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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像是自然的，二十多天未染

荤食。某日的午餐，突去就近的菜
市场买了少许的肉类，还未入锅
就有种怪异的念头。即食的瞬息，
浑身变得不适。及至整日再无法
做任何一件事情。

自顾笑将起来：或许素食主
义者并不都是有多么大的毅力。
而是这坚持一段时间之后的身心
不适！“举头三尺有神明”，看来从
敬畏自然，到融入自然，我们的一

举一动都有人在操心着呢。所以，
就请搁下负担：GO VEGAN。

二
如若拉萨城新开了一家海鲜

馆，我想没几个人会留意。然换做
是素食餐厅，哪怕位置偏了点，也
能成为大家的谈资。试想，三年
前，有人让我食素。我确信那人一
定早早从我的朋友圈消失了。如
今的每日，我享受着素食带给我
的清淡、寡欲的同时。思维和目色
中尽是：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
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
飘过/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
的姑娘

三
于是，少了油烟的厨房，居

然可以置少许的干花摆饰其中。
于是，疏远了多年的洋葱、红薯、
胡萝卜和西红柿黄瓜们。它们无
需再忍受一次火燎油煎，就可直
接轻触我的味蕾。就连窗台上的
花和鸟雀们，也开始回眸我简约

的居室。
四

GO VEGAN，我从没将这同任
何的信仰关联在一起。就像这天
然的绿色，并不是说在雪山白云
的映衬下，才显得贴切。君不见，
在内地雾霾穹顶，突现的鲜嫩蔬
菜，有时比诗行更能唤起我们对
自然对过往事物的回味和渴望。

五
友人劝诫说，食素久了，体力

可能跟不上。想想那些食草的牦牛、

长颈鹿和马们。我就浅浅地笑了。
在藏地，总有些事情会在不

知不觉中被改变着。是变绿了，变
得更像植物，更亲近自然。

六
每天，坚持在窗台上撒上一

到两次的饭粒。两个月后的今天，
我给不再怕我的小毛毛一家起了
最普通的名字：孩子叫小黄。（嘴
角的嫩黄还未褪尽的缘故。）父亲
叫小黑。（看看它颈下的那条曲
线。）再一只叫小棕。

素食

他说，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丰实施“改土
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取消土司名号，收缴印信号
纸。不久，四川保路运动兴起，赵尔丰调任四川总
督，被成都民军活捉斩首，康区土司头人趁机复
辟。1912年民国建立，置道坞县，杨宗汉为知事，
县以下建立了区、保，而扎坝和玉科被落下了。不
久，四川军阀大战，康区地方势力趁机坐大，渐渐
不受政府“羁縻”，扎坝的丹增，木汝的单戈热登，
玉科的汪洛，行事更是肆无忌惮。谈到旱情，胡仁
济说，夏旱连伏旱，从六月初到今天滴雨未下，鲜
水河雨季无雨汛期枯水；夏季收成减半，秋季作物
绝收；各寺庙煨桑祈雨，无济于事……都是他报告
里的那些言辞。

“所长指示，我们试点在未实行改流，仍是土百
户统治的玉科和扎坝之中选择。”钟秋果问：“你说
说，选哪里好？”

“扎坝！”胡仁济胸有成竹。“自明正土司被废
黜，扎坝的扎巴部族失去统领，由六个土百户分治，
整个地盘大小适中，扎巴人又比较老实温顺，搞试
点便于掌控。”

听说是原明正土司的属地，钟秋果异常兴奋，
去扎坝或许能发现春妹的线索。“望文思义，扎坝该
是山里边的坝子吧？”

“不是。扎坝在鲜水河下游，是一段深沟险壑的
大峡谷。”

“嗬，我一下子进入悬崖险境了！”
“扎巴人自称‘扎’，扎是族名，在族群名称后加个

‘巴’，就是扎族人的意思。扎巴、扎坝在藏语里是一个
词，只是汉人记音的差异。现在一般记写地名用扎坝，
指人就用扎巴，汉人多叫他们扎巴人或扎巴娃。”

