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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下罩不见天，岩房爨火不见烟，三天没见娇的面，犹如不见几千年。小情妹来我的人，你是我的拴脚绳，走了三天就望起，咋个舍得你出远门。白木扁挑勾勾长，双手

逮住桶的梁，家中还有半缸水，假装挑水望小郎。凉风悠悠好做鞋，郎走后门钻进来，双手逮住郎腰带，正当望你你就来。高山打雷应得宽，读书之人想做官，文官武官不想做，

只想陪妹耍几天。大河涨水淹石包，石包高上栽葡萄，好吃不过葡萄酒，好耍不过陪妹郎。大河涨水沙浪沙，河中鱼儿摆尾巴，哪年等到情妹大，哪年等到妹当家。眼看情妹一

枝花，没得银钱看住她，找住银钱讨一个，栀子赛过牡丹花。叫我唱歌心不闲，衣裳烂了无人连，找住银钱讨两个，一个穿针一个连。好久没到这条街，十处梅花九处开，心想讨

朵花来戴，人生面熟口难开。好久没到这条河，这里情嫂好皮薄，往回装烟一大把，这回装烟一撮撮。小情妹来奴的肝，为何坐在河那边，吃茶吃水想住你，眼泪滴在碗中间。小

情妹来奴的肝，为何坐在河那边，隔河渡水招个手，过路上下吃杆烟。今年不知什么年，眼睛涩了不开眼，讨匹茅草占三卦，三魂落在嫂面前。今年不知什么年，狗撵山羊下南

田，山羊下田逗狗咬，情哥落难逗嫂欺。

伍降秋 搜集整理

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倾泻在房间
的墙壁上，像一束束闪亮的金线照亮了整个房
间，显得格外温暖。我躺在床上懒懒地伸了胳
膊，起身打开窗户，一阵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
远方巍峨的俄初山在阳光的照映下，披上了金
黄色的外衣，显得格外美丽。村庄里，炊烟早已
袅袅升上了天空，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绿，屋
后的梨树上，鸟儿追逐嬉戏，叽叽喳喳地给寂
静的清晨增添了生机，一群毛茸茸的小鸡跟在
母鸡身后，不停地翻着树下酥松的泥土，偶尔
啄起的小虫，瞬间被身后的小鸡抢食，吃的津
津有味。

走出房间，看见几个同伴站在院子里，
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谈论着什么，看见我恍
恍惚惚的下楼，就诗情画意地说道：“我们
要到俄初山看蔚蓝的天空，白色的雪山，看
一场俄初山五彩的秋天，都在等你了，赶快
收拾一下吧！”这才想起我们之前的约定，
我立即向同伴表示歉意，在简单整理后，便
和同伴们一起出发了。

稻城是一个让人耳熟能详的地方，那里
的天空永远是蓝的，阴雨天气很少，蓝的几乎
看不到白云，可以用万里无云这个词来形容
也不为过，它被人们称之为最后的香格里拉
之魂，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以蓝天、
白云、雪山、草甸、森林、海子享誉世界。而俄
初山是香格里拉环线旅游稻城亚丁景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素有五彩秋天在俄初的美称。秋
天的俄初山巍峨俊俏，层峦叠嶂，五彩缤纷，
在蓝天，白云，绿树、黄叶、雪山和村庄映衬
下，犹如一位身着彩衣翩翩起舞的仙子，显得
妖娆，美丽。

