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贴着岩壁在水雾里奔跑，围着
神瀑转圈，一边转一边喊叫着。这是
多少天来她第一次听到他发自肺腑的
喊叫，她被感动了，也跟着喊叫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自
身的烦恼，和自然融为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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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向荣

□墨白

下午我们在德钦县汽车站见到巴桑
旺久的时候，他正撅着屁股修理面包车，
他侧身扭头看着我们说，谁？

他说，格桑。
哦……巴桑旺久直腰转身，一边去掉

满是油腻的手套一边回身看着我们说，去
雨崩神瀑，是吗？巴桑旺久看我们朝他点
头，侧脸看一下头顶的太阳说，今天只能
住在尼宗村，明天一早才能去雨崩，有问
题吗？巴桑旺久看我们点头又说，哦，你
们稍等一下，我这就齐。

巴桑旺久说完不再理我们，只顾忙活
他的。她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他看她一眼
说，头还痛吗？她看着他，没说话，但不知
怎的她两眼有些发潮。他把手背过去从
背包摸出纸巾来，抽出一片给她一边擦眼
一边说，你看你，没过不去的事儿。

她说，往哪儿过？老这样躲藏，什么
时候是个头？

他说，那你说怎么办？
她低下头来，不再说话。他抓住她的

手，目光却越过山城层层叠叠的建筑物，
落在被阳光照亮的山梁上。从山谷里吹
过来的风有些凉，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
战。这时有汽车的机器声传过来，我们这
才注意到巴桑旺久已经坐进车里了。

面包车沿着升平镇弯曲的街道往上走，
然后沿着盘山公路往南。巴桑旺久一边开
车一边推了一下他灰色的礼帽，他看一眼坐
在副驾驶的他反问道，飞来寺？在飞来寺可
看不到梅里雪山，要转到山那边去。

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就等从雨崩神瀑
回来吧。

在夏秋多雨的季节，我们果然没有看
清被云雾缭绕的卡瓦格博峰，只有最左边
的神女峰偶尔在雾纱里显露峥嵘，梅里雪
山显得更加神秘。这使我们对前途充满
了疑虑，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对我们命运
的一种暗示。或许，神圣的卡瓦格博压根
就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些身负罪恶的人。

我们心情沉重地沿着修在悬崖峭壁
上的 214国道往澜沧江的谷底走，希望能
早一些到达雨崩神瀑，让神圣的自然之水
冲洗我们的丑陋。但我们没有想到，要下
到看似近在眼前的澜沧江谷底，还有30公
里的路程。巴桑旺久一边开车一边嘴里
哼着六字真言，峡谷对面的明永冰川偶尔
在阳光下对我们闪亮着。在一个岔路口
我们调头往东南走，在接近澜沧江谷底
后，我们沿澜沧江左岸的公路往南行，最
后在巴久寺前几棵高大的柏树前停下
来。巴桑旺久关上车门指着其中一棵对
我们说，那是卡瓦格博的手杖，当年他插
在这里忘了带，后来就长成了这棵树。

在湍急的澜沧江的流水声里，我们惊
奇在这两岸荒凉的峡谷中为何能生长出
这么高大的柏树来。在巴桑旺久去为我
们办理进入明永冰川与雨崩神瀑的门票
时，他拉着她围着那棵身上裹满经幡要有
几个人才能抱得住的柏树转了一圈。在
停下来之后，她心情复杂地看着他，而他
充满迷茫的眼睛却看着那棵高大神奇的
柏树。她感到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就紧
紧地握住。她说，别怕。

他没有说话，也没看她，目光最后移
向从远处汹涌而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
澜沧江。

过了前面的桥，我们沿着澜沧江右岸
的土路来到了永宗村。在叩拜了石锁之
后，巴桑旺久说，好了，你们已经拿到了朝
觐神山的钥匙了。在前往西当的途中，巴
桑旺久说，去雨崩神瀑有两条路，一条是
从西当翻山而过，要越过那宗拉卡垭口。
一条是从我们今天住的尼宗村顺着雨崩