“噢，原来如此。西康藏区总体上还处于封建
农奴制社会，但康东已进入小农经济初期，社会
形态比康北康南进步，扎坝属于哪种情况呢？”

“去年征粮，我派马龙调查过，属于从领主制向
地主制转型阶段。明正土司被罢免后，下面的差巴成
为农民，对土百户的人身依附大大减弱。土百户持有
土地不多，蓄有家奴很少，但作为氏族世代传袭的头
人，与部落成员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又由于部落的
统治方式及血亲复仇的习俗，造就了首领对百姓强
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头人有命不敢有半点违抗，纵
毫无感情也维系着严格的尊卑关系，百姓并不因土
司制废除而抗不应命。头人每年还享受着百姓纳贡
送礼和三个月无偿服役的领主特权。”

“在扎坝，除原来的封建主、农奴及后来的农
民，有没有产生新兴势力？”

“有呀。一些能说会道善于精打细算的差户，通
过雇工，买卖土地，吞并逃亡户的土地财产，或通过
抵押，放高利贷，成为新兴的地主富农；有的通过贩
运做生意发了财，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势力，上升为
富贵阶层。”

“哦。”
“扎巴人的生活习性、语言，跟周边部落不一样，

他们说扎巴部族语，叫地脚话，其他藏人都听不懂。”
“噢？这么说来，我这个当通司的还得请翻译

了？”
“不用。扎坝头人和经常外出的商人、驮脚娃大

都会说汉话——他们叫官话。最为奇特的是，”胡仁
济诡秘地说，“那是个女儿谷，比陶渊明写的桃花源
还桃花源。风土人情跟外面迥然不同，女人当家，男
人晚上去爬墙……”

“什么？爬墙？逾墙走壁偷东西？”
“偷人！”胡仁济猥亵地眨了一下眼。“爬墙走

婚，夜合晨离，人尽可夫，人尽可妻，安逸得很哦！”
“原来是偷香窃玉。”钟秋果笑道。“我知道泸沽

湖、扎坝都走婚，不晓得扎坝走婚要爬墙。扎坝保持
这种原始婚俗是交通不便与世隔绝的缘故吗？”

“好像说不通。虽说交通不很方便，但扎巴与外
面的藏民和汉人交往甚密。他们常去泰宁出售虫草
皮毛，购买茶叶盐巴；前些年，头人还带着差巴浩浩
荡荡到康定给土司上粮，一年两次；在康定做生意
的陕商也间或派人到扎坝收购麝香；外地来淘金、
做手艺、逃难躲灾以至上门做女婿的汉人也不少。
到头来，不是外地人改变了扎坝，而是扎坝把外来
人同化。去年前年，国军、红军大军压境，部队如潮
水般一波一波涌过来，又忽愣愣涌过去。红三十一
军九十三师就驻守在雅江、道孚一线，不仅成立了
道孚县苏维埃波巴依得瓦政府，扎坝的卓泥、扎沱、
雅卓也成立乡级苏维埃波巴政府，归泰宁区波巴政
府管辖，泰宁区政府主席仁钦多吉就是扎坝雅卓的
人。建立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给红军筹粮带路，闹
得热火朝天。如此狂潮般的涌动，都没能改变女儿
谷河水的流向！”

“嗨，以前只在书上看到上古母系氏族社会，这
次有机会实地考察了。”

“从县城到雅卓，一百四五十里，如果骑马快行，
只有一天半马程。如果是牦牛驮运粮草辎重，就得走
两天半了。”

“好。就这样定了，去扎坝！”钟秋果一拍桌子，果断
地说。

赵元福走进来，提起炉子上的大瓦壶给钟秋
果续水，听说决定去扎坝，兀自嘀咕道：“可惜，虾
拉沱的疯子喇嘛不在了，不然去问问我的运势如
何，去扎坝顺还是不顺？”

