能奏出生命真正的强音。

难怪好的根雕作品能动人心弦催人奋发。根雕展示
的不仅是形式的美，更是生命经历苦难后的绚烂舞蹈。

迎面扑来，是那万千呢喃如潮水般的诵经之声

当阳光普度众生时，舞蹈般动作的

是那归于寺，坐着答，站着问

击掌，辩经的僧众

风中飞扬，是那扑棱着千万翅膀的经幡在祈祷

它是神与人的精灵，为远在天边的神明

带去人间的，喜，怒，哀，乐

路上的朝圣者，知道

翅膀相遇，是那放牧牛羊放牧群山扬鞭的牧人

哼着小曲，放牧手中的鞭子如蝶翻飞

此时，我站在这里，转识成智

心里有种子，萌发

藏地，
风中飞扬的精灵
◎周世通

红海子花季。冯光福 摄

“那城”篇

最初的康定

山里的天气阴晴不定，刚到这几天
有雨。前台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依旧
是小雨淅淅。

云将山峰变成一段一段，有规律的
白色和绿色。我在想，住在山上的人等云
降低的时候，伸手就能摸到的感觉是不
是特别好？

早上打扫阁楼的时候，昨晚住进来
的爷爷还没有起床，好像吵醒了他。我说
你继续睡，他说要起床了。起来后我们聊
了天，才知道他自己开车出来两个月了，
从东北到新疆，从新疆到康定，今天要去
老榆林看一个曾经在旅途中认识的朋
友。知道他是东北的，我告诉他我想去漠
河。他给我看他的曾经到漠河的骑行日
记，他和几个朋友一起骑着去漠河，中间
还到达了内蒙古。他的照片和视频美得
让我心生向往。我还看到他去色达的照
片，他让我惊叹，七十岁做到这些。在我
心里，他很厉害。

今天是星期一，店里的传统是吃素
食，狼叔做了满满一桌的素食，听说这个
传统是一个店长留下来的，爱护动物，人
人有责。

晚上打烊前，和两个外国留学生一
起聊天，他们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外国男
生。幸好他们会说汉语，否则我也不能和
他们聊到一起。聊了很多，很开心。看到
他们笑，很开心。他们马上要回国了，很
开心见到他们。这一天，我开始找到我来
青旅的意义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今天第一次进客房，走进九号房，满
满的都是话语，仔细看过去，有心里话有
网络词，有感动有好笑。

当一对恋人面临生活的苟且时，他
们该怎么办？分开还是坚持？或许，他们
相恋于校园，他叫她“丫头”。他们曾经住
在康定贡嘎国际青旅，一起看康定的山、
康定的水、康定的云雾天空。毕业了，他
的工作不是很如意，她和他在一起住不
了好房子，买不了好东西。可是她在感情
面前没有退缩，她知道他一直在努力，为
了他们而努力。

