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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土 器 物 记

村庄没有棕树，棕绳家家都有。
长的，短的，细的，粗的，新的，旧的。

我们村庄周边一些山沟里躺
着的小村子，十几、几十户人家
的，在他们村前或村后，能看到独
立或成丛的棕树，光杆黑溜，树顶
像野鸡屁股上成堆的漂亮长翎，
散开着巨掌般的长柄绿叶，长柄
下端披散着一圈棕黄乌黑的杂乱
的棕毛，像一个多年不曾理发洗
头的浪人。我曾经纳闷过，这样的
棕树，为什么我的村庄没有呢？

棕树经年可以没有，棕绳一
日不可或缺。

早晨起床，睡眼惺忪，眼角上
两团黄白色眼屎还没有擦去，套
用村人一句夸张的话：“眼屎能打
土砖。”便从门后墙角里顺手拿了
一根铁钩扁担，挑了两只木水桶，
出了门，走在石板巷子里，走向村
前柏树下咕咕流淌的老水井。两
桶清亮的井水挑上肩，一前一后
两股棕绳把扁担拉得弯弯，咕唧
作响。挑水的人络绎而至，往来交
错，打着“早啊”“挑水啊”这类顺
口而出的招呼，板结的脸面渐渐
生动起来。

村庄的箩筐有两种，大的叫
谷箩，小的叫米箩。双抢割水稻之
前，村人往往会在赶圩时买来新
箩筐，新棕绳。在剪刀尖嘴的配合
下，撬开箩筐四面外侧中央预留
的穿绳篾孔，一根长长的新棕绳
依次穿过，在箩筐底呈十字型交
汇，打结。提起棕绳，犹如箩筐的
双耳。挑谷挑米挑碳挑花生挑红
薯，甚至走亲戚时挑着一双小儿
女，箩筐棕绳的长度可以根据挑
者的身高挽结调整。

那时村庄的人家都养猪，每
天煮潲需要大量的茅柴。年少的
我们，有一项日常的工作，就是上
山砍茅柴。尤其是周末和寒暑假，
只要不下雨下雪，几乎每天上午
和下午，都要成群结队与伙伴们
到远近的山上砍两个来回。上山
时，我们各自带一把镰刀，一根柴

枪，两副套了木勾子的棕绳。下山
时肩膀上挑一担棕绳捆缚的茅
柴，茅柴沉重，压得皮肉肩骨生
痛，只得快步疾行，回家的路上，
要歇息好几回。

那些用旧了，甚至已经断过
很多次的棕绳，会派上别的用场。
比如套在窗外墙钉上，用来挂晾
衣的竹竿；套在木梁上，挂菜篮，
挂箩筐，挂需要躲避老鼠的物件；
也可以用于别的使用棕绳的地
方。总之不会轻易丢弃。

长长的棕绳，也在村庄禁锢
着自由，摧残生命。牛永远被一根
棕绳牵住了鼻子，狗脖子被买狗
人套进了棕绳套，一命呜呼。就在
我们的上一辈，用棕绳捆人斗人，
几乎是习以为常。在我少小的时
候，偶尔有想不开的村人，用一根
棕绳了结余生。

有一种粗如手臂的棕绳，每
户家庭差不多都有一根。一端打
了一个死结，比拳头还大。这根棕
绳用来将箩筐的稻谷和米扯到楼
上，倒入谷廒或米缸。在我十几岁
之前，家里是父亲干这个活。他双
脚跨站在楼梯口，附身朝下，从楼
上垂下粗棕绳来。我们站在下面，
将谷箩筐的细棕绳挽一个大活
结，挂在粗棕绳的死结上。父亲用
力将粗棕绳一下一下往上拉，最
后提住活结，把沉重的箩筐稳稳
地放在楼板上。少年时代，我成了
干这个力气活的接班人。

村里也有这样粗大的公用棕
绳，每次使用，要同时用上好几
根，那是用来绑扎出殡的棺材和
抬杠。抬棺的“八大金刚”脚步缓
缓向前移动，沉重的棺材在两根
圆木大抬杠的裹挟下，一沉一浮
大幅度晃荡，与粗大的棕绳发出
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到了新挖的
墓穴边，抬杠拆了下来，村人拉
着粗大的棕绳，将棺材缓缓放进
墓坑。拉出棕绳，掩上黄土，一段
或长或短的人生，就此回归地母
的怀抱。