道路交通的四通八达和政府宣传工作的
大力投入，让美丽的稻城亚丁走出国门，走向
了世界，吸引着国内外游客，让人无不向往。行
走在小巷深处，街上人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到
处都是外地来的游客，有背包徒步的，有情侣
旅行结婚的，也有组团包车的，各式各样的组
团方式都有。近几年来，在当地政府政策的大
力扶持下，民宿也像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
热情好客的民宿老板满脸微笑地迎送着昨日
前来旅宿的游客。穿过香格里拉小镇，一会儿
的功夫就来到的俄初山脚下，一阵山风拂过，
带来远方山花和泥土的清香味道，让人心旷神
怡，舒服至极。村庄里，传来阵阵幸福欢快的山
歌，早起人们已经在地里忙碌着，手里的镰刀
娴熟的割着麦根，割好的青稞被一把一把的捆
在一起，贮立在地里让它自然风干。田间在风
中起舞的青稞麦浪中，不时还有寻食被惊飞的
小鸟出没。俄初山像是一位羞涩的少女，她穿
着一件艳丽的衣裳，披着五彩的彩带，妖娆、妩
媚，婀娜多姿，显得缓慢而有节奏感。同伴不断
地感叹着这晨曦的美景，我被眼前的景色迷住
了，不由自主地举起手中的相机，就在农民大
哥起腰擦汗的一瞬间，我用最快的速度将这朴
实幸福的画面定格了下来。

在全域旅游发展理念的带动下，稻城县
当地政府有效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以当地
的自然景色为依托，大力开发旅游业，实现以
旅游带动经济发展总目标。俄初山景区的建
设发展在全域旅游理念的带动下日新月异，

雨天的泥路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为当
地百姓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笔直的柏油路。
在俄初山视野开阔的地方，当地政府精准施
策，精心设计，投入大量资金修建了观景台，
路边显眼的地方也树立了旅游攻略标示牌，
人文建筑巧妙的和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让游
人更好的领略俄初山的秋色和亚丁圣洁的雪
山。汽车沿着盘山公路慢慢行驶，偶尔也与骑
行者和背包客擦肩而过。旅游发展给周边群
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顺利摆脱了贫困
过上了幸福小康生活的老乡，闲暇之余在路
边固定的场所，摆摊销售着当地的土特产和
饮料，看见游客前来咨询购买，热情的老乡满
脸笑容，脸上洋溢着自豪、幸福的表情，在出
售产品的同时摇身一变成为景区讲解员，向
游客讲解着亚丁和俄初山的美景以及稻城当
地的美食。

汽车大约行驶了十分钟左右，我们进入
了俄初山的怀抱。俄初山的森林被资源保护
的很好，公路的两旁植被茂盛，绿树成荫，笔
直挺拔，松树的底端大多数都是没有树枝生
长的，他们生长过于紧密，在生长的过程中，
新叶覆盖老枝，慢慢的往上生长，约在整棵树
的上部分才有枝叶横向生长，叶面向上，紧紧
靠拢，最后在树的顶端成伞状形，像是有人修
剪过似的，有的高达几十米，像是久经沙场的
勇士，庄严肃穆，傲然耸立，临危不乱，也有几
米高的小树，他们更像是新生能量，郁郁葱
葱，充满力量，充满生机。他们没有妖娆，婀娜
的姿态，更多的是朴质，严肃，坚强和高贵，这
不由让我想起小学课本上学习过的“大雪压
轻松，青松挺且直”的绝句。这正是在高原地
区，风雪和严寒下依然顽强拼搏的人们的一
种品质，他们不折不挠，紧密团结，顽强拼搏，
相互衬托，齐心对抗着高原恶劣的气候环境。

俄初山上的万物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尽显本色表演，好似怕因自己的不足而给金
秋的俄初山留下遗憾。在树与树相间的地方，
一颗颗乔木正以自己的方式展示着独有的美
丽，有柳树，有枫树，有白桦树等，红的似火，
白的像玉，黄的像绸，红黄相衬，绿树相应，五
彩缤纷。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像万箭一般穿
射大地，昨夜的露水还未融化，在阳光的映射
下，向水晶一样闪闪发光，晶莹剔透。树上一
只只小松鼠在树木之间欢快地跳来跳去，毛
茸茸的尾巴格外显眼，它动作机敏，每一个轻
微的动作都是那么的干脆娴熟，它嘴里含着
松果，眼睛不停的在东张西望，偶尔发出一阵
阵吱吱吱的声音，好似在寻找自己的伙伴，又
好似在向我们炫耀自己的劳动果实，偶然间，
在树的另一边也有同样的声音传过来，一会
儿的功夫小松鼠往森林深处跳去，消失在我
们的视野中。