那么碧绿油亮的巨大叶片，在村庄的地域
里，恐怕只有芭蕉叶、棕树叶、荷叶和芋头叶能
出其之右了。

那是一个从没听说过有什么“假货”、“外
来植物”的年代，况且我的家乡八公分村地处
湘南偏僻一隅，村人过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简朴生活，除了吃盐点灯，穿衣读书，其
余的都是乡土物产，自给自足。山川原野，草木
藤蔓，也都是土生土长。自然，那江畔的梧桐
树，也是地地道道的本乡梧桐，中国梧桐。不像
如今的家乡，只有“法国梧桐”这个冒牌货，却
不见了真正的梧桐。

梧桐又叫青桐，我是以后才知道的。不过
它那笔直青青的树干和枝条，巨掌般层层叠叠
的青叶和清香味儿，我从小就十分熟悉。

村前的江畔曾有很多梧桐树，它们与村人
的生活休戚相关。村里有老人去世了，丧家就
会砍来一大捆拇指粗的梧桐枝，截成尺许长，
斜着糊上一圈圈剪成细丝的白纸，做成号丧
棍。而梧桐的树皮，也常有人剥下来，浸泡在水
田里，沤烂表皮，用那长长的纤维搓成绳索。端
午节摘了梧桐叶蒸馒头，素常的日子以梧桐叶
蒸米粑，更是村人沿袭久远的风俗。

这些梧桐树，家家户户每年端午都要来攀
折一番，平常又要经受刀砍斧剁，很少有长得
枝干粗壮硕大的，它们永远没有旁边的柏树杨
树柳树那么高。不过，这些梧桐树的根系却十
分发达，树蔸也长得很阔大，都丛生出一杆杆
大大小小的旁枝干，齐刷刷笔直向上。毎一根
树干树枝，又都密密长满裂掌状的硕叶。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端午节吃梧桐叶蒸
的馒头。

那时我们的村庄，种植小麦。在江流上游
的拦江石坝处，有一座老旧的磨坊，一栋四合
院式的青瓦砖房，中央是一块晾晒挂面的三合
土空坪。磨坊旁边有一个乌黑的水轱辘，滚圆，
巨大，在水流的冲刷下，缓缓地旋转不停，发出
哗哗的水声。小麦收割之后，这里变得忙碌起
来，村人常拿麦子来，到这里换成不甚白亮的
面条，一扎一扎，像一截截粗短的木头。

端午节这天，家家户户磨小麦粉蒸馒头。
不放红糖的馒头如拳，包了红糖的馒头如月。
蒸前，毎户人家都会从江畔摘来硕大的梧桐
叶，清洗后铺垫进大水锅里的蒸笼。蒸笼有
的是竹篾做的，如浅沿的团箕；有的是高粱
秆做的，圆圆的一大块，金黄色，光光亮亮。
做好的馒头密集摆放在梧桐叶上，盖上木锅
盖，猛火蒸熟。

出锅的馒头，热气蒸腾，蓬蓬松松，黄中偏
黑，弥漫着梧桐叶的清香。蒸过之后的梧桐叶，
已是熟透的菜色，焉焉的，十分柔软，全然失去
了原来的光亮和碧绿。蒸下一锅时，往往换上
新鲜的叶片。用梧桐叶蒸出的馒头，存放几天
都不会变馊。蒸过的梧桐叶，多用来覆盖捡拾
在团筛里的馒头，其上再搭三两片新鲜的叶
子，既遮挡蚊蝇，又干净清爽。

很多年来，我们村庄的端午节，就是吃着
这样的梧桐叶馒头。在整整的一年里，这也差
不多是唯一吃馒头的机会。其他的日子，村人
蒸米粑，有时也摘了梧桐树叶来垫蒸笼。摘了
老叶的梧桐树枝，隔不了多久，层层叠叠的新
叶又长得碧绿光亮，如扇，如盖。

梧桐开花在端午之后。开花时节，梧桐树
的枝头盛开一串串繁花，状如小喇叭，花瓣白
亮，脉络粉红，十分漂亮，是江畔靓丽的风景。
以后花谢结果，一粒粒，滚圆如珠，青碧如玉。

