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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文学

农历三月，下过几趟春雨，被雨水清洗过的阳光格外明丽。走上大街，路边那些穿上春装的树光彩照人。捂藏了一个季节的人们全出来了，
公园、街道，全是来来去去的欣喜身影。

先生说，朋友是人在大地上的三大人伦之一。通过以夫妻、母子、朋友为核心组建的人伦关系，人的人类性得以落实。人不再是大地上孤立
的存在，人心因而温暖，人得以以人类而存在。

我依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看着被忽明忽暗的炉火照亮的父亲，他的脸上呈现着只有逢年过节祭祖时才会出现的的认真而严肃的表情。或
许，对于父亲来说，炒制苦菜茶的时间就是他感恩大自然馈赠的一个敬畏之旅。

顺着弯溜溜的山路，她将一群羊赶上后山坡，任其自由散漫地啃吃满坡青嫩野草，自己却独自爬上坡顶，坐在一砣突兀的大麻石上，从背包
里拿出一本书，专心致志地看起来。

天使般的姑娘凯瑟琳跨越鸿沟与他心灵相伴。我不由又想起山那边的人家，我向父母打听消息，说是后来都被迁居到磨西集中治疗，车队的一
位叔叔去那里当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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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和我在整理老屋时，从地下室的柜
子里，翻出了几张明信片。

有一张明信片最为年老。明信片的背后
印着，湘新出准函239号（90——38）。我猜
想，括号里的数字，说明了明信片印刷的时
间是 1990 年，明信片的编号是第 38 号。
1990年，我小学毕业。看来，这张明信片是
我小学毕业时，收到的礼物。明信片的正面
以红色为底。中央是一颗粉色的心。心的正
中，有一个很卡通的娃娃。明信片的左上角，
是蓝色的知音两个字。右上角，印着黄色的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明信片背后的
赠言空白处，写着“淑我忘不了的：总得分
手，总得追求。来日方长，总会相逢。愿我俩
情意天长地久。”署名处落款是，“友，夜莺”。

夜莺，一个被我遗忘了多年的女孩。当
读到署名时，我完全记起了她的音容笑貌。
她，就是我读小学时的闺蜜，小余。

小余有一副好嗓子。当她唱歌时，有夜
莺在她的喉咙里啼叫。我给她起了绰号，夜
莺。我想，将来，她一定可以当一个歌唱家，
像夜莺一样地自由美丽地歌唱。

作为闺蜜，我的世界和夜莺的世界，是
无遮的。我们甚至相互了解对方的身体。她
洗澡时，我可以不必回避。有一次，我趁她坐
在浴桶里摸了一把她已经发育了的乳房。然
后，倒在床上大笑。她也没有生气。我的身体

也是对夜莺敞开的。我第一次来月事，给于
我帮助的，就是她。小学六年级下半期，我来
了初潮。对于月事，尽管我通过医书，有所了
解。可是，我依然紧张。我不知道怎么办才
好。那时，母亲不在身边。我只好求助于夜
莺。她比我年长且发育得早。夜莺给我买来
卫生纸。那时，尚没有卫生巾。她教我怎样折
叠卫生纸，怎样铺垫。

我们如此亲密。我想，我们彼此应该是
透明的了。然而，有一天，夜莺却让我感到了
她的神秘。有一天，夜莺对我说，她其实并不
姓余，她姓铁木。她不是汉族，她是蒙古族。她
说，他们余家有一本《余氏家谱》，记载了他们
原本的姓氏。夜莺没有见过家谱，夜莺的父亲
阅览过家谱。他告诉夜莺，他们是元朝宰相的
后人。红巾军起义，杀尽皇族后代，夜莺的先
祖被迫逃亡。逃亡中，夜莺的先祖将姓氏改为
余。夜莺说，她的父亲告诉她，要守住秘密。不
能让人知道他们是蒙古人。

夜莺违背了父亲的告诫。她将秘密告之
了我。夜莺对我只有信任，没有一丝怀疑。当
夜莺告诉我秘密的那一刻，我因一个人对另
一个人的无限信任而深深感动。

夜莺的讲述，为我推开了一扇历史的
门。遥远的元代，以夜莺的出生，她应是一位
郡主，过着琴棋书画、锦衣玉食的日子。从小，
她的郡王父亲会请来良师教导她唱歌。她定

会以美妙的歌声而活得光彩照人。然而，红巾
军改写了历史，改写了夜莺的命运。在边远的
泸定县，夜莺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她的家
族辉煌的过去，随时间的流逝，渐渐湮灭。