棕绳
◎黄孝纪

一大早，手机震动惊醒了我，
一看日历是4月29日，母亲的生
日。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备
注的，向天轻道一声：“天堂上的
母亲，生日快乐！”瞬间，泪水充盈
了我的眼眶……

想想，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
20年了。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她给
人的印象是善良、坚强、勤劳、阳
光。她生于五十年代末，三姐妹中
排行老二。听外婆讲，母亲小时候
很调皮跟男生没什么两样。七十
年代公社化时，每天要出工干农
活，外婆派母亲和姨妈去，可每次
出门俩姐妹，回家却往往只有姨
妈一人。原来，母亲在回来路上不
是爬树摘酸桃子就是去掏鸟窝，
十足一个“女汉子”。可“女汉子”
也有爱美之时，在母亲十来岁的
时候，就知道和村里的小姐妹一
起卖家禽，私下攒钱给自己买新
衣服穿。虽说母亲“野”，可学习成
绩好，每次都是年级第一，同龄小
伙伴很是不解，为什么她玩也玩
了，成绩咋还那么好？于是，母亲
成了他们羡慕和嫉妒的对象。

七十年代，母亲他们那一辈
的婚姻虽说自由，但是在农村还
存在包办婚姻。母亲可不干，她在
公社做农活时，认识了一个初中
毕业写得一手好字的文静大帅
哥，他在公社当记分员。母亲一眼
就看上了他，展开大胆而热烈的
追求。小伙父母知道后，坚决反
对。对此，母亲跑到小伙家里，对
其父母说：“我爱他，请允许我们
在一起吧！不管我们有多穷，我也
愿意跟着你儿子一起去打拼，也
会好好孝敬你们二老！”如此决心
与深情，终换情郎携手牵，那个被
母亲钟情的小伙就是我的父亲。

婚后，母亲不甘过穷日子，说
服父亲一起到了藏区高原采菌。七
八月的高原，正值雨季，也是采菌
的好时候，不管雨下得多大，不管
道路多泥泞，他俩都不叫苦不叫累
地往返山上，从采菌到晾晒再到出
售，总是一鼓作气地完成。辛苦的
劳动终究得到回报，从一碗一瓢再
到一砖一瓦，到八十年代时我家已
经住上了漂亮的“小青瓦”。

从我开始懂事起，母亲就一直
教导我和妹妹，做任何事情贵在坚
持，一个人只要勤奋肯吃苦，总能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时，学校
放“农忙假”，别的小朋友都可以随
意玩耍，可我和妹妹却要被母亲拉

着去帮外公干农活。母亲一边干活
一边教导我和妹妹做人的道理，或
轮流让我和妹妹给她讲在学校发
生的事情。现在想来，那时母亲是
为了锻炼我们，让我们知道小时候
幸福的生活是父母给与的，长大后
想要过幸福的生活就要靠自己辛
勤劳作而获得。

母爱如晖，可拥有时不知珍
惜。童年的记忆大多是在父母的
呵斥声中偷偷和小伙伴嘻耍。那
时，我们最怕的莫过于玩的尽兴
的时候被母亲吆喝着回家。而今，
翻开心头那本成长的回忆录，才
发现童年的欢乐是朦胧不清的动
点，好多事情都是记着一些忘了
大半，真正清晰的是成长路上，母
亲教导我们的点点滴滴。

永远不会忘记，那年秋我正
读初三，母亲答应我回来给我开
家长会，可等来盼去，母亲不仅没
有回，等到的却是永远的疼永远
的伤。后来，才从小姨那知道了噩
耗的经过：那年秋，父亲按惯例出
车去高原林场拉运木料，可母亲
看见林场许多半成品的木料舍不
得扔掉，就同父亲琢磨着将此一
一装车带回家做家具用。不料，父
亲在搬运最后一根木料时不慎扎
伤了右脚，当时脚背就黑了一大
片，母亲心疼得哭了，很是自责。
木料装好后，夜里下起了小雨，在
回来路上的一个拐弯处，父亲为
了避让路边的一辆货车，疼痛的
右脚没有踩住刹车直接连人带车
掉进了湍急的大渡河。母亲当时
跳了车去救父亲，想拉住父亲的
手可怎么抓也抓不住，最后跟着
大渡河的河水飘向了远方……

