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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影随行

巴拉格宗记
丹增

县城有的这里全有。县里最大的企
业之一是一个木材加工厂，斯那定
珠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这个厂。厂
房里听见机器发出的一片隆隆声，
看见闪电般的速度旋转的飞轮，还
有在轨道上自动奔跑的巨大圆木。
他惊呆了，迅速找到有关领导，要
在这里当一名工人。斯那定珠看重
的不是技术，而是机械的功能，木
头的来源，销售的渠道。据说他后
来在县城开了一个相当气派、豪华
的火锅城，后来又开了县城第一家
五金机械门市部，生意十分火爆。
在柜台旁开了个茶室，无论买与不
买只要进店可以免费喝茶、抽烟。
一到过年过节，他登门拜访大客
户，在那个年代运用这种商业模式
的也可能只有他，他懂得信用就是
资本，善用情感和逻辑推销商品。
他发现这县城地域不大，人口不
多，做大生意还得到大城市。他来
到省会城市昆明，生意越做越大，
名声越传越大，同样赚的钱也越来
越多。再后来他的生意转辗于上
海、广东。
斯那定珠从离开家的那天起，
魂牵梦萦的是父母的音容笑貌，恋
恋不舍的是故乡的山水风情。他在
县城打工，拿到第一次 100 元的工
钱时，想的是这个钱如何尽快送到
父亲的手里。他反复算了多次，全
部寄给家还觉得太少。最后 80 元，
面值五角的一卷钞票上，留下泪滴
的印痕托人带回家里。1998 年，他
已经是腰缠亿贯的商贾富豪，但，
他的人生价值并不是只求赚钱享
受，挥霍奢侈，而是忧他人之忧，乐
他人之乐。他逐渐明白，美丽的巴
拉格宗，是金山银山，乡亲们守着
金饭碗，过着穷日子。他下决心，返
回家乡，领着巴拉村人，脱贫致富，
开辟新天地。就在那一年，他把资
产变为现款，回到巴拉格宗。他同
迪庆州有关旅游部门协商，请来省
内外的专家，描绘巴拉格宗自然生
态、历史文化、人文景观综合开发
的蓝图。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巴拉格宗，有山水花林，胜似仙境
的自然风光；有佛教民俗，源远流
长的历史文化；有空气海拔，独具
魅力的宜居乐土。专家们认为这里
将成为香格里拉、乃至云南观光旅
游、休闲旅游、度假旅游并驾齐驱
的胜地，是避暑、避霾、养生、养心
的好地方。
唯一的障碍是交通。
这 50 多公里长的公路，勘探
人发愁，设计人纳闷，在他们的修
路经历中还没有碰到过这么险要
的地质。斯那定珠说“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要以上天捞月的精神
把路修通”。当公路通车的那天，巴
拉格宗峡谷，人潮像一条波涛汹涌
的大河，兴高采烈的狂欢声，压倒
岗曲河的轰鸣。山门终于被人的海
洋冲破了，山谷终于被人的兴奋撼
动了，处处彩旗招展，鼓声震天。川
流不息的大小车辆伴着岗曲河在
流动，白天山坡上挥舞着洁白的哈
达，
夜晚星空下挂满了五彩焰花。
我先后四次到过巴拉格宗，最
近的一次是今年“五一”雪山音乐
节。如今，巴拉格宗成了当之无愧
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和远近闻
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从国道
214 进入景区的第一站是水庄村。
这个村落只有 15 户人家，总共不
过 70 来人。每户占地 3 亩多，石头
围墙，三层小楼，后头是菜园，前边
是花园，木质地板，还铺上地毯，天
花板垂下吊灯，那气魄、色调，跟城
里的豪宅没有太多区别。难怪每户
年收入都在 5 万元以上，最多的 30
多万元。
历史上说到巴拉格宗峡谷，人
们调侃，
“飞鸟要缩紧翅膀，岩羊不
敢快走，猴子吓得发呆”。我想想巴
拉格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
最高的道德是爱国，国家最高的情
怀是爱民。人类要有梦想，对未来
的梦想，胜于过去的历史。过去是
射出的箭，一去不复返，现在是过
去的终结，未来又从今天开始，决
不能是过去的重复。