夜莺的家族，之所以能在泸定县生存下
来，缘于泸定县的边地性质。边地，天高皇帝
远且地广人稀，不仅可以容纳逃亡者，如夜
莺的族人及彝族人，泸定县的彝人大多是从
凉山州逃亡而来的，还可以容纳逃荒者，如
我的家族。我的家族就是从天全县逃荒到泸
定的。逃亡的人，逃荒的人，与本地人一同组
成了泸定的主体人口结构。这些人在泸定朝
夕相处，结下了友谊。

夜莺说，我们总会相逢。可是，有一天，
我们却不再相逢。初中毕业时，夜莺没有考
上中专，她的父母就不准她念书了。据说，
她的父母让她在泸定县加油站找了一份工
作。她的歌唱家的梦想就此终止了。夜莺，
就此湮没在了茫茫人海中。我和她就此分
开了。

现在，我因一张明信片，想起了夜莺。想起
了夜莺对人的无限信任。阵阵暖意涌上心间。

先生说，朋友是人在大地上的三大人伦
之一。通过以夫妻、母子、朋友为核心组建的
人伦关系，人的人类性得以落实。人不再是
大地上孤立的存在，人心因而温暖，人得以
以人类而存在。

三月，走在前面的是风，中间的是桃
花，后面的才是我，于是我经常错过。

农历三月，下过几趟春雨，被雨水清
洗过的阳光格外明丽。走上大街，路边那
些穿上春装的树光彩照人。捂藏了一个季
节的人们全出来了，公园、街道，全是来来
去去的欣喜身影。

随后，拜访桃花便成为最好的理由。
由于去年是个冷冬，今年的桃花来得特别
迟，不少性急的人早早的上了山，守候桃
花。桃花终于迟迟的到来，让久等的人们
觉得她完全是个工于心计的女子，故意在
约会的时间迟到。桃花依旧不言不语，花
下却少不了成群结队的来访者，于是，这
个春天终于完整。

然而，在我上山的时候，桃花早已谢
了春红，已经匆匆的擦肩而过，我于是又
一再错过。桃花已经走远，风也当然只能
是记忆中的了。

记忆中，三月的风的确让人刻骨。当
年我还在乡下教书，那个春天也来得突
然，当我在校园里不经意的抬头时，高大
的榆钱树已经打上了绿伞，嫩绿的阳光
透射过来，还有点晃眼。我住的寝室在一
排低矮瓦房的拐角处，风顺着墙根一路
过来，正好冲向我的屋子。屋子转角一边
是两间幼儿园的教室，另一边是几个老
师的寝室。

在秋冬有太阳的时候或者夏天没有
雷雨的时候，老师们都要搬上把藤椅坐在
一起闲谈。然而，在榆钱上梢的时候，那个
小坝里没有一个人。当然，主要是因为风。
风顺着对面一长排教室墙跟猫腰过来，突
然没有了去向，于是搅得尘土飞扬，大家
都躲闪不及。我呆在屋子里，把窗户关得
紧紧的，但仍能听见风从门缝里挤进来的
声音。那间屋子有一个塑料布做的顶棚，
遮灰挡土的。在无风的季节，过两三周，蚊
帐顶上盖的白纸上面都有一层均匀的微
黄细灰，用手轻轻一划，纸上便会留下一
道洁白刺眼的指痕。我经常把纸取下来抖
抖灰，然后又放上去。

然而，那年三月间的风来得让我始料
不及。有时我开门去上课时，一开门，风呯
的吹开门，又在顶棚上震下一搓细土。我
使劲关上门，待下课回来开门时，门又呼
的把门吹开。这倒没有什么，让我心悸的
是，只要门一开一关，屋内半空中的塑料
顶棚便要粗笨的吆喝一声，然后上下抖
动，于是墙角便有聚积着的细沙簌簌往下
掉。我不得不每天扑打着满桌子的灰。所
以，我特别怕风，每次总是小心翼翼的打
开一个门缝，紧紧拽住门扣，当自个从门
缝中挤进挤出后，便迅速的把门关上。由
于地板比较潮湿，窗户也用报纸蒙得严严
实实的，后来与同事开玩笑说：我有个特
点，就是怕风、怕光、喜欢潮湿，惹得大家
哈哈大笑。