母亲走后的日子里，每逢节
日或母亲的生日，我都会回到父
母出事的大渡河边摆上他们的遗
像磕头祭拜。父恩是天，娘恩如
地，作为儿女即便倾尽所能又如
何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

如今，父母已经走了二十年
了，带着几许遗憾，几许牵挂，几
许思念，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女
儿能够做到的就是：唯愿我的父
亲母亲在那个天堂世界里永远健
康，永远快乐，永远幸福。

想您时，您已离我远去。永
远的天堂，永久的怀念，让生命成
为永恒，让思念跨越时空。母亲、
父亲，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如果有来世，我还会做你女
儿，爱你们！

想您时，您已离我远去
◎张丫丫

我狂呼乱叫醒来了，抱着脑袋，眼前还是那片喷射状
的红色。身子下是洪涛里漂流似的摇晃颤动，心子朝更加
暗黑的地方收缩。

阿洼老人的诵经声使我在狂躁里平静下来，我撑起身
子抬头看他，他也回头看了一眼我，嘴角收缩了一下，皱起
温暖的笑纹。我看见他旁边蹲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双眼
睫毛很长，墨汗里浸过似的漆黑。她看了阿洼老人一眼，也
回头对我温暖一笑。我在想，那个抱狐狸的女孩，是不是这
个女子？

阿洼老人说：“孩子，你做恶梦了。来，喝点热茶，心里
会平静些的。”

我接过那女子递来的热茶，还在想刚才梦里的事。肯
特上尉那双求助与无奈的眼睛还在黑暗里晃着，那张恐惧
的脸由血红到青紫。他张大嘴想对我说什么，我伸过头去
想靠近他时，他又挥手叫我离开，离得远远的。他抽出腰间
的枪，我能看清M1911A式自动手枪上的钢蓝。他举起枪
时，脸上难看死了。他的嘴张得很大，像要吞咽下什么巨大
的东西。枪管伸进嘴里时，两行带血的泪从眼角流淌下来。
我大叫一声，想冲过去，枪声响了，一股灰烟从他背后飘
出，血水便喷溅出来……

我的牙齿在嘴里橐橐橐磕碰，腿还在不停地颤抖。
“喝点茶吧，可怜的孩子。”阿洼老人说。
我喝了口茶，很清香的茶，粘在舌尖上时又有些苦涩。我

叹息一声，把茶喝干净，那女人想来添上时，我摇了摇手。我
能感觉到茶水在心里滚动，把那种血腥那些狂躁压了下去。
可我填满心间的疑问又涌了上来，我双眼让泪濡湿了。

“我不明白，我的弟兄，勇敢乐观的肯特上尉怎么会突
然举枪自尽呢？”

“这个世界上你不知道的事还很多呀，我的孩子。”他的
脸膛放出红光来，手指在我脸上晃了一下，说：“我们的心里
都紧闭着一间房，没有门锁，我们平时也忘记了打开这间房
来看看。就在那一天，你的弟兄，那个肯特上尉无意中掀开了
那道门，平时疏忽了的邪恶的东西飞了出来，挠乱了他的心
智。哦，孩子，我们都愿他的灵魂能得到宽恕而平静。”

我笑了，是很恶毒的笑，我差点对他大喊大叫。我的朋
友我比谁都了解他呀！他会心智紊乱，做出疯狂的事吗？对
一个刚刚结婚，盼望与新婚妻子相爱相守的人，能做出那
样疯狂的事吗？我不相信，砍掉我的脑袋都不会相信。我又
冷笑一声，说：“我会弄清楚的。别以为我眼睛看见的都是
梦，我也有嗅觉，能找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阿洼老人看看那个女人，女人低下了头，我发现她两
只手的指头相互纠缠着，显得很紧张。阿洼老人端起茶碗，
低低吹去浮在面上的碎茶叶，喝了一口，茶碗捧在手心低
低搓着。那是只黑亮的紫砂碗。他看了我一眼，说：“好吧，
你去查吧，怎么查都行。想我帮忙的话，我们香格里拉人都
会来的。”

女人在给他倒茶时，不小心把茶水溅到了他的腿上。
女人嘴皮都吓紫了，低着头跪在地上直说对不起。阿洼老
人哈地笑了，说：“一点茶水嘛，浇在花的根须，会根盛叶
茂。而我这个不中用的老人，说不定会治好我痛了许多年
的风湿呀！”