枝头的树叶在严寒的袭扰下掉落了不
少，偶尔有飞鸟栖息在枝头，惊落几片黄叶。
不知什么时候汽车已经停了下来，同伴们纷
纷下车，或是两三个一起合照，或是站在高
处，以红叶、雪山为背景独自留影，或是嬉戏
打闹。我也跟着下车，站在路边的观景台上，
整个俄初山尽收眼底，山上一片通红，在红叶
相间的地方，有几颗白桦树和青松傲然耸立
其中，远远望去，如同油墨彩画一般，让人眼
花缭乱。树上掉落的树叶，在地上铺成了一层
金黄色的地毯。山风拂过，树叶被吹的莎莎作
响，此刻闭上眼睛，静静聆听来自大自然的声
音，让人无法抗拒，沉醉其中。远方三怙主神
山巍然耸立于蓝天白云之间，雪山草甸，绿树
红叶，交相辉映，形成一幅绝妙的山水画卷。
我的心灵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产生强烈的碰
撞，又一次被这五彩的俄初金秋深深感动。

20多里的山地毛路，已被铺上三米来宽的水泥
路了，但猝不及防的急转弯和望而生俱的悬崖，还
是以前的样子。以往避免不了的安全隐患，现今同
样没法避免。

摩托车、农用车、小型货车，以及造型帅气的国
产私家车，在这条路上缓慢蠕行着。水泥把路面上
原有的很多细节覆盖了，正在怂恿人们提速前行，
但弯急路窄，加之山势险峻，一路下来，感觉要比从
前更要令人惊惧，。这条新近铺就的水泥路，就像是
为一名走钢丝的人穿上跑鞋，提速，仅意味着将要
面临更多的危险。

当地人一面为这条水泥路感到自豪——但凡有
人问及家乡的路况，首先介绍的不是弯度和坡度，而
是铺在路面的水泥，“现在都已经铺上水泥啦！”以此
显示家乡的繁荣；一面暗自为这条路愤懑，铺上水泥
后，慢速行驶或者快速行驶，都使人感到不安，驾驶
体验令人忐忑。水泥并没缓解这条路带给村人的通
行压力，坡还是原来的坡、弯还是原来的弯、悬崖依
然在眼皮底下。坡面土质松软，稍有雨水时，那些不
长眼睛的石头还是会滚落到路面上。

这 20 多里的路，始于顺江而上的通乡油路，顺
着金沙江畔一座臃肿而高大的山，一直通往山后的
两个村庄。20里路虽然不远，但因为路况复杂，弯多
坡陡，让人感觉异常费劲。几年前，一位内地的朋友
兴致高涨，嚷着要随我进村体验当地文化。交代过
路况后，他仍坚持要去，怕破坏老家的好客之风，就
答应带他同去。我们搭乘一辆濒临散架的皮卡车进
去，当翻过第一座山，开始在悬崖公路上颠簸时，这
位朋友惊叫不绝，高呼各路菩萨的名号，双腿瘫在
座位上直哆嗦，直到安全到家后，扔不能平复心绪，
一连多日仍觉惊恐。

返回时，凑巧碰上雨天，这条路变得更加吓人，
随处有石子掉落，还有顺山而下的泥水随着车子在
路面奔流着。这位朋友怕到失语了，一路呆若木鸡。
直到我们走完这段土路，来到平整宽敞却灾难频发
的国道上时，他才逐字逐句、庄严郑重地发下一个
毒誓：以后若非有关乎命根的要事，再也不去这个
村子了！弄得我俩都有些尴尬。