这样过了些时间，觉得会平安无事
了，然而，风却丝毫没有懈怠的意思。我记
得是一天夜晚，我从睡梦中惊醒，屋外山
坡上的草木被吹得呜呜直响。头顶顶棚上
的老鼠也吓得跑来跑去，笃笃笃笃的脚步
声一路直来直去，我晓得那家伙根本不会
拐弯。突然，门铛的一声吹开了，我吓了一
跳，大吼一声“谁？”使劲看过去，原来是风
把门锁吹坏了。我赶忙起身把门关上，再
拖张桌子顶紧，但仍听到风在门外拥挤的
叫嚣。但是我却安然睡去，仿佛听到顶棚
有一个角已经脱落。

第二天一亮，我抬头一看，整张顶棚
全斜挂在屋子半空，从缝隙里可以看到黑
油油的椽子和成片缀满灰尘的沉重蛛网。
于是，我借来长梯、钉锤，花了一个中午的
时间把顶棚草草还原。还找来厚纸片，用
钉子钉在门框上，关门开门都要使很大的
劲，于是终于将风抵挡回去。

在第二年春风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
便离开了那所学校。其实，我在那次风来
之后，一直在想，是风在逼我走吗？

之后，我回去过一次，寻找当年的
老屋。但早也粉刷一新，住进了我不认
识的人。

每当桃花要开的时候，我便寻找当
年风的影子，结果都只找到当年的前
尘往事。

风过三月
◎彭家河

夜莺的明信片
◎王朝书

春末夏初，若是走在青草依依的田野小
径，入眼之处是那一丛丛长在田间地头的各
色野花。其中，最多的当属苦菜花。

那一棵棵苦菜头顶着只有成人拇指盖大
小的黄色或者白色花盘，迎着吹来的山风随
风招展着，仿佛和路上偶遇的乡民一样热情
地与你打着招呼。尽管它没有玫瑰的娇艳欲
滴，可它却是山野村民眼中最耐看的花儿。

春寒料峭的初春，它总会挣脱开天寒地
冻的束缚，把一簇簇感受到春风的暖意以焕
发的新绿昭示季节轮回开始。儿时的这个时
候，我和小伙伴会在放学的时间挎着用荆条
编的篮子上山挖苦菜。挖来的苦菜除了喂食
家里养的小兔子外，还有些鲜嫩的苦菜会被
母亲做成农家菜豆腐端上饭桌，成为一家人
尝鲜并果腹的美食。

自此，接连几场春雨过后，春天在故乡的
山野间放浪形骸的时节，那些生长在旮旮旯旯
里的苦菜也舒展开了身体。它们蓄积力量准备
冒出花蕾之前，是最适合做苦菜茶的原料。

我从小身体虚火旺盛，经常扁桃体发炎让
身心遭罪。父亲不知从谁哪里知晓了喝苦菜茶
祛火的偏方。每年这个时候，他总会挑选一个合
适的时间上山刨来苦菜为我制作苦菜茶。这些
被他精挑细选的苦菜叶子大部分长得狭长而又
扁，像极了两片背对背长在一起的韭菜叶子。用
他的话说，这是最能祛火并出味道的“小苦菜”。

等到这些带着根的“小苦菜”被母亲洗净
和晒干，父亲会在暮色渐浓的黄昏，起锅炒制
苦菜茶。这个时间，残存着饭菜香味的厨房
里，会再次荡漾出一波又一波木柴燃烧的香
味。过不了多久，一股混杂着炊烟味道的清香
会牢牢的锁住我的味蕾，让我会放下手中的
书本，跑去厨房探个究竟。

我依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看着被忽明忽
暗的炉火照亮的父亲，他的脸上呈现着只有
逢年过节祭祖时才会出现的的认真而严肃的
表情。或许，对于父亲来说，炒制苦菜茶的时
间就是他感恩大自然馈赠的一个敬畏之旅。