我却把这个女人记在了心里，想她肯定知道些什么
事。肯特兄弟，等着吧，我不会让你白死的。

阿洼老人却说，人呀，脚都是朝前生长的，那是为了朝
眼睛看着的地方走。老盯着脚后根的人只有摔跟斗。过今
天的日子，想明天的事吧。

在我心情平静下来时，我仔细打量了下那个女人，大
约二十左右，脸微胖身材丰满，肤色白晰。眼睫毛很长很
黑，笑起来像月亮似的美丽。阿洼老人说，她就叫月亮，是
金色的，藏话叫色金达瓦。她坐在阿洼老人身旁，给他递着
他需要的东西，看起来很像他的女儿。阿洼老人却说，按香
格里拉的规矩，色金达瓦该做他的老婆。可他不想她做老
婆，因为她还很年轻，该有很美的未来。他与她只能是父女
是朋友，互相谈谈心里话，也互相帮着做做事。

色金达瓦又把一碗加了盐的茶递给他时，他端起茶没
喝，看着那堵能观察世界任何地方的墙，眉头皱紧了。他放
下茶碗，手掌在墙壁上的挥，雪风又在吼叫了，墙壁闪耀着
刺眼的寒光，浓雾卷着大片的雪花扑面而来。那队迁徙的
牧牛部落顶着风雪走近了。色金达瓦的脸也阴沉了，捂住
脸好像不忍看见这个正在受难的部落。阿洼老人的声腔很
和蔼，说：“只要在朝前走，就有希望。红狐狸的阿洼部落没
有就没有失去信心。”

达瓦说：“我是不想再看到有人死在雪地上了。像昨天
看到的，一对母女，走着走着，就睡在了雪地上再也爬不起
来了。”

阿洼老人什么也没说，轻轻拍着她的背。
我忍不住了，把这几天的疑惑说了出来：“他们不该离

开自已的家园，走进这迷茫的没有尽头的风雪里。我想，他
们不离开自已的草场，此时正坐在暖烘烘的帐篷里喝着热
茶呀！”

阿洼老人冷笑了一声，色金达瓦说：“他们不是离开，
是在逃命呀！”

我仍然不理解他们说的话。
阿洼老人招呼我坐到他身边来。他手墙壁上东一抹西

一抹，一片焦黄的到处飘荡着死亡气息的草地出现了。强
烈的旋风从黄土上刮过，把干枯的杂草刮到了天空。阿洼
老人看了我一眼，眼心里充满了血红。他说：“活下来的都
忘不了那场燥热的风暴……”

呼儿，呼呼呼——风把草皮铲起来，黄色的沙土漫天
飞着，扯开飘不散的黑雾。

“风整整刮了五天五夜。开始，只是细声的喘息，刮落
树顶的几片枯叶。渐渐，嘶声吼叫起来，卷起褐黄色的烟雾
和山那边霉烂的焦土，狂涛般滚了过来……”

焦土与狂风在墙壁上的画面上交织出现，阿洼老人有
些受不了，张大嘴喘息着，又捂住胸脯咳喘起来。好像那风
沙是朝他刮来的。他接过色金达瓦递来的茶，喝了几口才
平息下来。他指着墙壁上的画面，对达瓦说：“你给这位先
生讲讲吧。”

达瓦站起来，像个很有礼貌的讲解员朝我鞠躬行了个
礼，朝向风沙滚滚的画面，说：“本来就让掏食草根的地鼠
糟蹋成癞痢头般的黑草滩，此时只留下满眼的枯草，像头
远力蠕动的老牛。萎缩的草卷曲着衰弱的身子，仿佛轻轻
摆动一下，都会化为灰烬。那个时候呀，周围大山和灌木丛
都涂上一层焦黑，那是种死亡的颜色。成群的秃鹫与乌鸦
傲立在枯树枝上，呜哇哇撒一片忧伤，瞅准时机扑向那些
枯瘦羸弱的小动物与牲畜。不久，草滩上就留下了具具白
骨，冷冷的刺着人的眼睛。”

“那是个死亡的日子。不过，那只是个开头，像一场什
么戏的序幕，死亡的大门还没掀开呢！”