河往上走。
他说，垭口海拔高吗？
巴桑旺久说，3820米。
他回头看了一下坐在后排的她。她

说，神瀑海拔呢？
巴桑旺久说，3950米。
她看着他说，能上神瀑就能过垭口。
似乎他紧张多日的心情现在有些放

松，他说，那就明天回来过垭口。
过了西当村，我们就沿着澜沧江右岸

一直往南。路途中，渐渐和我们熟稔起来
的巴桑旺久的话就稠起来，他说，你们是
怎么认识格桑的？

在丽江。他说，我们乘他的车。
哦，你们从哪儿来？
她看他把目光转向澜沧江说，河南。
哦，很远呢。每年都有各地的人来这里

朝觐，有的一路磕长头过来，一走就是几年。
她有些惊讶，要走几年？
是，要走几年，去年就有一个从青海

磕长头过来，走了两年，把自己的腿都走
瘸了，还是我姑父给他治好的伤。

她有些好奇，你姑父？
对，我姑父。哎……巴桑旺久弯下腰

来一边系着他散开的鞋带一边说，我忘了
告诉你们，我姑父是尼宗村的，他不但施
舍外地的朝觐者，还供养着在村子附近的
山洞里修行的人。

他说，那他图什么？
巴桑旺久愣了一下，他直起腰来看着

我们说，难道别人有困难，我们帮助一下
就是为了图什么？他的话仿佛一道篱笆
突然从空中落下来横在了我们中间。在
接下来的路途中，他也仿佛变成了哑巴，
一言不发。时光在我们的感觉里缓慢地
流淌着，就像身边湍急的不知来自何处又
流向何方的澜沧江。

那天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了尼
宗村。但我们并没有见到“姑父”，只有巴
桑旺久的姑姑在家，屋里还有一个不知来
处的穿黄色短褂的僧侣，两个从甘孜来修
行的尼姑，她们刚外转经回来，正在“姑
父”家休整。

在巴桑旺久的姑姑准备晚饭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村里。在“姑父”家门前的路
边上，我们看到有一家六七口人正在那里
搭帐篷，一问，才得知他们是从四川来的
朝觐者，在他们的身后尽管就是无边的山
野，可是他们做起事来仍然悄无声息，唯
恐惊动在远处俯视着我们的卡瓦格博山
神。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姑父”才从外
边风尘仆仆地回来，同时，他还带回来三
个远道而来的朝觐者。

吃过饭后，“姑父”就吩咐巴桑旺久安
排客人们去休息，一转眼，他就不见了。
大家做事的时候，都是那样的悄无声息，
心里都各自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虔诚。
在灰暗的灯光里，一切都显得那样神秘。
等我们在巴桑旺久的带领下踏着咯咯吱
吱作响的楼梯来到阁楼时，在暗淡的光线
里，我们看到“姑父”光着背正坐在那里打
坐。大家都没敢说话，我们和三个陌生人
悄悄在靠墙壁的一边坐下来，众人不论男
女睡成一排。在暗淡的光线里，我们看着
漆黑的房顶，想着心事儿。他睡不着，就
悄悄地起身。她也没睡着，看着他沿着楼
梯走下去。片刻，她起身拿起一件衣服小
心翼翼地走下楼梯悄悄地来到屋外。在
夜色里，她看到他在一块石头上坐着，抬
头望着明亮的星斗，神情显得是那样的颓
丧。她轻轻地走过去，把手里的衣服给他
披上，贴着他坐下来。我们谁都没有说
话，寂静的高原无边无际。

夜渐渐地冷起来，她说，回吧，冷了。
他仍然没有说话，她站起来，伸手把

他拉了起来。

我们醒来的时候，听到有低沉的吟唱
声传过来。在晨曦里，他看到“姑父”仍然
在那里赤身打坐，只是他的腰间多围了一
条被子，他已经在那里坐了一夜了。诵经
声是从坐在他对面的那两个身披藏红色
袈裟的尼姑嘴里发出的。在朦胧的晨曦
里，他们就像一组雕像。他发现睡在身边
的她不见了，等他悄悄地走下楼梯来到院
里，看到她正在看巴桑旺久的姑妈煨桑。
她对他说，巴桑旺久已经起早赶回去了，
他下午会在西当等我们。

这让他感到意外。我们走出“姑父”
家，看到昨天扎在那里的帐篷已经没有
了，那家来朝觐的四川人已经在路上了。
他们住过的地方连张纸片都没有留下，他
们没有留下任何居住过的痕迹。她转身
看着他说，巴桑旺久的姑妈说，煨桑是他
们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儿。