秋 曲
欣赏秋的色彩，先忘却所有的
绚烂。
当 秋 曲 荡 起 ，那 些 熟 悉 的 旋
律，
已谱写新的开始。
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秋曲、天
籁，
更有同频的合声。
秋风路过城池，人声鼎沸。秋
曲越过人墙，回荡耳边，仿佛昨天
的歌谣。空旷的原野，忽忙的脚步，
追赶着的命运，
一路起起伏伏。
万物更替，心绪多思，惟有秋
曲以原初的节奏如约而至——明
净、了然、内涵。秋季谱写的原色，
一切浑然天成。
季节之外的风景，疏朗地划过
最深的记忆。
慢了时光，
悦了心情。

立秋拾零
黄叶渐飘落，日益集聚在夏的
尽头。风愈发直接，忽略不计枯枝
折落。
天空退下一层层火焰，朱鸟啾
唧隐去鸣声，
知了声声变着曲调。
大雁回旋在苍穹，云翳雾霭还
在酝酿着雷雨。
玉米缨子纷纷钻出被窝，捋顺
了的秋天，
就等人们收割。
金色的旅程，一路向南，向着
九月的河流。
高贵的色调，
开始涂抹丰盈之秋。

咏残荷
荷塘阡陌纵横，清影孤烟，叶
黄花凋，
肃杀寂寥。
饱含籽实的莲蓬，淤泥深处的
莲藕，静待新的生命再次勃发。灵
魂与灵魂之间的传递，是否独自承
受凄清萧条？
尘世的心路，是一程灵魂的禅
悟。有的邂逅，注定了永远的回望。
悟道者，是可以把残破风景看成心
中美景的。残荷之美，美在繁华褪
尽的萧瑟里，
能将衰败打坐成禅。
风情不在眉目，在那独立的风
骨中。太阳下也有一方悲凉，风雪
里还有温暖一隅。
懂了，
便有了独依西楼的痴情。

雨 荷
雨很密很细。陌上水域，荷池

幽现，
重重叠叠的碧绿片片田田。
雨水滴落在叶片上，回复变幻
晶莹剔透的水珠，和着光影的脉脉
静流在荷叶下诗韵交错。
花瓣或粉或红，纯净娇柔，淡
雅出俗。
荷苞、荷盅不蔓不枝，与荷花
荷叶相映成画。
雨荷绘出的景致，随风，随雨。
似雨的雾，似雾的雨。让时光清新，
闲暇悠然、幽然……
吾爱群居，
也喜独处。
一个人的雨荷，一个独处的世
界，无边的宁静，盎然的诗意。什么
都可以想，什么都不去想。只倾注
仙子般雨荷袅娜地开，惟我而不忘
我地在雨中卓而自立。

鸢尾花儿静静开
一株鸢尾可以不断地开花，每
朵鸢尾花却只能存活一天，就一
天。今天你与她邂逅，明天再晤就
不再是昨日的那朵花儿了。
《鸢尾花》曾出现在梵高的名
画中。香根鸢尾乃是法国的国花。
显赫的荣耀，却又如此的脆弱，让
人惊艳，
让人伤感，
让人惋惜。
鸢尾花静静地绽放在山间溪
旁，静默明媚。娇柔的花瓣迎着阳
光和风盈舞，娇莹的花柱在温润的
气流中放飞夙愿。在自己的内心委
婉地歌唱。
鸢尾花的世界深邃而美丽，仿
佛爱情，
又仿佛童话。
所有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
皆为了一个美丽的缘由。遇见鸢
尾，
一份心缘就被深深悸动。
每个念想鸢尾的春天，花儿总
是如约而至。盛开在你温情的镜头
里，
盛开在思思念念的心灵深处。
一个寻常的情境，一种温馨的
美丽。一朵鸢尾花的微笑，心也就
跟着一起欢愉了。
把个春天里的心都睡在了那
花儿蓝紫色的梦境中，飞舞如蝶的
鸢尾花，
摇曳成了最陶醉的痴念。
把美丽的容颜贮存在镜头里，
在收藏深处久久地绵长……

金秋，还去婺源，只为凡人情
感的皈依。

星空遐思
遥望星空，你是否看见生命发
端、生命底部的原始洁净？仰望星
空，你是否发现时间之纵深、远古
宇宙的脉搏跳动？
凝望星空，你是否体悟存在与
宇宙合一、
生命融入在星星的国度？
霓红灯扰乱了星光，你的目光
不再有诗和远方。
急促的生命替代了自然开阔，
琐
碎和卑微造就了狭隘的思维方式。
星空浩淼缘于我们内心，因为
总以心灵的尺度去度量万物。
若以生命短瞬无常作尺，宇宙
于空间与时间便是无限。
若以星云度量万物，星空就不
再遥远。
生活的世界除了地球，还有星
辰宇宙。
注目星空需要还原纯真，需要
回归生命原始真实，需要回归思索
和智慧。