活下来的人呀，都这么说…… （未完待续）

◎嘎子

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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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秘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
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
时期；2018 年，改革开放的征途将走过 40 周
年。40年，承载着多少梦想与荣光；40年，流淌
着多少青春与故事。在这短短的40年间，中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成果惠及千家万
户，人们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在这40年的改革
大潮中，我们共同脉动，共同见证，共同受益，
衣、食、住、行有了根本性提高，事业、家庭、生
活质量上升到了更高层面，每个家庭都付出了
辛勤劳动，每个人都经历了精彩故事。

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自即日起
至2018年12月31日止，《甘孜日报》特别推出
大型主题策划“我家这40年·有奖征文”活动。

改革开放40年来，你家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家这40年·有奖征文”邀您讲述！

征文要求：
（1）故事，以小见大、小角度切入。从希望的

田野、乡村蝶变、我的高考、出行之便、乔迁之
喜、丰衣足食、多彩生活、生活保障、我的创业、
精彩人生等方面，讲述普通家庭在这40年发生

的可喜变化，反映我州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
辉煌成就，体现老百姓越来越充盈的幸福感。

（2）每篇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
（3）每篇稿件提供2—3张配图（JPG格式、

相机拍摄、3M以上、原始大图，不作任何处理）。
征文评奖：
对见报稿件，除按规定给予稿费外，征文

活动结束后，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组，从所
有见报稿件中评选出一等奖1篇、二等奖2篇、
三等奖 3 篇，在报纸上公布并颁发获奖证书，
同时对一、二、三等奖获得者分别给予 3000
元、2000元、1000元的奖励。

投稿方式：
稿件（文、图）均以电子文档方式发送至邮

箱gzrbyjzw@163.com。投稿时须注明作者真
实姓名、详细通联地址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杨燕
联系电话：13990470117

甘孜日报社
2018年5月15日

“我家这40年”有奖征文

启事

感知雪域

秋雨惜别剑门
冬雪喜临贡嗄
回味巴国包谷饭
又尝藏乡酥油茶
红日照耀藏寨
经幡舞动万家
耗牛铃铛响野原
神鹰高旋绕峰崖
汉子马上扬鞭
姑娘火塘绣花
雅水一江破冰去
雪域美景胜唐卡

藏寨晨曲

当十八弯天路正延伸梦想
当马它马藏寨正温暖希望
嚯，太阳出来了
磅礴着万丈光的力量
银装的卡子拉群峰
顿时佩戴万方金顶登场
蔚蓝如瀚海的天边
挂着如帐蓬一样洁白硕大的月亮
早出的耗牛群追逐冰河边，雪山上
像黑晶晶的群星闪耀光芒
汽笛低声响，来自远方
牧犬高声吠，响彻藏乡
朱红的木门扇扇洞开
洁白的哈达齐齐献上
木呷燃烧牛粪火，驱散寒冷
卓玛煮起酥油茶，香沁心房
老阿妈炫耀新屋新被新衣裳
老阿爸喜算增收增牧明白帐

若问扶贫政策好不好？
千家万户回答一个样——“突及其”习主

席，“突及其”共产党！
注：“突及其”为藏语“谢谢”

回望康巴

惜别，松不开贡嘎伸出的手
再见，割不断雅江深厚的情
神鹰载着身，早已离去，但心，却化为高天上

的一片云
云中，储存着藏乡绝色画卷
云中，录制着嘛咪嘛咪哄的佛音
冰瀑高悬，是金山捧出的哈达，雪域苍茫，是

波浪壮阔的海景
宏伟壮丽的藏寨，炊烟袅袅
幻化为海市蜃楼，美奂绝伦
房屋中，耗牛肉，酥油茶，飘香
青稞酒碗碰响《康巴汉子》粗犷歌声
帐篷里，篝火燃烧着欢乐与幸福
美丽姑娘卓玛旺姆舞动彩霞般长裙
此时彼刻，静静的雪域
正萌动春天夏天秋天的愿景
地下，小虫大虫在涌动，它们的梦是蜕变成草
地上，公牛母牛在骚动，它们的梦是儿女成群
山中，冰雪覆盖的松针下正聚会誓言
我叫松茸，夏天一到，我奉献神菌
冬日里，宁静的高原上唯独喧哗的
是一条条弯弯长长的公路
像彩虹飞舞
似巨龙升腾
这路，是藏胞脱贫的弯长史书
这路，是雪域奔康的宽大天梯
这路，正向着太阳延伸
这路，正向着未来延伸

雪域三章
◎郭光泉

遥望雪山。冯光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