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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黄昏

“脖子被绳索勒得好紧，我竭力用手去
拽，却感觉胳膊寒冷酸痛。我想喊人来救我，
可白茫茫一片雪域，看不到一个人影……”我
用手摸索脖子上的绳子使劲拉扯，醒了才发
现又是睡觉翻身时氧气管缠住了脖子，而刚
才的一切，都在梦里。我苦笑，难怪有人说在
西藏躺着都是奉献。

半夜缺氧憋醒是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
在这个季节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最苦恼的不
是醒了，而是醒了之后再难以很快入睡。我轻
轻靠床坐起，伸长脖子拉扯着胸膛尽力呼吸，
看见同屋姐姐垫着两个枕头插着氧气管还是
免不了要张开嘴，屋子里静得只能听见她喘气
的声音和旁边氧气瓶里的水泡声。这种蓝色
的氧气罐在我记忆中，只有生命垂危的人床头
才会有，而在这里，已经成为每个人必备的了。

看时间快凌晨两点半了，我理想中再次
入睡的时间至少是两小时以后。今夜，注定
无眠。于是，我悄悄走出宿舍想去楼道透透
气，还没到休息区就隐约听见有人在和家人

视频，“下午我们吃的是饺子，高压锅都煮烂
了。”“儿子每天都要和你视频，今晚我说爸爸
开会，刚把他哄睡着。”听是援友的声音，我笑
了笑便扭头朝回走，不愿打扰他们这美好的
一刻。

回屋我轻启窗扉，任凭寒风吹拂。仰望
苍穹，天空繁星点点，月光皎洁冷清，颤颤的
感觉如一粒碎石击在我一潭如温柔湖水的心
底，轻轻荡漾，映照出点点滴滴细细碎碎的往
日回忆。在西藏工作，最大的代价是身体健
康受到影响。几年下来，有的耳鸣，有的痛
风，有的心室肥大，有的心肌缺血，有的心脏
瓣膜反流，有的眼角膜严重损伤……尽管大
家都在极力保护自己的身体，但高寒缺氧的
环境却无力改变。

在地广人稀的阿里，随便一次下乡都相
当于内地的一次长途跋涉。雪地、沼泽、黄沙
堆、乱石滩，能抵达目的地的都是路。饭点如
果赶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一群人席
地而坐，吃风干肉，啃方便面，喝酥油茶，吃完

喝好，拍拍尘土继续前行。地质、水利、交通
等一些特殊行业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夜晚风餐
露宿也是常有的事，偶尔还会碰到藏野驴、狼
和棕熊，惊险刺激应有尽有。

援友们常说，维稳值班是阿里发挥其地
理军事意义的最具有当地特色的工作内容之
一。少则一星期一次，多则一星期三次。值
班期间要做到无空白、无缝隙、无漏洞、无盲
区，一旦出现问题，无论功劳多大，无论职务
多高，无论过去工作干得多好都要严肃处
理。记得我第一次在单位带班，裹着羊毛毯
坐在床上还是能感受到隔窗风的冷，因为上
旱厕要跑好远一晚上尽量不吃不喝。第二
天，交班后神魂颠倒的我回到宿舍，镜子里的
人头发蓬乱，脸色苍黄，让我止不住喷笑的是
因为生炉子搞得鼻子下面一窝黑。

在高原上写材料更不是个好差事。白
天，顶着强烈紫外线各种考察，有时甚至冒着
泥石流、山体滑坡、暴雪的危险深入农牧区采
访调研。晚上，高原缺氧，寒灯孤影，艰苦写
作，往往是想着上句，忘记了下句。倘若是着
急的材料再碰到频繁停电，还要提着主机箱
跑遍狮泉河找电源。

夜深人静的雪域高原，狮泉河灯火摇
曳。曾经无数个夜晚，风捻着心事，将大家的
牵挂拉得很长很长，如水的情怀，在月下悄然
绽放。每天晚饭后，楼道里会响起各种视频
电话的声音。“姑娘，今天在幼儿园都干嘛了？”

“儿子，你的朗诵录音妈听了，真棒！”“你是哥
哥，就要让着弟弟嘛！”“你好好上课，暑期就可
以和妈妈来看爸爸了。”对于我这种还没有孩
子的人而言，或许很难完全体会为人父母千里
之外的这份心思，每次遇到这种情景只是轻轻

走过，用心理解。今夜，相距这么遥远，冷冷
的风不知能否将大家的思念吹到家人的梦
里？静思，无言，寸寸相思，点点祝福。

或许，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人
不怕走在黑夜里，就怕心中没有阳光。四月
的阿里，风依旧寒冷，夜里的风更刺骨。我披
了件外套靠窗蜷缩，目光落在书架上。《西藏，
面冰十年》《藏西笔记》《雪域丹心》《天上阿
里，与神耳语》……或许一直以来，就是它们
一直在鼓励着我，陪伴着我。毕淑敏在《面冰
十年》里说，面冰十年，她知道自己从此喜欢
清静和安宁，喜欢纯正和简单，喜欢透明和坚
强，喜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陕北作家高宝
军在《藏西笔记》里说，高原像一个严厉的考
官，它用严寒、缺氧、强烈的紫外线和说不清
的困难来筛选、考察和考验一切，生命弱的存
不住，没进场就被筛了出去；忠诚度次和意志
力差的虽然能过了初选关，但过不了复试
关。高原存不住孱弱，容不下虚假，看不起投