放牧灵魂
有一 秀 水 幽 静 ，可 放 牧 灵
魂 ——
蜿蜒的河道，渔舟千帆。林中
曲折的木质栈道，弥漫着小桥、流
水、人家的古典风韵。
天地之间，云水相亲。通直挺
拔的水杉林，默默净化着滇池水
质。碧水蓝天深处，风姿绰约的睡
美人婉约在眼前。碧波万顷的滇池
溢满阡陌的气息。
人生如水，雁过无痕。时光在
纯色中倒流。放牧心灵，只需一缕
洒满阳光的味道。
心无远不止，心的归宿，是诗
和远方。
是盛满宁静的原色。
自由地驰骋于自然，快乐着此
时的快乐。
在温情里放牧心灵，心灵在美
好里感受。

翠湖游思

夏 天

久违翠湖，已有多年，今日再
晤，它的意义早已不言而喻。沧海
桑田，
一切都变了模样。
无言耸立的建筑，似乎旧时模
样；隔着垂柳屏幕，那庞大人群的
广场舞，覆盖了过往的记忆，美丽
静谧的湖景已被喧嚣热闹替代；惟
见烟雨湖畔，翠荷满塘随风摇曳，
白鹭闲步睡莲叶轮，黑天鹅悠游细
雨湖面。
岁月的本真，沉浸在过往，让
人发思古之幽情的过往。
人类若是少一些浮躁，是可以
思考浮躁之弊的，
驾驭自然亦是。
然而人类总是污染环境又无
休止地无视自然，将美的本原设置
成不顾及他人感受的自我喜好。
欢乐无可厚非，但欢乐着的同
时，也要懂得本真之美，源于真实。
更要珍视身边的宁静和自然，珍视
所有享有公共空间的人的权利。
期待改造中的翠湖再现“两面
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的美好。

夏天很短，
夏天很长。
夏虫诠释的爱意味悠长，夏风
拂过的夜深邃迷茫。
浮 云 掠 过 光 明 ，树 影 婆 娑 起
舞，
夏意飘飘忽忽撒满人心。
夏天，在你身边的风里，在蓊
郁的世界隔壁，
在月光的距离中。
夏天，
在变奏的懵懂里——
接纳一袖清风，把夏夜交给静
谧，
拾掇一地星辉，
把静谧交给岁月。

婺源启示
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人，
目光总是仰望着天空，被悬浮于空
中的色彩混沌了眼睛，阻隔了地
气，
消磨了记忆。
那泥土、稻田、空气和老宅，却
是脱不掉的孩童记忆。
我的记忆在婺源被恍惚的世
界觉醒。于是，纯粹的天地，朴素的
灿烂，错落的古典，心灵的原点和
文化的情感在婺源找到了归宿。久
违的泥土、稻田、空气和老宅重归
梦里老家。
追循乡土的绵绵情感，让心灵
再次出发：向着杵声和鹅卵石，向
着无垠的田野，向着炊烟和小桥流
水——重拾生命的闲适和优雅，重
拾没有忸怩的自然。

恋恋十里香
来自故乡的十里香含笑花期，
乃
是异乡冬季里最惬意的生活温馨。
就这么一树十里香，一抹清雅
的芬芳，承载了太多的对故乡的情
感寄托。
落户新家的故乡十里香，安静
恬淡，不乏诗意。飘曳的韵味，散发
的美好，赋予庭院最长久最美丽的
意义。
相伴十里香听花语呢喃，品味
清韵绵长的温柔，天地悠悠，不曾
烟雨流年……
十里香花开依然如故，素颜清
风时光静好。
撩撩小笺，
岁月安然。

