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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回到煤炭局。 办公室门大开，五六个男

女几乎同时站起来。 年纪稍长的一位迎上来，

问：“你就是郝德仁吧？ 请在这上面签个字。 ”一

张纸递到面前。

“签什么字？先说说是哪样事情？ ”在他的局

长办公室，毫不客气地命令他签字，这可前所未

见，郝德仁一时有点发懵。

“你看看就明白了。 ”

“双规？！ ”郝德仁脑袋嗡地一声。 执笔的手

不听使唤，颤抖着落不下去。

“好啦，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检察院的，

这两位是监察局的， 我同这位女同志是市纪委

的。 ”年长的收起签字单子，递给女同志。 “现在，

你同他们到楼下车里去， 我们需要搜查你的办

公室。 ”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

“放心吧，组织的眼睛从来是雪亮的。 ”

“郝德仁先生，叫你开口的时候，你再畅所

欲言吧。 ”检察官上来，“扶”郝德仁。 “请你配合

我们的工作。 这个，当着你们局干部职工的面用

呢，我们也觉得不太合适。 ”检察官亮出手拷，又

收起。 “到车上再用，可能更合适一些。 ”

“让我给儿子姑娘打个电话打声招呼总可

以的吧？ 他们没有妈。 ”心想，这一去，连爹也没

了。

检察官摇头：“这不符合规矩。 算了，以后再

打吧。 天还不冷， 暂时也不需要他们给你送衣

服。 ”

郝德仁想说儿子在公安局， 而且是治安大

队的队长。 一转念，这太掉自己的价了吧？ 而且

有什么用，说不定更要求你回避，这些人一定把

你的祖宗三代内亲外戚早就查得一清二楚了。

“我总得安排安排工作。 ”嘴巴不听使唤地

蹦出一句，像是另外一个人在说话。

在场人笑：“革命工作从来不缺人手， 你还

是安心跟我们走吧。 ”

“我真的没做什么坏事。 ”

“组织培养锻炼那么多年，已经当过那么多

年的局长，怎么这样哆嗦？快走，上车。做没做坏

事，自己说了不算。 ”

职工们挤在办公室门口， 惊疑地瞪着他们

的郝局长极不情愿地跟着这群人下楼。 副局长、

办公室主任背对下楼人， 做手势劝阻大伙儿不

要看热闹，赶紧做自己的事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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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要送过去的，费琴艾突然不想这么做。

郝德仁、常奎相继离开以后，她回到自己的董事

长办公室，把准考证、毕业证摊到写字台上，拿

起座机拨杨玫父女屋头的电话。 她咳了一声，清

一清嗓子。

话筒送来她再熟悉不过的声音， 仿佛浓稠

的酒精味也从话机里辐射过来。

“哪个？ 杨玫家妈。 叫杨玫接电话。 ”她向后

理了理头发。

杨玫问她有什么事，她正抓紧复习呢。

“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市政府对门大

楼。找不到你不会问呀？你的数学成绩不是好得

很么？ 赶紧啊，一会儿我还有其他事情。 ”

“什么事情这么急啊妈？电话里讲不行么？ ”

“什么事情？你的事情，打个车过来。 ”说完，

毫不客气地挂断电话。

让这丫头来看看她老娘成天都在忙些什

么。 她取出梳子，对着穿衣镜，梳理整洁发光的

头发。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她满意地笑。

站到九楼公司门口，迎宾小姐往后退，衬衣

领口挽着蝴蝶结的高个儿小伙子迎上来， 先鞠

一躬：“小姐，请问找谁？ ”

“找我妈。 ”杨玫笑回。

“你妈，在这儿？ ”小伙子好像在迅速回想，

同事中谁可能是这个大姑娘的妈。 财务室大姐

的年龄最大，小孩也才上幼儿园啊。

“看清楚我们公司的匾牌了么？ ”小伙子的

头昂起，快后仰到一百二十度。

杨玫穿一件初中时的暗格子外套， 看上去

像是县城都没到过的山村姑娘。

“你妈姓哪样，叫哪样？ ”小伙子很有派头地

理理鬓角。

“姓费———你们董事长。 ”

小伙子嘴巴张大，“哦”字没发出声，眼睛放

亮，腰板重新弯成圆弧形状。 “小姐，你稍等，容

我先通报一声。 ”