这次他转身专注地看着她说，是吗？
嗯。她看着他说，他们要用桑烟祈求

神的下凡。
她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被拥抱的渴

望，但他却闭上了眼睛。她从衣兜里掏出
湿纸巾来，轻轻地为他擦去了从他的眼角
里流出的泪水。

这天上午，“姑父”亲自给我们做了向
导。我们发现，同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一
样，强烈的紫外线改变了“姑父”皮肤的颜
色。我们跟着紫红脸膛的“姑父”，先路过
那个环境幽静与世隔绝的雨崩村，最终来
到了雨崩神瀑。我们看到雨崩神瀑从悬
岩上倾泻而下，在阳光的斜射里升腾。“姑
父”来到煨桑台前开始煨桑，当桑烟升起
时，“姑父”嘴里一边默诵着祭文，一边绕
着插着风马旗的玛尼堆转圈。三匝过后，

“姑父”脱下一层上衣，顺着石阶，来到瀑
布下开始沐浴。

我们远远地站着，看。她抓着他的
手，看着在神瀑下沐浴的“姑父”，喃喃地
说，巴桑旺久看出你有心事。

他把目光从神瀑下的“姑父”身上收
回来看着她。

她说，这瀑布是卡瓦格博神从上天取
回的圣水，能消灾免祸。去吧，去洗吧。

她说完，轻轻地为他脱去外衣。
这次他没有拒绝，他顺从地脱去衣

裤。在她的注目下，他跟着“姑父”在雨瀑
下走动着，他双手举过头顶迎接着从天而
降的水流，嘴里发出“喔喔”的声响。

他贴着岩壁在水雾里奔跑，围着神瀑
转圈，一边转一边喊叫着。这是多少天来
她第一次听到他发自肺腑的喊叫，她被感
动了，也跟着喊叫起来。这个时候，我们
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自身的烦恼，和自然融
为了一体。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和“姑父”在雨瀑
村分手，然后从那里出发，翻过那宗拉卡
垭口，前往昨天我们路过的西当村。在西
当村那所简陋的温泉招待所门前，他突然
注意到旁边停放着一辆挂着豫P牌照的越
野车，他一看到那个车牌照，就两腿一软
坐在了地上。

她伸手扶着他，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他看着她说，你干的好事儿？
她没有躲避他的目光，她说，我不想

再这样流浪了。
这时，我们看到有两个留平头的中年

男子出现在招待所门前，看着他们持着警
惕的目光朝我们走过来，他的手哆嗦起
来，他喃喃地说，这一天终于来了。

那一刻，我们突然感到世界很安静，
只有从不远处的澜沧江里流过的江水，发
出经久不息的声响。3

注：我们，在墨白小说里包括人世间

不同身份、不同背景、不同时代的人。

□陈战东

东明村新来了第一书记赵欣欣，名字秀气，人
却壮实。一米八多的大个加上近二百斤的体重往
那儿一站，村委大院里哪间屋子都嫌小。他第一次
来的时候笑呵呵进门，伸出的手还没握到村支书王
长乐的手，就捂住了自己的脑袋，深蹲在地上。大
家瞅了瞅门框才明白刚才的那声巨响是从哪儿发
出来的，纷纷上前搀扶。赵欣欣摆了摆手说没事儿
没事儿，就自己站了起来，脸上挂着痛楚，也挂着
血。

王长乐陪赵欣欣到乡里的卫生院简单一包扎，
就回村开见面会。赵欣欣这次不再昂头挺胸，进会
议室离老远就弯了腰，快到座位旁才直起腰。坐下
等了一会儿，没人主持，没人介绍，赵欣欣就自我介
绍，介绍完了让大家扯扯村里面的基本情况。没让
说话的时候到处是说话声，一让说话就冷了场，赵
欣欣只好点王长乐的将。扯村里情况王长乐擅长，
大嗓门立马在会议室里回荡。王长乐说：“以前的
第一书记梁炳坤确实能干，为村里盖了村委大院，
修了村道，打了井，安了灯，成立了鲜桃合作社，村
民的收入翻了一倍。尤其是筹集资金盖起来八座
草莓大棚，那可是村里的摇钱树……”

会后村主任李大连对王长乐说：“真能扯，一个
人说一上午，你没见赵书记脸色不对吗！”王长乐
说：“哪儿不对？”“脸一直沉着。”“谁碰烂了头还能
老是笑着！”“不是，我觉得是你话上的毛病。就像
你离婚了又娶个新媳妇儿，你很说前妻的好，新媳
妇儿能高兴嘛……”“你才离婚了——哦，有道理。”