当看到留言的时候，就是很感动。这
个男生的承诺让我无法不相信，即使生活
不如意，即使面临再多阻碍，有了这句话，
就像吃了定心丸——我愿意陪你走下去。

在我的心中，每条留言都是一个故
事或者一个道理。为每句话起一个名字，
愿故事的主人公最后都收获自己的幸
福，愿旅途中的人找到自己的归宿。

“那人”篇

简简单单

我在店里最初见到的驾导是小邱哥
和小甲哥。

有客人说小甲哥是他见过的最帅的
康巴汉子，其实他还是一个爱打游戏的
康巴汉子，回锅肉做的特别好吃的康巴
汉子，会编金刚结的康巴汉子……

小邱哥是“贡嘎小王子”，他有自己
的店，有时候在他自己的店门口看到他，
穿着印花的裤子，好像康定街头一景，街
上所有的人都没有他帅。

第一次见到大邱哥，就知道他一定

是小邱哥的哥哥，因为两个人长得很像，
第一次吃牛肝菌是大邱哥的手艺，味道
超级棒。

小怪是弟弟，小怪是弟弟，小怪是弟
弟！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全世界独一无二
的柿子，很高兴遇见你。会做饭的大隗教
会我炸花生米。长发飘飘的小蓓做饭精
致好吃。在店里认识“彭于晏”麦兜是一
件想想就开心的事。我一直想说但是没
说的：“小白，你真的很可爱，我喜欢听你
说话”。我的搭档飞机最用功——棒棒
棒，飞机最棒！“你叫什么？”“科比，我就
叫科比。”这是我和科比说的第一句话。
漂亮的雨茜做饭的样子很认真。老师来
了，我不再是店里的大姐姐，老师真的好
像能照顾所有人一样的好。“欣欣，生活
是对等的，而你一定是幸福的。”

和店里的人呆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可是我反而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就像离
开的那天，看着凌晨五点的店里，只想默
默离开。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离别，
总是觉得身边的才是最真实的。

教我吉他的小朋友

第一次看到旅舍的那把吉他时，突
然有了学吉他的念头。第二天晚上，店里
来了十二个南航的学生，准备去支教。其
中有一个男生会弹吉他，第一首是爱的
罗曼史，旋律吸引了我的目光。第二天晚
饭的时候，他和同学从外面回来，再次拿
起那把吉他。“你好，你可以教我弹吉他
吗？”“当然可以。”

他画吉他弦谱，告诉我左手怎么按
弦，右手哪根手指该弹哪根弦，上网给了
我一个和弦，教我怎么看和弦，手指该按
在哪里，就这样，我“会”弹吉他了，他说
这是初学者练习的指法。

小朋友弹吉他的时候很厉害，他说
他唱歌不好听，所以大多数是指弹，而不
是弹唱。其实我想说，弹唱是很有魅力，
但是他在弹吉他的时候，超级有魅力。

他在他同学玩狼人杀的时候，一个
人在外面打电话。在同学要去逛街的时
候，在旅舍里静静的坐着。在同学们都要
回家的时候，他想去康定附近看一看。即
使是十九岁的年纪，却有着和他的同学
不一样的清新俊逸，不落俗套。

优于初见的大个子

第一眼，他进来，左看右看，走上
阁楼，边走边看。我在想，这个人怎么
好像不住在店里，是不是只是来店里

看看，那这样乱闯真是不礼貌！不过再
看他应该住在阁楼里，可是第一印象
的不好很深入。

过了一会，他拿着吉他到前台，问：
“这是谁的吉他？”“店里的，你可以弹。”说
着说着，大隗拿出手鼓，他们准备合奏《安
和桥》，他问我会唱吗？我说不会。听到他
们合奏安和桥的时候，加上下午徒步大草
坝的心情，不由自主的就开心起来。在唱
歌的间隙，聊到他是北工大大二的学生，
登山社，这次作为先行部队，先到这里，联
系吃住和教练，为接下来登雀儿山做准
备。接下来，他弹了很多歌，也问我会唱什
么。我会唱，他会弹。我不会唱的，大隗会
唱，那个晚上很开心，不知不觉就过完了。

一个未成年的途搭小朋友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看起来瘦瘦的、
高高的，带着阳光和稚嫩的小男生。他到
前台，说自己从成都一路途搭几辆车才
到这里。拿到他的身份证时，我惊呆了，直
到今天他还未满十八岁，就一个人出来，
还是途搭！吃饭的时候一起拼餐，我说你
很厉害，他说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出来。稚
嫩的外表下，似乎有一颗成熟的心。

晚上，他们一群小朋友玩狼人杀，结
束后他过来问我有没有火！我愣了，我说
我肯定没有，我问问别人。他说那我自己
去问吧。他会抽烟！

等到更晚一点，大家都睡了，他问我
有没有火。我看到旁边也没有别人了，我
说你跟我来。我带他到厨房拿了打火机，
我问他，你一晚上都抽好几根了，他说有
烟瘾，今天也没抽几根。