上中学后，读到许多诗句，方知自古以
来，梧桐就为人们所喜爱。《诗经》里写道：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
阳。”它是多么的高洁，竟能引得凤凰来栖！梧
桐也常是诗人词家寄意抒怀的对象，李煜慨
叹：“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
清秋。”李清照更是愁得化不开：“梧桐更兼细
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每每读到这些优美的
诗句，我的眼前总是能够浮现起昔日江畔那
些熟悉的梧桐树。

家乡的梧桐树，应该消失有三十多年了
吧？真有点怀想江雨梧桐的旧时光了。

人类一开始就面对两个无
形的时空：一个外部时空，中国
人将其称之为宇宙；一个内部时
空，称为心灵或曰心胸。人类就
像孤独的行吟诗人，在这两个时
空世界里孤独而艰辛地跋涉着，
一走就是几千年几万年。

人类在星空浩淼的外层时
空里已走得很远了；人类已看见
了地球是圆的；人类的脚已走到
了月球、并继续走向火星和更遥
远的星际。人类知道了地球之外
还有生命；人类用自己的名字呼
唤着他们。

然而，面对另一个浩淼的时
空，人类的脚步却总是那样沉
重、那样迷茫，总是绕着圈子在
里面打转。路，似乎越走越窄；圈
子，似乎越走越小。一个个霸世
雄杰，一次次文明灿烂，最终都
在狭窄的胸襟里迷失、倒下和灰
飞烟灭了。这难道是人类不能超
越的悲剧的命运吗？

人类几时才能找到一种方
式，大道无形、大道自然地走出
狭窄的心胸？在有生之年，面对
狭窄的胸襟，谁又能回答这个
涉及到人类生存还是毁灭的问
题呢？

李斯，战国时楚国上蔡人，
与韩非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学成，西入秦国，在助秦王政统
一中国的大业中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入秦不久，纵观天下局
势，向秦王提出“灭诸侯，成帝
业！为天下一统。”的主张；秦并
六国，又积极主张废侯，行郡
县，书同文，车同轨，改革一系
列的典章制度。

秦王政十年，韩使水工郑国
来秦，为耗秦国国力，劝秦大兴
水利。事发，秦王接受宗室大臣
建议，下令逐客。李斯在被逐之
列。于是上书劝谏：“过去，穆公
访求贤才，西边从戎族那里选拔

了由余；东面从楚国的宛县得到
了百里奚，从宋国迎来了蹇叔，
从晋国请来了丕豹的公孙支。这
五个人，不出生在秦国，可是穆
公重用他们，因而吞并了二十个
小国，称霸西戎。孝公采用商鞅
变法的主张，移风易俗，国家因
此繁荣富强，百姓因此乐意为国
出力，各国因此对秦国亲善归
服。惠王采用张仪的计策，攻取
三川一带，向西并吞巴、蜀，向北
收获上郡，向南夺取汉中，向东
占据成皋天险，取得了大片肥沃
的土地。昭王得到范睢，罢黜穰
侯，放逐华阳君，限制豪门贵族，
蚕食各国疆土，最终帮助秦国完
成了帝王的基业。这四位君主，
都是凭借着客人的功劳才得以
建立功业。从这些事例看来，客
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

秦王政采纳了李斯的劝谏。
秦也因此最终取得了天下。

“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
够形成它的高大；河海不挑剔细
流，所以能形成它的深广；帝王
不排斥百姓，所以能够兴旺他的
道德事业。因此说地不分东西南
北，民不分本国外籍，能够四季
都富庶美好，鬼神都来保佑。”李
斯这篇言帝业与胸襟的宏论，是
深刻的。对于无论是古代、现代
还是未来的人类文明来说，都不
失其光辉而永久的意义。中国古
代五帝、三王及李唐盛世；古印
度、古希腊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迅速崛起的美国，便是最好
的例证。一个人，如果有如此胸
怀，世界之大，天地之大，梦想之
大，都尽在其中。