“上面的人都心眼儿多，咱以后可得注意点。”
王长乐下午陪赵欣欣察看村里情况，就打定主

意前任第一书记办的事儿一概不提不看，可赵欣欣
偏偏要问要看。赵欣欣刚出屋门就绕院子转了一
圈问，村委大院很漂亮嘛，投入多少钱？王长乐就
说今天天气不错。出了院子走到村道上又问，路
修得也很好，两边还绿化了，都是些啥树种啊？王
长乐就说今年冬天就是冷。水井和草莓大棚就在
村子旁，王长乐为了防止赵欣欣出村，赶紧把他往
家户里领，说是去看看贫困户。赵欣欣看得很认
真，问得很仔细，三家贫困户看完太阳就落了山。
王长乐长出一口气把赵欣欣往村委大院领，赵欣
欣却还要出村。王长乐说：“天黑了。”赵欣欣说：

“你能看见我不？”“能。”“那就出村再看看。”赵欣
欣说完就朝村外走去。水井在拐角处不显眼，草
莓大棚却白花花摆在了眼前。赵欣欣在草莓大棚
里转了一圈后拽着一个村民闲扯，村民就把草莓
大棚的好处又说了一遍，王长乐挤眉弄眼摆手咳
嗽都不管用，末了那位村民还意犹未尽地感叹：

“这都是小梁书记干的好事儿啊，让咱在家门口就
挣了钱。”

第一茬草莓成熟的时候，乡里在东明村举行了
采摘仪式，敲锣打鼓，舞狮子扭秧歌，还邀请媒体前
来报道。果然，东明村的草莓大棚像去年一样人山
人海，场面火爆，不几天棚里的草莓就销售一空，
村民们的脸上都像草莓一样红彤彤的灿烂。挣了
钱就要分红，乡里又在东明村举行了分红仪式，邀
请全乡的村书记、主任前来参加，目的是推广东明
村经验，带领全乡群众致富。全乡学习东明村，这
可是东明村的荣耀，无论是领到钱的贫困户还是
没领到钱的非贫困户都脸上放光、兴高采烈。阴
沉着脸的只有赵欣欣和王长乐。赵欣欣的脸一直
就那么阴沉着，王长乐是看赵欣欣的脸阴沉着他
也阴沉着，心里盘算着今后怕是不好与这个第一书
记共事。

草莓大棚又赚了钱,东明村人就想扩大规模，
意见反映给村主任李大连，李大连背着赵欣欣找到
了王长乐。李大连说：“老王你看这扩大规模的事
咋弄？”“扩大肯定要扩大，就是不好给赵书记汇
报。他自从碰了门框后就没再笑过，唉，咱那门框
真坏事。”“哪是门框的事，明明是你话上的事。扩
大规模这事要是赵书记不同意就不好办，投入很
大，全靠人家跑资金呢。”“要是小梁书记还在就好
了。这二十几亩预留地就是他当初非要多征的，说
是将来扩大规模用，咱还反对过，事实证明还是小
梁书记有远见。”李大连给王长乐点了一支烟，自己
也对上火后说：“小梁书记的好就不能再说了，不如
这样……”李大连把嘴凑到了王长乐的耳朵上。

东明村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议题很多，有贫
困户帮扶问题，有发展党员问题，也有人居环境整
治和安全生产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王长乐的主持下
都是一带而过，唯独扩大草莓大棚规模问题，他让
全体村民自由发表一下意见，会场立马乱哄哄起

来，所有的嘴都在说就都听不清楚，王长乐便开始
点名，点了十多位，意见很一致，那就是把预留的二
十几亩地都盖成草莓大棚。赵欣欣这才停下了记
录的笔，抬头望着乌压压望着自己的眼睛，过了一
会儿才对王长乐说：“王书记，我也谈谈我的意见。”
王长乐点了点头，赵欣欣第一句话就说：“我不同意
再扩大草莓园大棚了。”会场立马议论纷纷，有人甚
至很不友好地反问：“你凭啥一来村里就挡我们的
财路？”“就是，就是，小梁书记来村里净办好事儿，
你来了啥也不干不说，还扯后腿……”王长乐一看
群情激愤，怕不好收场，赶紧发话制止：“大家别嚷
嚷，听赵书记把话说完。”扭头看赵欣欣，赵欣欣咳
嗽了两声说：“我建议那二十多亩地盖成火龙果大
棚……”话还没说完，会场又炸了锅，王长乐没再制
止，也跟着小声嘟囔，赵书记果真是看不惯小梁书
记干的事儿啊，非要跟他反着干。