但是，自通路以来，这条路上没有发生过重大
交通事故，顶多是年轻气盛的小伙们在路面上摔翻
了摩托车，然后原地起来后，拍拍屁股继续上路。我
们愿意相信，是漫山遍野的神灵，使我们巧妙避开
所有必死无疑的概率，让那些愤怒的滚石和泥石
流，在我们安全抵达之后尽情爆发。是的，只有在这
种境地中，你才能真切感知神灵的存在，你能一次
又一次看见那双无形之手，把你从悬崖边拉回路
上，为你改变巨石滚落的方向，改变洪水的流向，让
一座小山坡延迟或提前十分钟塌方，所有这些，只
为给你留出一条回家的道路；或者说，是这条路的
惊险，使人们对一切保持足够的警惕，看重或放大
所有隐患，小心翼翼地走完这段险路。纵观发生在
身边的交通惨案，凡是被公认为险峻路段的，往往
很少发生事故；那些令人闻之丧胆的血色事故，多
半发生在舒适宽敞的路段上。

有时候，危险能更好地保护我们！
所以，我们将诊视这段险峻的公路，这段公路

像是对生命的隐喻，我们在这段路上，既能庆幸于
生的欢愉，也能够体认死的灰暗。没铺水泥前是这
样，铺上水泥后更是这样。

路的尽头首先是那仁村，意思是“天上的麦
地”，是个花草繁茂，天高地阔、珍兽云集的地方，但
因为地势偏高，没法把旁边的河水引进村里，田地
多半是旱田，仅适于播种洋芋、青稞、蔓菁等旱地作
物，物产并不丰富；从那仁村穿过一个山腰后来到
萨荣村，漫山土路犹如蛛网，使人眼花缭乱。因为地
势陡峭，农户在宽大的破面上四散而居，每一家都
像是遁世者的居所。村子四周绿林成荫，大小溪流
从林间流向村里，滋养着大片肥沃的良田。

“乡村卫生路”的实施，使原来长久形成的土路
和村巷、篱笆和石墙消失不见了。村子里原来的土
路，都是基于人的本能和天性形成的，每一个弯道、
每一个休憩点，都有着淳朴的诗意和历史感，因为
这些土路不是人的作品，是时间来建设的，它们的
出现是缓慢却又合理的，没有一条土路会使人感觉
突兀。只有在这种路上，我们才能享受到行走的乐
趣和道路的魅力；只有在这种路上，我们行走，不仅
只是为了目的地。它们延绵在田间地头，像是一个
正在四处蔓延的艺术品。

但“卫生路”确实给了村人很多方便，现在，去
城里买盐巴，我们一天就能转回来啦！去邻村探望
二姨妈，半小时就能回来啦！

余下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来思索更多与道路无
关的问题了。

正是仲秋时节。连续坐了三天的车——从
承德到北京，从北京到成都，又从成都到稻城
的香格里拉，每天都是10个小时左右。这地方
太远了！第四天，是“正式”旅游的一天，也是最
累最刺激最惊险的一天。

早饭后，我们在没有导游的情况下，自行
进入景区，又上了观光车。大巴在高低曲折的
山路间盘旋，如同穿行在云雾里。车子左旋右
转，远处的雪山越来越近。我对着车窗外不停
地拍照，挂在山间的公路两侧，是姹紫嫣红层
林尽染，光这些路过的景色就足够养眼了。

大约1个小时的车程，才到了亚丁村景区。
我这时候才明白，敢情这真是个与世隔绝所
在，如果不是被人们发现，他们恐怕还生活在
神话世界中。这里距离最近的香格里拉镇也有
上百公里吧？而在几十年前，是没有通往外界
的道路的。

下了观光车，满眼风光立刻进入视野，那横
亘在天际的雪山，引起了一片惊叹。旁边还有一
座金色的寺庙。我们往前走了几百米，又花80
元买票坐电瓶车。先前我担心会不会漏掉中间
的风景，后来才知道，幸亏坐了观光车，否则，根
本走不回来！