有些时候，我会疑问：父亲对炒茶一类的
事物没有直接的认知，他是如何准确的把握
火候，将苦菜茶炒制的不焦不糊，又保留了它
的自然清香？后来，我和父亲闲聊，他说的一
些话让我找到了事情的逻辑。

“人活一辈子，会遇上好些事。遇上事也别
慌，总会办法扛过去。但凡有点指望就得抓住，
别泄气。只要有做事的样子，老天不会亏人。”

我已经忘记具体和父亲聊起什么话题时，
他用方言说出了这一番道理。现在，再次想起
他说这些话的严肃的神情，我收回走远的思
绪，眼睛落到了眼前这杯泡好了的苦菜茶上。

端起杯子，送杯入口，还未喝到那颜色浑
厚的茶汤，一股清香就让我忍不住打了一个
激灵。这股熟悉的味道是乡愁的味道。它烙印
在骨子里，像一枚无法剔除的疼痛，早已在我
的心底发芽生长。或许只有这一道来自故乡
的味道才能让我客居城市的心情彻底放松。

当那一口口微微苦涩的茶汤回甘，我知
道自己已从心里亲近了故乡，被琐事缠扰的
心情开始清零，正以故乡苦菜茶那般野生的
纯净开启明天的征程！

苦菜茶
◎魏子

顺着弯溜溜的山路，她将一群羊赶
上后山坡，任其自由散漫地啃吃满坡青
嫩野草，自己却独自爬上坡顶，坐在一
砣突兀的大麻石上，从背包里拿出一本
书，专心致志地看起来。

这个位置极佳，可以一览无余地看
清整个山坡羊群活动的情形，又可以看
到山坳处的家院。当炊烟像一根灰色柱
子，捅向瓦蓝的天空时，她知道母亲在
做饭了，不一会就会有母亲吆喝吃饭的
声音在山湾里长久回荡。她喜欢听这样
的吆喝，这是特有的一种家的温馨。

大麻石成椭圆形，横竖一丈多长的
直径。小时候，她常与小伙伴在上面跳
房子。现在她念高中了，不再玩跳房子
的游戏，她要努力读书，好改变一家人
的命运。

每个星期天回家，她都会帮家里做
点事。最适合她的，就是放羊。羊吃草
时，她可以静静地看书。看书累了，就看
看羊。这些羊皮毛黑溜溜的，在阳光的
照耀下，闪耀着熠熠黑光，温顺又可爱。

小时候，家里就养羊，一只，三只，
五只……记忆里，最多没超过十只。那
时，山坡上还种庄稼，羊没处跑，栓在树
桩上，饿得瘦骨嶙峋，很难看。她嫌弃它
们，更讨厌它们的黑。为什么自家养的
羊不是白的呢？为什么电视里看到的羊
都是白白的？白色的小山羊多可爱呀。

后来，大些了她不讨厌它们的黑
了，她懂得了这些黑山羊是家乡的父老
乡亲们一代传一代，养殖了100多年的
家畜，它们一代代都在为家乡人民的生
存和致富作无私的贡献。现在更是不得
了，黑山羊被国家认证为地理标识品
种，身价一下子提高了，犹如一夜蹿红
的歌星。到冬季，人们都抢着买黑山羊
肉吃，尤其城里那些卖烤全羊的店子，
早早地就来村里订购，说黑山羊体型
小，肉质纯，最适合烤着吃。其实，炖着
吃，也很香的。不是么，每年冬至节，爸
爸都会宰一头羊，炖汤吃。爸爸说，喝碗
山羊汤，暖和一个冬。是真的，每年冬季
到来，她都不感觉到寒冷。

大麻石的旁边是一棵腰身弯扭的
大桐子树，桐果坠满枝桠，青涩涩的，像
梨子，像苹果，要是能吃就好了。秋阳慢
慢地升高了，晒到身上暖融融的。偶尔
一缕清凉的风拂过，送出清新的草香
味，她闭上眼，惬意地享用一番。