“不用了。 ”杨玫已经看到“董事长”三个烫

金大字，那里门半开。

小伙子碎步上前，生怕被杨玫抢先。 “董事

长，有人找您。 ”

里边说：“是我姑娘，让她进来吧。 ”

杨玫已经站在费琴艾身后。

小伙子还是遵照礼仪，倒好茶水，才轻轻退

出，带上门。

“妈，这是你们公司啊？ ”

“你觉得不像？ ”费琴艾转过椅子。把证件推

到杨玫面前。

杨玫先拿起准考证，看照片。 “那时候，好小

啊。 ”又拿起毕业证，“妈———假的嘛！ ”

费琴艾迅速看门，压低声：“老娘为这个，就

差没跪起求人家啦。 揣好。 ”她站起来。

杨玫揣起准考证， 把毕业证推回费琴艾这

边。 “我不要这个，假的。 我不想拿假的骗人。 ”

“牛劲又上来了是吧？ 老子算死你会这样，

所以叫你过来。 ”她走过去销上门。 “没有毕业

证，考场都休想进得去。 ”

“高中毕业证不行啊？ ”

“我看你还是十二岁，没长大。 现在，高中毕

业还顶个屁用。 ”费琴艾长咳一声，“为把你送进

考场，你郝叔叔、焦叔叔、常奎大哥都帮了大忙。

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人家呢。 ”

费琴艾打开背包，取出五张百元钞票，连毕

业证一并推向杨玫。 “该打车打车，别给老子成

天弄得像逃荒要饭似的， 不要再给老子考出低

分数。 老娘不相信眼泪，老娘只想听笑声。 ”

“那……不要这钱可以不？ ”杨玫只得揣起

毕业证。 心想，哪一天，我也这么理直气壮将钱

从容推给别人，叫别人拿便非拿不可，那会是什

么感觉？

“嫌少不是？ ”费琴艾又扔过去两张。

杨玫还是不准备拿走钱。

“叫你拿你就赶紧拿起哈。 我事情多得很，

你走吧。 证件闪失不得啊！ ”费琴艾找出一只塑

料袋，让杨玫把证件装到里边。 “还有那个复习

资料，给我多看它几遍。 ”

杨玫只好捡起五张百元中的三张。

“别尽惹老娘生气。 ”费琴艾捡起另外两张，

塞进塑料袋，用证件夹起。 “带上门，我想点事

情。 ”

杨玫当然没有打出租。 她想独自走一走，让

紧绷的神经松弛松弛。 觉得气温有点高，突然想

起什么来，干脆把暗格子外套脱下来搭在臂里，

扎在藏青色裤子里的白衬衫让她显得英姿飒

爽。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爷爷跌坐在马路中间，

他的拐杖在离他五米远的地方横起。 四周围着

七八个看热闹的男男女女。

正在夹起轮子校正车把的中年男人回头

说：“不是我撞的啊，我的车根本没碰倒他。 ”车

把打正，跳上去，飞似地骑走了。

杨玫上前，扶起老爷爷，捡过拐杖。 “是你的

吗爷爷？ ”

爷爷“嗯”一声。 “他骑得飞哒哒的，我往旁

边一躲，滑倒了。 ”

挽起老人手臂，走几步。 “你没事吧爷爷？ ”

杨玫问。

“他是你家哪个？姑娘。 ”旁边有人大惑不解

地问。

杨玫笑。

她想，爷爷是我扶起的一个摔倒的老人，我

是陌生爷爷的另一根拐杖。 给人做拐杖，看似简

单，真正去做的人不多。

爷爷要去的方向与她相反。 杨玫轻轻拍一

下白衬衫上的灰尘，突然想打车了。

一辆车滑到跟前：“妹子，坐车吗？ ”

杨玫脑子嗡地一响。 车无牌，却很新。

车窗未贴膜。

“跑黑出租啊叔叔。 ”杨玫摇头。

“坐上来吧姑娘，不加价，比他们便利。 ”

司机的中山装扣着封领扣。 车，跟着杨玫缓

缓滑动。

“姑娘，给我开个张吧。 我等了两个多小时

了，一个人也没拉上。 ”

杨玫不看车，不看司机，抬头走自己的路。

那种错误，只允许犯一次，绝不会犯第二次。

车在身后停了一会儿，又滑到身边来。 “求

求你啦妹子。给三块五块都行。你———离要去的

地方一定不近。 ”