山姸夜荷
葳蕤蓊郁、奇花丛生的山妍，
溪流蜿蜒曲折地绕着荷田逶迤。
山妍荷田的夜晚载着美妙，捎
着情愫，
窥视着星空璀璨。
漫步静谧的荷田，
仿佛能听见荷
与荷的低声絮语、
虫儿的低吟浅唱。
晚风吹过，
荷花游离，
轻柔的行
径，
细腻如墨韵画卷，
如唐诗宋词的
蕴涵，
仿佛迁居于灵迹的世界。
轻移脚步，静静地沉浸在柠檬
般的月色之中，唯恐惊扰了这极致
的美。
有荷的山妍令人神往，有荷的
夜晚是山妍最完美的意境。

艺海军魂

樊忠慰

——送彭老荆风先生远行
您赠我的贺卡 像春天的雪片
温暖我的小屋与从前

您鼓励的文字 像蜂蜜与白盐
让诗句的星光 有些咸甜

梨花含泪 看不见您的笑脸
驿路藏悲 埋不下您的风范

一身戎装 沾满草露与虫鸣
枪在肩上 扛着月光与霜寒

云南日报文化生活部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主办

时光周而复始，炎夏离开，秋
天到来。
荷田温怡，云里柳影，飞鸟掠
过，
自然而然地蕴透着秋意——
蝉 声 不 再 闹 腾 ，蛙 鸣 缓 了 气
势，夏虫隐身梦乡，惆怅忽然在秋
意中惆怅。
秋风拭去夏的绚烂，承载过太
多彻悟的记忆，在清高的季节里忘
却，如同那些似有若无的情境，一
阵莫名的感受和感动，就能洗涤整
个心灵。
绿 色 的 原 野 ，敌 不 过 秋 的 催
促。一叶知秋总令人莫名的感伤。
那些夏天的漏影，那些还搁置在梦
里的故事，
统统随风而去。
秋曲已在酝酿丰收的和声，储
藏金秋一沓沓的厚实。
立秋，是梦想中成熟的起始，
立秋，是季节的转折点。无论青涩，
还是成熟，都得携着自己的行囊，
走向必然。
四时一秋 。每一个季节都是
独一无二的风景

笔底有战火 脚下有硝烟
正义的利剑 胸中的云海
扫荡世间的阴霾与黑暗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学征文