机，不接受乞求和叹息！
高原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

神。读先遣连解放阿里的历史时，我久久无
法回到现实中；看孔繁森长眠雪域的一生时，
我钻在被窝里泣不成声；听张良善几跪妻儿
墓碑前的故事时，我迫切想了解这位共和国
脊梁卫士的所有经历……他们的精神就像高
耸的南迦巴瓦、珠穆朗玛，令世人景仰。

一位当地藏族老者告诉我，热爱西藏的人
都是神的儿女。你不要刻意追求什么，埋头
用心走完朝圣的路，所有美好的开端都会有
一个美好的结局，一如这阿里的夜长长远远。

我喜爱阿里的夜，因为在那漫天的星
光下，燃烧着黎明的渴望。人生最重要的
不 是 我 们 置 身何处，而是我们将前往何
处。不择环境，不惧困难，有一份援藏情
怀，有一种高原精神，相信今后的日子，无
论我们从哪里起
步，那都是幸福的
源头。（黄陵矿业）

雪域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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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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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回了一趟娘
家，走进院子，透过厅房
的玻璃门，一眼就看到
奶奶坐在老式织布机前
忙活着。外面有点起风，
奶奶将厅房门紧闭着，听
不到我叫她，一直埋头在
织布机前来回穿动着线
梭子，身体随着脚下的节
奏微微前倾又后仰。我
推开厅房门，奶奶回头
看见我，又惊又喜。

说起奶奶的这台织
布机，可有些年头了，从
我记事起，家里就有这
台织布机。那时候我们
一家人还住在黄河岸边
的老屋，家里的厅房是旧
社会的老式建筑，巍峨高
大，依正北而建，房门朝
南，墙壁是用厚厚的青砖
堆砌而成，房顶是由一根
根木头搭建封顶。这台织布机就放在老厅
房的门口，阳光铺洒在织布机上，在青石地
面上形成一块块影斑，显得尤为耀眼。那
时候，我们早晨还赖在被窝里，耳边就传
来一声声“咯、咯……”的织布声。

奶奶家中姊妹6个，她排行老大，从她
十几岁起就开始织布给弟弟妹妹做衣
服。那时候织布用的是白棉线，布织好后
用染料上色，然后再裁剪成衣服。奶奶嫁
给爷爷后，应她的要求，爷爷就给做了这
台织布机。从此我们家炕上铺的床单都
是奶奶亲手织的，有蓝白格子的、红白格
子的，还有红白绿相间的，水洗后用木槌一
敲打，铺在炕上既平整又好看，经久耐用，
越洗越软。十几年前，我们从老屋搬迁到
新村，奶奶不舍得扔掉这台织布机，再三叮
嘱父亲一定要把织布机给搬到新家。

我结婚的时候，奶奶拿出一摞各式花
样的床单让我挑两条自己喜欢的，说是给
我的嫁妆。我说：“奶奶，你什么时候织了
这么多条床单？”奶奶笑着说：“前些年你
们在外面上大学，我和你爷爷在集市上买
了些棉线，抽空就织一织，赶上你们一个
个结婚时，一人给两条。”听了奶奶的话，
感动之余更多的是幸福。奶奶随手扯掉
床单上一个多余的线头，我看到她的手指
头因为冬季气候干燥而皴裂，缠了几圈药
用胶布，而她似乎毫不在意，每天依然为
儿孙操劳，眼眶中永远都掩饰不住对晚辈
的爱。

两年前爷爷因病去世，奶奶的生活一
下子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也许是为了打
发时间，也许是害怕想起爷爷，奶奶又开始
织布。邻居们送来一些旧毛衣，奶奶全部
收集起来，将一根根毛线拆下来，用开水煮
了之后，再缠绕成一个个线团，一有空就坐
在织布机前忙活着。奶奶的眼已经有点
花，有时候线头断了，她还得费力地去把
线头连接上，辛苦织好的布最后都悉数送
给了邻居们。对她而言，织布不再是为了
生活需要，而是精神上的寄存，是支撑她
度过平淡生活的杠
杆。 （陕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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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朵朵开
刘波刘波

丹 霞 地貌
黄陵矿业 王飞

岁月悠长

清明以后，谷雨之前，高原上沉睡了一冬
的植物以太阳光照的倾斜度和日积温为指
令，萌动、吐绿，继而花开。农人们以节气为
参考基准，抖擞精神、清点农具、打理牲口，开
始了年复一年的春耕。

世事轮回，日赶月，月催年，年复一年，山
花、农人、土地、牲口、作物、物候又一次紧紧
地捆绑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这个时节，行
走在高原上，沟壑之间，视觉的主色调依然是
土黄色。山坡上零星点缀的杏花已褪去羞
涩，如豌豆般大小的杏子披着毛茸茸的外衣，
顶着一顶小红帽，沐浴着和煦温暖的阳光。
公路旁杨柳新叶初展，迎风而舞，松柏因雨水
的浸润显现出难得一见的浓绿。