[典源] 心胸：指人的心境。
孙绰《游天台山赋》：“过灵溪而
一濯，疏烦想于心胸。”李白《魏
郡别苏明府因北游》诗：“何时
更杯酒，再得论心胸。”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村庄如
人，是富于表情的。因此，我也喜
欢和不同村庄的遇见，如遇见故
人，也如结交新朋。

见过的村庄不少，它们分布
在山边、在水岸、在岗上、在平
畴，这些村庄是有着不同的性格
的，我喜欢村庄的不同，它们给
了我遇见时的惊喜。不同的村
庄，随形就势，在岁月的流逝中，
在厚土的承载上，各自讲述着自
己的故事，各自生长成自己该有
的模样。

每次看到一个陌生的村庄，
我都会想，这个村庄最初的模样
会是怎样的呢？在想，这个村庄
里人的性格会是怎样呢？有时
候，我会无端地觉得某一座村
庄，就像是某一个人，或如着长
衫者的儒雅，或如穿短褂者的勤
谨，或如主妇般干脆爽朗，或如
村姑般活泼俏皮。这些想法毫无
来由，却让我对不同的村庄多了
一些兴趣。

皖南多山，皖南的村庄是撒
在大山褶皱里的，有藏着的丰富
与可爱。去皖南看那些古村落，
时常有回家般的亲切，也有探密
般的惊喜。

皖南的村庄是镶嵌在青山
绿水之间的，你第一眼看见那些
村庄，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这
儿就该有一座村庄，这座村庄就
应该是你见到的这个样子，亲切
感是与生俱来的。村庄里，错落
的粉墙黛瓦，村中流过户户人家
的水圳，绕村日夜流淌的溪流，
进村的道路，路边的水口园林，
村里的祠堂和牌坊，如日光月影
般自然亲切。

皖南村庄所给你的惊喜，
是墙影斑驳的厚重和苔衣苍翠
的古朴。你不知道哪一座看似
寻常的村庄，会告诉你一段让
你惊讶不已的历史。你也不知

道哪一座宅门的后面，曾经住
着一位温暖过你的目光和心灵
的人物。你会想，他们真的曾经
生活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小村庄
里吗；你会寻找，他们在村街的
石板上留下的足迹；你会猜测，
哪一块墙影间的蓝天白云曾经
温暖过他们抬头仰望的目光；
你会渴望，在同一片天空的云
影间，与他们目光温暖的相遇
和瞬间的重叠。

江南多水，村庄卜水而建，人
家枕河而居。那些村庄在水边蜿
蜒，在水岸风情万种，演绎着柔似
水的日子，拂过弱如柳的辰光。

去水岸边的村庄，宜于坐
船，坐细长而窄小的船。我更喜
欢没有船蓬的小划子，一支长
篙，一叶轻舟，碧水之上，如一片
柳叶。村庄在雾岚缥缈的远岸，
远远望去，村树房舍成青黛之
色，模糊成一片光影乱离，洇染
成一抹青痕渺茫，水墨样清新。
村东桥边高大的乌桕，兀自招摇
成村庄的地标，远望如旗。舟如
离弦之箭，只三篙两篙，轻轻地，
就划过乌桕树旁跨河的石桥，轻
舟过桥涵，如入盘门，你和你的
轻舟是被那条长河里的水一把
揽入怀里的，岸边的村庄，如伸
展开来的双臂，屋檐下的风铃，
清泠泠地哗响，那样热情。问水
村庄，如遇静立水边双眸凝愁的
女子，遭遇似水的柔情。

沃野平畴，寂寥而又苍茫，
一个人行走，难免寂寞孤单。爷爷
常说，日子长似路，路是终其一生
也无法走完的。坐落在岗上、平畴
的村庄，如人生的一处驿站，也如
一直在某个地方等着你的旧时
相识，没来由地和你熟络，没来由
地让你无法疏远它们。

村庄的表情是丰富的，该用
一路行走去细细体味那些卓然
而立的风景。

心 灵 博 客

村庄的表情
◎章铜胜

◎田勇数 字 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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