入 秋

挥戈落日 覆盖再覆盖 解放大西南
壮烈的文字 像一座座血性的宫殿
记录一个民族的屈辱与崛起 尊严与苦难

吹遍祖国大江南北。随着春天的脚
步，由在省、州、县担任过要职的，
被称为雪山雄鹰的七林旺丹率领
地区交通、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
组成的联合工作队来到巴拉格宗。
20 多名工作队员背着货物，带着干
粮，翻雪山，穿丛林，涉江河来到巴
拉村。他们传达的是，党的改革开
放、发展经济的好政策；他们要办
的事是，要致富先修路，决定要从
巴拉村到国道线修一条人畜通道，
村里要建一所小学和卫生所。这喜
讯和喜事使巴拉村人，浑身蒸腾起
热力，好像眼前出现了彩虹。他们
满脸堆起笑容，
眼珠充满兴奋。
从那时起，巴拉格宗才打开山
门，逐渐把视线转向外界，也开始
流进外来物品，改变生活状态。工
作组给巴拉村送来三件礼物：收音
机、手电筒，还有座钟。不久，村里
办起了卫生所，来了一位穿着白大
褂的医生，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表
是村里的三大医疗设备。又把一户
村民的大院腾出来，盖上屋顶，摆
上桌椅，村小学开学了。一位大城
市昆明毕业的老师，领着 28 名学
生，村子里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
更激动人心的是，顺着弯弯曲曲延
伸的岗曲河，沿着两山对峙的峡
谷，在西面光秃秃的悬崖峭壁上，
钻岩石，炸绝壁，挖土石，架板桥，
垒石梯，修了一条宽不到一米的人
马驿道。对于巴拉人来说，这是一
条天路，是一条生命通道，也是希
望之路。但是，外界人仍然说，
“这
条路是到巴拉村的崎岖鸟道”
“是
绝壁上留下的一道疤痕”，要走这
条路要过河水 12 处，穿绝壁 16 洞，
绕急弯 18 险。还说，
“ 只有不要命
的人才走这条路，要走这条路，先
留下遗书”。第一批走这条路的是
骡马。县供销社组织一批物资，赶
着 5 匹马，3 头骡子到巴拉村。令人
难以置信的是巴拉格宗偌大的一
块土地上竟没有骡、马和毛驴，连
一头都没有。他们历史上唯一的家
畜只有牦牛、山羊，还有温顺的狗。
巴拉村的人第一次看到这长着细
长的四脚腿，硕大的脑袋，耳尖蹄
圆，头上戴着笼套，还背着这么多
的货物，都惊奇地围上来观看。当
卸完货，一匹马突然快活地昂头长
嘶，四周人吓得全跑了。不久县政
府送来几匹马给巴拉村，刚开始有
的人见了马躲着走，连牵马的人，
马打个响鼻，扔下缰绳就跑。第二
批走上这条路的是电影放映队。那
个年代没有比电影更好的娱乐，更
好的教材。巴拉村人通过走村串乡
的商贩口中知道有个叫电影的梦
幻般的故事。一听说放映队来，巴
拉村派出 15 个小伙子到国道线迎
接，他们身背肩扛，怀抱头顶，硬是
把一切器材安全送进村里。夜幕降
临，全村人一个不剩都聚集到那白
色的银幕前。发电机发出轰鸣的响
声，旁边一盏灯泡发出红色的亮
光，一位烟民忘了带火柴，拿着烟
对着火焰似的灯泡点了半天烟，没
有燃上，他再用手一摸才发现这不
是火。
从这条道上走出一位改变巴
拉格宗面貌的领头人，也有人说他
不是走出去的，他是飞出高山峡谷
的雄鹰。他的父亲白玛旺堆是个身
体硬实，性情豪爽，说话落地有声
的长者。他生活苦了一辈子，只盼
着儿女们有所作为。大儿子斯那定
珠从小体格匀称，身材高大，有一
张聪明的脸。他小时候、经常听收
音机，也是个电影迷，在村里上了
小学。他牢牢记住了启蒙老师的一
句话“贫穷不可怕，怕的是没有志
气，你要有走出大山的勇气”。这早
熟的康巴汉子 14 岁那年，经过一
个多月的千思万想，痛下决心，走
出大山，他来到父亲面前。勇敢地
说：
“爸，我走出去，闯个天下，混个
人样”。父亲离别时，对儿子说：
“好
吧，你走出去，挣自己的面子吧，我
对你帮不了什么，只有经常祈祷佛
山保佑你平安。”父子何时能够重
新相见，儿子是否能闯出一条自己
的路，这些问号都能从父亲闪着泪
光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父亲想多给
儿子一点路费，但是没有可能。他
从手边仅有的 50 元中，究竟分多
少给他，几乎反来复去算了多次，
就是全部给他还觉得太少。可怜的
母亲家里还有 6 个小孩，一年的生
活就靠这点积蓄，但长子出门应该
全部给他。她滴着锁不住的泪水，
保持着沉默。斯那定珠拿了 35 元，
转身就走出大门。
斯那定珠身上穿着虽然破旧，
但洗得干净的藏装，脚上穿着只剩
半截的胶鞋，进了县城。那时中甸
县城不大，只有两条小街，但别的

美好不是一个片段，而是无数
个瞬间。
一 个 个 瞬 间 的 呈 现 ，你 看 到
了，
悟出美好，
便是美好。
邂逅一朵花，一棵树，一条溪
流，一片白云，都是感知生命，赋予
意义的部分，以至一缕阳光也能灿
烂到自己。
日子跟着日子，世事叠着世事
的时光，苍白与精彩很多时候就一
个念头。
旅不问人 ，
随意感受，
随心记录。
与走过，
与瞬间，
与自然。