车行驶在盘山道上，车窗外黄和绿两种
颜色交替出现，一个弯道处一丛柠条正在用
另一种奔放的黄色努力地吸引着飞虫和路人
的眼球。柠条开花一串串，这种晋陕蒙荒漠
和高原上常见的植物，开启了她一轮新的生
命旅程。虽然它的花期短得只有一个礼拜左
右，但黄灿灿的花朵蕴含着高原和荒漠特有
的豪情，恰如农牧交界处的陕北汉子和姑娘
谈对象般直入主题，爱就是爱，“柠条开花时
间短，哥哥想妹妹吃不下饭”“柠条开花照心
肝，这两天咱就订姻缘”，高亢的信天游一诉
相思苦，一对对有情人来一代代人，一串串
柠条花来一段段相思情。

车继续向前行驶，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一道梯田旁的几棵桃树用另一种热情挽留
住了我，迎着粉红色的桃花，缓步靠近，唐

伯虎豁达出世的那首“桃花坞里桃花庵，桃
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
花换酒钱。”在脑海中自然就蹦了出来。桃花
不同于杏花，杏花含羞，有一种不施粉黛的自
然美，恰似待字闺中的少女；而桃花热烈奔
放，娇艳妩媚，好比初为人妻的少妇。在漫天
的黄土地里，桃花一开，大地的春情就泛滥开
了，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曰“去年今日此门
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
依旧笑春风。”诗中将人面、桃花、春风自然而
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桃色挑逗和引诱人的画
面感极强。陕北人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千
百年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审美体系，面朝黄
土背朝天，生活的颜色好似被外物固化，但女
人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装点苦闷的生活，这就
是穿花衣。红色为基色，辅以粉黄绿蓝靛紫
等各种色彩，女人们大花棉袄一穿，翩若惊
鸿，婉若游龙，行走在沟壑间，天地在这一刻
仿佛都被这人动花颤而吸引，男人们驻足眺
望，身心悸动。人与花逐渐消失在弯道上，男
人们按捺住躁动的心，脚下的黄土地成了发
泄情感的对象，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气蓬勃
而出，与天地斗，其乐无群，壮哉！快哉！倘

若时空穿梭，几千里之外的江南小镇，有一件
姑娘也穿上一件大花衣衫，走在悠长又寂寥
的雨巷，这种视觉冲击力可真是辣眼睛，画面
的美感被彻底破坏了，人面桃花在不同的情
景显现出别样的味道。

高原的桃花或一株独立，或三五株结
伴，浓艳地开在山头、沟道。桃树可能并不
是刻意种下的，只是某一天妇女精心打扮
相约去镇里赶集，采买日常生活用具，恰巧
有附近农人刚采摘下来的毛桃售卖，买上
点在返程的路上当零嘴吃，既解渴又充饥，
吃完的桃核随手扔在山坡和沟道里，黄风吹
上几次，桃核被埋在黄土里。第二年春雨一
下，桃树破土而出，不几年就长成了气候，
有勤快的农人将好一点品种的桃枝嫁接到
新长成的桃树上，桃树挂果后可自家食用，
亦可在集市上售卖换点零钱，随手的无心之
举，让桃树开启了一段奇幻的旅程。桃树耐
寒、耐旱、适应性强的这种特点，正如黄土
高原上的女人般，风吹不垮，日晒不怕，寒
来暑往，在黄土地里刨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
艳丽世界。

登高远眺，桃花掩映中，一人一牛一犁

进入了视野里，牛吃力地拉着犁缓缓向前，
农人手扶犁跟在牛后，铁犁像一把手术刀，
割裂了大地，铁犁在黄土里反复来回，黄土
外翻，提前撒在地表的农家肥被翻进了土
里，埋藏在土地里的生机被释放了出来。
人、土地、牲口在这一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这不禁会引发我们对这千百年来不断重复
劳作的思考。传统的农作维系了天、地、人、
万物千万年来形成的那种平衡，在长久的劳
作过程中，人类开始逐渐掌握自然的基本规
律，熟悉了作物的生长方式，顺天应时，适应
自然和改造自然，以期满足人类社会不断发
展的各种需求。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我们
的祖先们发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人
类文明由此诞生。工业革命以后，人和土地
的关系愈发紧密，人不断向土地索取而同时
又不去感受土地，土地带给人的那种满足感
反而不如农业社会那么强烈，人与人的关系
也因为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悄然改变，维
系中国传统社会这个精密复杂体系的农耕
文化正在被大家遗忘，人与土地的情感联系
被淡化了。农村、农民、农耕不再是社会的
主角，待在高楼大厦里，脱离了土地、农作
物、物候，人恍惚间也脱离了农耕伦理，传统
农耕伦理受到了更多新的挑战，这是发展的
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步带给我们的损失。

山花朵朵开，遗世在人间。迎着春风，嗅
着花香，抚今追昔，唏嘘不已。愿山花朵朵
开，不负春风不负卿。

（神南矿业） 心香一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