我很惊讶，这么小的年纪，这么暖阳
的男生，居然说出“有烟瘾”这样的话
……可能是我老了，和年轻人的世界有
代沟了。

个子很高会打篮球的范范

在走之前的一个星期，我在规划我
的行程，可能先去稻城。就在这时，在前
台遇到一个个子好高的男生，他和朋友
们也是要去稻城，在前台问稻城的行程。
我们加了微信，如果可以，稻城结伴。

晚上刷牙的时候，在洗手台又碰到
他。原来他才十九岁，毫不掩饰的交流
——喜欢打篮球，很多女生追，和女朋友
相处时很被动，所以现在的女朋友一直
迁就他。我们只认识一个小时，听说我可
能会去成都，他很热心推荐美食，还说了
几家可能人会很多的“隐藏小店”，还要

帮忙订位。在成都的时候，因为有他的推
荐，不需要再依赖攻略。

在店里遇到过很多很多人……
还记得“故事换床位”的那位阿姨，

会武术的研究新能源的佛山小弟弟，P图
很厉害的那位客人，说要寄火锅底料的
重庆妹子，独自旅行的幸福妈妈，“看到
身份证不要笑”的“懒洋洋”，还有那个我
最 最 最 喜 欢 、最 最 最 可 爱 的“ 冉 曼
云”……

在康定，我喜欢在店里，喜欢和大家
在一起。

“那事”篇

康定的雪

第一次轮班休息时，很幸运的搭车
走了二号线，很开心。

第一站——雅拉垭口。上山的路上
遇见了下雪，七月遇见下雪，太神奇了！
旅途中看见我爱的雪，那种心情无法用
语言形容，即使寒冷，依然喜欢到心里。

今天刷新海拔记录——雅拉垭口
4300米。当站到山顶时，漫天风雪吹的
睁不开眼睛，虽然看不清所有的景，却为
今天的雪而感到兴奋。去往江巴草原的
路上，只剩雨。在淅沥沥的雨中，草原是
深绿色。镜头拍不出眼中的草原，看过
后，只能将草原印在心里，想起来的时
候，为自己曾经看过这样的景色而开心。
这样的草，这样的山，这样的颜色，怎么
能不让我着迷。

去往折多山的路上，我们在说折多
山是不是因为转折太多，所以叫折多
山？因为下雪，天气冷的让人瑟瑟发抖，
到了折多山上，小邱哥冻的就是不下
来。几个小伙子被我硬拉下来，和舍旗
合影，小伙子们也是好脾气。

今天一天开心的过去。因为看到雪
而感到很幸运，因为和一群旅友结伴同
游而兴奋。大家自然的交流，自然的拍
照，莫名其妙的经历，一切发生的都是那
么自然。

一程山路

第二次轮班休息的时候，跟着狼叔
一起往中谷村的方向徒步，后来才知道
那是雅拉到丹巴的茶马古道。狼叔开车，
我们到了徒步的起点，那是上次去二号
线的第一个拍照的点。狼叔找好位置，停
好车，我们出发啦。走出第一步，心里开
始莫名的激动。看着狼叔在前面，特别安
心，好像什么都不用害怕。

走进一点，大山里的水声特别好
听。水上横着两根木头成了桥。我第一
反应是，走在上面会不会掉下去？再走
进一点，看到七横八竖的树枝延伸着，
好像绿野仙踪里的情景。其实我们今
天徒步是为了背土。狼叔说，这条路上
的土，质量好。店里的植物有了这些
土，一定超级开心。我记得，狼叔找到
挖土的位子时，他让我留在那里，他们
去拿工具。我不要，因为我害怕一个人
留在那里。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
是很安心，这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
明明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在店里
或者店里的人在一起，就是很安心。

在康定，我喜欢大山，喜欢徒步。在
这里，被别人喊的最多的就是小姐姐。在
这里，生活就像全新的、独一无二的。我
不知道记性很差的我，有一天会不会忘
记，但很开心，我来过康定，这是我在康
定点点滴滴的记录，琐碎却真实。未来，
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我希望我还
能，再见康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