当羊儿“咩咩”地欢叫乱跳的时候，
她知道它们是吃饱了。这时，她看书也
看得有些疲惫，就把书放在大麻石上，
站起来伸一个懒腰，那形象，仿佛一朵
山茶花突然绽放，清幽幽的山坡瞬间生
动起来，一呼吸，就是扑鼻的花香。她把
那对清澈乌亮的眸子轻柔地盯向山坡
欢蹦乱跳的羊，那羊群，就像倒出的一
瓶墨汁，在绿色的宣纸上笔走龙蛇，写
出不同的象形文字，一忽儿像“田”，一
忽儿像“水”，一忽儿像“羊”。想到像羊，

自己忍不住笑了：羊不像羊，那像什么
呢？难道像我？

更多的时候，这些羊群组成的字，
她是不认识的。但它们很快就会转换队
形，变回一个个她能认识的字。

不知从什么时候，她开始喜欢站在
大麻石上看羊群，喜欢看羊群变换成不
同形体的字。这是她放羊的乐趣，也是
她个人的秘密。

她习惯性地看一眼山坳里的屋顶，
屋顶还没有炊烟冒出。难道，母亲去镇
上拿药还没回来？一到秋季，母亲的哮
喘就会复发，就得服很长一段时间的
药。父亲去年冬天在一家小工地打工，
摔断了腿，至今还不能下床行走。小老
板玩失踪，让本来过得温馨幸福的一家
人，一下子陷入了贫穷。开春，她决定放
弃念书了。家里成了现在这种状况，就
是考上大学，也无法读下去。好在，村里
被定为黑山羊养殖基地，还组建了专业
合作社，她家又被县上纳入精准扶贫对
象。在合作社和扶贫办的帮助下，她家
便有了这八十只黑山羊，这就是她明年
上大学的希望。

她感觉有点饿了，包里带有炒花
生。她一边吃着香喷喷的炒花生米，一
边继续看羊群。她的眼睛在羊群里搜索
着她的“黑牡丹”。“黑牡丹”是个孕妇，
名字是她取的，因为她觉得她是羊群里
最漂亮的一只母羊。自从她发现“黑牡
丹”怀孕后，对它特别的照顾。此时，她
看见“黑牡丹”安详地站在一蓬马桑树
旁，身边站立着健壮的头羊“八哥”。

“八哥”是“黑牡丹”的丈夫，名字也是她
给它取的。她抓了一把花生米往“黑牡
丹”走去，蹲下，轻轻抚摸一下“黑牡丹”
鼓鼓的肚子，说，乖乖，你就要生宝宝
啦，姐姐给你花生米吃。她把羊嘴辦开，
将几粒花生米喂进“黑牡丹”嘴里，它就
嚼了起来，还嚼的很香的样子。她又接
着喂。这时，她听到母亲在喊她的名字，
回头看，母亲同村长、还有一个胖乎乎
的人，已经站到山坡上，母亲弯着腰，双
掌撑着膝盖喘息，村长和那个胖乎乎的
人在看羊群。

看着这头，忘了那头。她的手指还
放在“黑牡丹”的嘴里，被“黑牡丹”咬了
一下，痛得“哎哟”一声尖叫起来，惹得
村长、胖子和母亲都大笑起来。她涨红
着脸，举起手佯嗔道，哼，恩将仇报，我
打死你。最终那只手高高扬起的手还是
没落在羊身上，慢慢放进自己嘴里，皱
着眉吮着。

“吃草长大的羊，很好，我每只给
800元 ，下个月来取货。”她听到那个胖
子说着话，声音很洪亮。

80乘以800，等于64000。妈呀，这
不发财了么？她差点大声喊出来。

不行，“黑牡丹”和“八哥”要留下，
不卖。她突然冒出的一句话，弄得村长、
胖子和她母亲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牧羊女
◎杨俊富

坐在家门口，我望着一河之隔的对岸。
对岸住着两家人，他们与车队仅隔着一条浪

涛翻涌的折多河，直线距离不超过两百米。他们
的住房建在山边，各开垦一片坡地。其中一家的
房屋正对着我家，是片石木头房，似车队旁的民
居，另一家在相距两三百米的地方建一处低矮的
石头房子，两家共用一眼山泉。只是他们的房屋
和其它村民的相隔很远，彼此没有往来。与车队
虽然相隔仅百米，却没有桥梁相通，感觉他们生
活在孤岛。