下了观光车，我们这 12 个人的小团体就
被淹没了。啊，那雪山，离我们越来越近；那溪
水，曲折潺湲，仿佛神话中的圣水；那五色纷
披的树林，像一首首秋色浓烈的情诗，这情
景，太美了！我们一个个抖擞精神，向着近在
咫尺的雪山出发。据说，这里有三座神山，最
高的海拔6032米。眼前这座不知是哪一座，只
是它那洁白的身姿，美丽的容颜，神圣而优
雅，实在令人向往。

出去不远，我就和团队失去了联系。反正
就是不停地拍照吧。这里的海拔大概3600米，
越走越高，越走越累。这时候发现，停下来拍照
竟然是一种休息方式。秋季的阳光暖融融的，
一点儿也不感觉冷；秋季的树林五彩斑斓，像
一幅水彩画。不时闪出一条水流湍急的瀑布，
像跳出一个激越的音符。清澈弯曲的溪水边，
不时走过安闲的牛羊。这就是仙境啊！

大约走出两个小时，开始上山。随着脚下
的崎岖，高原反应也越来越明显。我不得不放
慢脚步。有从上边下来的人，是半途而废的，
有一个看上去还算强壮的人，夸张地说：“往
上都是立陡的坡，心脏受不了了！”我可不信
这个邪，从来都是奋勇当先的，而且，“行到水
穷处”是我的性格特点。实在不行，还背着一瓶
氧气呢。

就这样边走边歇，一路向前，直到五色海
和牛奶海的交叉点。们听信了一位下来的人的
建议：先去较缓的牛奶海，然后再去陡峭的五
色海，把那些陡峭的台阶变成下坡路。

来到牛奶海，眼前的湖泊有些令人失望：
她太小了，比起天山天池、长白山天池，甚至九
寨沟的海，都差得多。只是那蔚蓝色的湖面，像
姑娘披着的轻纱，让人爱怜。她的后面，就是连
绵高耸的雪山。我又向前走了一段，拍了几张
照片，然后返回，在去往五色海的路旁找个地
方吃饭。

吃完饭，我继续上山去五色海。刚吃完的6
个面包没有给我增强体力，走在台阶上愈发费
劲。先前走上二三十步歇一歇，现在走出几步
都气喘吁吁。即使是平路，也要最大程度的放
慢速度。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体力问题，更主要
的是高原反应。但我还是坚持，不到最后关头
不吸氧。

我终于登上了另一个山头，下面就是五
色海。五色海的后面是另一座神态威峻的雪
山。我没有走到湖边去，体力严重透支，没有
力量走下去再返回来了。还是省些力气放在
回去的路吧。

站在这山头上，前后两座高耸的神山，营
造出一个神秘而冷峻的境界。我想，这样隐藏
在深山里的圣湖是怎么被发现的？它们隐藏着
什么样的故事？“天意从来高难问，问人间老易
悲难诉。”我等草民，几千里之外来到这里，除
了感受美，还要领略人生吧？

下山，是那段令人头晕目眩的石阶路。不
知道歇了多少歇，总算下来了。我知道团里的
其他人都在前面，慢慢追吧。体力严重透支，从
来没有这样累过，甚至端起相机拍照，也要大
大地喘息一会儿。好在是下坡，边走边歇。

但我还是要拍照。下午的阳光为风景披
上了另一种色彩。雪山，秋林；牛羊，碧水，一
派完美的神话世界。这时候的周围，似乎比早
晨看上去更美，尤其是天空筛下来一束束局
域光，把草地、牛羊、溪水打扮得更有情调，我
一次次打起精神拍照，尽管连端相机的力气
都没有了。

说起累，说起险，说起痛苦，但是对比起走
过的风景，还是一个字：值！

西去稻城路漫长，亚丁美景胜天堂。
仙山雪映千年史，圣海波迎四季光。
碧水蓝天秋叶艳，牛羊土鼠笑容祥。
摩肩接踵石阶窄，吸氧欢歌处处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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