愿一场战争消灭所有的战争
当芦笙恋歌吹响的时候
愿您灵魂安息 世界再无仇恨 衰病与夏炎

从地图上看一目了然，大自然
造就了这天然的不可思议的峡谷。
从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香
格里拉县出发，沿着 214 国道驱车
40 分钟，车头往北一调，钻进高耸
的峡谷山门。
这峡谷纵深 80 多公里，两边
群峰陡峭挺拔，犹如斧砍刀削。山
连山、山迭山、山上有山，山峰插进
云端。千姿百态的峭峰，有的雄伟、
有的俏丽、有的粗犷，有的幽邃，白
浪滔滔的岗曲河，被驯顺地限制在
深山峡谷，宛如银色的带子，奔腾
不息。河水清澈、碧绿、渊深，因为
山顶上的雪洁白无瑕，两岸的坡沟
被植物覆盖，防止了泥沙的冲刷。
蜿蜒、曲折、迂回，卷起闪光的浪
花，飞速回旋的涡流，浩荡奔流的
绿水，这一切条件在这里已经成了
大自然创造的最理想的漂流地。
进了山门，沿着岗曲河，汽车
行驶在宽敞的公路上。这公路是在
山如斧削、绝壁千韧的悬崖上开出
来的。望头顶见天不见日，有时见
光不见天，头上是悬崖，脚下是深
渊。路依着山势盘旋，微风把云雾
吹得千姿万态，群峰则忽隐忽现；
路紧贴着长满杜鹃花的山坡，极目
望去仿佛一直通到天上，始终往山
顶展去，最后消失在白云深处；路
横在山顶上，望四周见证着大自然
的伟大创造，这样迷人的景色恐怕
哪儿也难见。路的左边在蓝海似的
天空下，佛塔山上圆下方，浑圆的
峰冠不同于一般的山峰，好像是
天地宇宙铸就的“坛城”，一切都
那么对称、和谐、神秘。山顶覆盖
着奇异、闪光的白雪，这是巴拉格
宗群山的主峰。主峰左边是圣僧
峰，像一个站立着，双手合十的老
僧。右边是经架峰，像一个厚重的、
长方形的经书架板，这一切造型逼
真，形象生动。佛塔山经常被大团
大团的云裹住而不露真容，在阳光
的挑衅下半遮半掩，欲盖弥彰。往
下看峡谷，就像地球裂开了缝，留
下一道空隙，两边都是巨大的岩
壁。但岩面上绿荫沉沉，树梢簌簌，
还有一点清香郁郁。岩面上爬满苍
翠的常青藤，石缝间钻出茂盛的灌
木林，山石间长出绿叶茂密、整齐
庄严的树木。岗曲河在谷底仰躺
着，看天空行云，反匍着搂抱大地
的温软。
我们把时空转回到 40 年前。
这里仍然叫巴拉格宗，面积 270 多
平方公里，有 30 多户人家，160 余
人，属中甸县东旺乡的一个村子。
巴拉村是个名符其实的行政村，村
中的木杆上飘扬着五星红旗，村民
家里都挂着毛主席画像，村委会有
个木刻章子，装在村长的腰包里，
人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这
里山势险恶，没有交通，与世隔绝，
巴拉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而外界
人把巴拉村的人称为“董抬巴”，意
思是“野鬼人”。曾经一位寻找失踪
牦牛的人，迷失方向走到巴拉村附
近，他遇见一位村民。那人身材高
大粗壮，长发蓬松几乎盖住了脸、
胡须凌乱垂到胸前，赤祼的脚板比
熊掌还粗大，身上穿着肥大破烂的
麻布衣，一看这模样，他吓得转身
就跑。回到县城见人就描述巴拉村
人的形象，从此巴拉村多了一个外
号，叫“光脚村”。县城里大人吓唬
小孩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不好好学
习，把你送到巴拉格宗”。那时巴拉
村住的不叫房，叫窝，有土窝、石
窝、草窝，许多窝没有窗户，都是黄
土拌着草根的泥墙，顶棚是几根木
杆上放着树枝再盖上黄泥，中间有
个碗口大的通风口，屋内靠那道射
下的光线。吃的是野生红荞磨成的
糌粑和山沟里采挖的野菜，还有树
枝上掉下的野果，除了来客，过节
很少喝到酥油茶。大部分穿的是毛
竹线编制的又粗又硬的外套，小孩
多的家庭有一套棉布衣裳，谁出门
谁穿。吃饭用的是石头锅、泥巴碗。
全村有四户住着两层楼的土房，窗
户上镶着三块玻璃，家里还有几只
白瓷碗，村里谁家来了贵客，都到
这家借瓷碗。这无路可走的穷山
沟，易碎的琉璃、瓷碗是绝对的奢
侈品。上世纪 70 年代末，贫穷加天
灾，巴拉村树木枯黄，地皮干裂，牲
畜断奶，所有的人尝到了饥饿的滋
味。小孩们看到一杯牛奶，用贪婪
的眼睛盯着，嘴里垂涎欲滴。大人
看到一袋土豆，似乎在默默地渴望
着，强烈的食欲在肚皮里翻滚。全
村的食品都由几个长者统一分发，
或多或少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分发食物的长者反而捏紧拳头，空
着肚皮，咀嚼草根。
1979 年春天过早地来到巴拉
格宗。也许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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