又过一个月，赵欣欣才找到王长乐和李大连进
行了一次长谈，村委会办公室的灯就从摸黑一直亮
到鸡叫。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只知道谈完后
三个人倒头睡了一天觉，第二天就带着部分村民代
表出了村，一出去就是一个星期。三个人回村后，
李大连就给村民代表们交代：“事儿成不成就看你
们了，回去可要好好发挥你们的口才呀。”

随后赵欣欣请了几天假，先回了趟市里。他想
把此次外出拍摄的视频和照片编辑成视频短片，就
找到了电视台的记者朋友。赵欣欣把自己想做视
频短片的用途给他讲了讲，记者朋友立马说：“得
嘞，为了支持扶贫事业，本大记者就免费给你做吧，
不过不能用电视台公家机器，晚上去你家吧。”到了
家里，记者朋友就在赵欣欣的电脑上下载了视频编
辑软件，两个人嘀嘀咕咕一通宵才完成了视频短片
制作。赵欣欣又回了趟老家，好说歹说把自己的堂
哥也请到了东明村。

在外跑了半个多月的赵欣欣一回到村委大院
的卧室就累瘫了，重重往床上一躺，咚的一声响，赵
欣欣就双手捂头滚在了床上。王长乐和李大连闻
声赶来，看到赵欣欣头上鼓起的包，王长乐埋怨：

“赵书记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门框低咱没法换，可你
的床短咱能给你换啊，这么长时间你都是咋睡的
啊？”“睡对角线。”

东明村又召开了一次全体村民大会，议题只有
一个，就是那二十多亩预留地到底是盖火龙果大棚
还是盖草莓大棚。王长乐还是让大家发表意见，不
过发表意见前得先看一段视频短片。看完片子，村
民们的意见依然出奇地一致，不过这次都是支持盖
火龙果大棚了。赵欣欣头顶纱布高声对大家说：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谈谈心，交交底儿……”刚开口
王长乐就带头鼓掌，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赵欣欣等掌声停了，继续说道：“我到村里一看
一听，你们的小梁书记干得那么好，的确压力大，高
兴不起来。咱村里各项事业起点这么高，今后我还
能在哪些方面为村里做贡献呢？这个问题折磨得
我夜不能寐……”

会场有人高声问：“啥是‘也不能美’？”
赵欣欣愣了一下，王长乐扭头笑着跟他说：“赵

书记，农村跟机关不一样，咱说话的时候尽量不用
成语。”

赵欣欣说：“‘也不能美’就是睡不着觉。说实
话，看到草莓大棚给大家伙带来了不少的收入，我
也高兴，也不高兴。不高兴主要是我了解到周围
村子学样都在盖草莓大棚，咱们要再扩大规模赔
本了咋办？所以就领着部分人出去走一走看一
看，了解一下外面的形势。大家伙都是农村人，肯
定比我更懂得农业种植一跟风就掉价的道理，所
以咱们还得另想出路。到底种什么好呢，真的很
让人头疼……”

赵欣欣一说头疼，村民们就看到了他头上的
包，一阵哄笑。

“正好我老家堂哥这几年盖火龙果大棚发了
财，我把咱村里的情况跟他说后，他觉得咱们这个
地方很适合发展火龙果大棚，也愿意免费给咱们当
技术指导。今天他也来到了咱们村里。”

赵欣欣的堂哥微笑着向大家点了点头。
“当然，发展火龙果大棚只是第一步，下步最当

紧的是修出村道路。咱们村一面临国道，一面临省
道，但目前只有一条很窄的出村路，进出都不方便，
所以我打算申请资金再修一条出村路，也把原来的
路拓宽一倍，让咱村跟国道省道无缝对——都连起
来。等路修好了，咱们再盖休闲旅社、特色饭店，利
用咱们交通便利的优势发展乡村采摘游……”

赵欣欣的讲话一次又一次被掌声打断，赵欣欣
就笑了。大伙儿也纷纷咧开嘴笑了。3

寂静的高原

看到赵欣欣头上鼓起的包，王长乐埋怨：
‘赵书记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门框低咱没法
换，可你的床短咱能给你换啊，这么长时间你
都是咋睡的啊？’‘睡对角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