好奇的我时常把眼光望向对岸。枝头吐绿
季节，冰消雪融春水绽开朵朵雪浪，暖风把人
们唤到户外。对岸的男人挥起锄头翻耕土地，
每一锄头下去，沉睡一冬的泥土就像刀削面一
块一块排放田地中，整块地翻耕完，他又抡起
锄刃敲打“面块”，直到泥块都变成平整的细
土。这时，女人拎着茶壶带着两个孩子来到田
边，他接过她递过的茶水在田边坐下，两孩子
在田边玩耍。地里的萝卜收获了，男人把萝卜
收在筐里挑走，女人带着孩子在地里清理余下
的萝卜，拔起一颗清理干净递给孩子，两孩子
吃着脆甜的萝卜跑开了。正月里，门框贴上大
红的对联，鲜亮的色彩在山间跳跃，映得灰暗
的山有了生气。河水喧哗声盖过了他们的声
音，我默默地看着他们春耕秋收寒暑易节，感
觉他们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一个大晴天，对岸一家人依旧像默片一
样，在田边做活玩耍。华、静、蓉姐和我在院坝
跳皮筋，一群男孩，在河边追逐游戏，酣战过
后，男孩们看着对面的一家，大概为比拼勇气，
其中一两个“勇敢者”，扯开嗓子对着对岸高
喊：“麻风......”。对岸的安宁一下被打破，男人
护住妻儿，女人带着儿子女儿怆惶离开，男人
愤怒地从地上捡石块，奋力向男孩们扔过来，
又准又狠，男孩们吓得四散逃了。这就是他们
的“不同”，他们患有传染疾病。大人们说：“要
离他们远远的，不然会被传染。”吓得蓉姐、华
我们几个女孩不敢提及“麻风”两个字，只说

“山那边”。
学校的劳动课帮村民捡拾牛粪，走过横跨

两岸的钢索吊桥，华说，就在附近捡吧，再往下
走就是山那边的两家人了，不能去。小心翼翼地
把背兜装满，赶紧往回转，一路我们砰砰的心跳
快高过河水声音。惊魂稍定后回家，只见院坝里
有人在向河那边望：车队的刘孃在山那边！她到
山那边去砍桠桠柴，柴火已砍好，她盘腿坐在河
边坡地小憩，而河那边的男人在离她十米远，从
表情判断，他们两人在摆龙门阵！休息好了，刘
孃与一家人道别离去。我惊得张大嘴巴，大人们
叹道：胆子真大！过后，我留心察看了刘孃很久，
她没有染上“麻风”。

地里的洋芋成熟时，小城的风温和地吹
着。蓉姐、华、静和我约着一起上学，快到校门
口，一群孩子在四散乱跑，惊声尖叫，像经历一
场骚乱。我们跟着惊慌起来，准备开跑，静抱着
的皮球却不知怎么滚落，那个红底绿水波纹的
皮球，是她父亲出差到成都买回的，她珍惜得
很。逆着惊跑的人群，她边跑边试图拾捡。人群
乱撞竟将球踢得更远，看着皮球飞快滚动，也看
清了人群惊慌的源头，是山那边的男人挑着一
担子洋芋，人群是在躲避他。迅速跑开的人群留
下空旷，呆立的我们和他正面相对。呆立的片
刻，皮球已经滚落到他脚边，下意识，他伸出手，
快碰到皮球了，手又缩了回去，他调整了一下肩
上的担子，头低得草帽完全遮住脸，绕开皮球走
了。静捡回皮球，说：他没碰到，他戴着手套！上
课铃声响起，脑子里尽是他那包裹严实的模样
和一双谨慎冷漠的眼睛，还有那似有又无的一
声叹息叹出的幽幽悲凉。

多年后，我也被别人划分为“他们”，深深隔
膜的滋味让我读懂他们的痛，那是横在人与人
之间不能逾越的冰冷的高墙。以至我在看电视
剧《侠胆雄狮》时，生活在地底下的狮面人文森
特因野兽一般的外表被阻隔于人类世界之外，
听到他说：“这是她的世界，与我的世界截然不
同.....”时，后背总有阵阵凉意。幸而，天使般的
姑娘凯瑟琳跨越鸿沟与他心灵相伴。我不由又
想起山那边的人家，我向父母打听消息，说是后
来都被迁居到磨西集中治疗，车队的一位叔叔
去那里当了医生。

山那边
◎谢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