证件从倒车镜旁递到她眼前， 司机努力证

明自己人不是黑的。

杨玫突然停住脚步：“你敢不敢走市中心大

街？ ”

“敢，有什么不敢的。 你要去街心花园？ ”

“是啊。 ”

“不加钱，上来吧。 ”

“说话算数。 ”

“决不食言。 ”

杨玫坐到副驾驶座。 “走东风路，从市公安

局门口，拐到街心花园。 ”

“妹子，你不是警察吧？ ”

“你看着像？ ”

“那我一分钱不要啦，别扣我车啊。 实在没

办法，物价涨这么快，借一个朋友的，瞅空拉点

活儿，贴补家用。 ”

“专心开车啊师傅，会给你钱的。 ”

车到公安局门口，突然减速，几乎停住。 “是

不是到了，妹子？ 我最怕见到你们这种便衣打扮

的。 ”

“街心花园还在前面。 ”

“你不是警察？ ”

“你问那么多干嘛？ 警察办案不需要到处广

告。 ”

杨玫掏出五块钱，提前放到仪表盘上。

停车，下车。 司机说：“妹子，我这就去还车

给朋友，保证不同出租车抢活儿了。 ”

出租车绝尘而去，杨玫拐进新华书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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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人

发明了玉米脱粒器。 那是民间的智者发明

的，非官制，所以只能列为土造器具，不能谓

之机器。 用一段三尺长、小碗口那么粗的木

棒，开了槽，在槽底中间位置凿一个一寸见

方的小孔，用一块约一厘米宽的扁铁斜斜扎

进小孔的下沿，另一头冒出槽底半寸，是为

刨钉。 一个土造的玉米脱粒器就做成了。 使

用的时候， 将这个神器的下端拄在地面，上

头斜倚肚腹，然后，一手拿着玉米棒子填进

木槽里，使巧劲猛力向下压推，使之撞向刨

钉。 下面的刨钉硬生生将棒子上的玉米粒凿

掉两列，从小方孔里漏下去。 然后，由玉米棒

“自转 ”，如法冲撞 ，一下 、两下 ，一列 、两列

……一个玉米棒子上面的玉米粒，五六下就

被凿得差不多了，东一颗西一颗残存在玉米

芯上面的，先别管它。 把多部分拿下了，后面

轻而易举就能将残余部分收拾干净。

当然，发明制造这种脱粒器的智者并不

多。 我们村子六十户人家，只有有七八家拥

有这种神器，这七八家当中，男主人多为木

匠； 个别非木匠而同样拥有脱粒器的人，是

真正的智者，“见贤思齐”，仿造的。 我就纳了

闷了，木匠师傅们为何不批量生产，然后拿

到街上卖钱呢？！ 这是至始至终未曾上市推

广的劳动工具。 那个年代的人，或许是没有

商业头脑吧。

市上没有脱粒器卖，绝大部分农家———

包括我家在内，也就没法拥有，只能沿袭原

始方法———用手搓，对玉米进行脱粒。

搓玉米， 用我们的方言来说叫 “抹包

谷”。 把包谷掰进家，把壳撕了，堂屋里“堆金

积玉”———全是黄包谷白包谷“净个个”。 一

家子围着包谷堆，一个一个地“抹”。 旱地多

的人家 ，丰收年景 ，断断续续 、白天黑夜地

“抹包谷”，得半个月。

堂姐夫在都匀火车站工作， 常年不着

家，家里的所有农活照顾不了。 堂姐一个人

忙不过来，中风的堂伯父用勉强能活动的一

只手抹包谷，成天一言不发（口眼歪斜，不能

说话）地抹，“不怕慢只怕站”，还是抹了一部

分。

抹包谷虽是“手上活路”，不累人，但伤

手。 尤其是拇指外侧，很容易磨出“果子泡”

———不是血泡———表皮被锤打而鼓起来的

才是血泡，里面充斥着的血呈紫黑色或者黑

色，是“死血”。 抹包谷磨成的是水泡，里面是

一包水。 用缝衣针或者黄枹（桔子）刺将鼓鼓

囊囊的水泡刺穿， 立马冒出两大滴水来，跟

纯净水一样。 水泡里的水从何而来？ 这超出

了我的知识范畴。 水泡没戳穿，是一点不疼

的，摸上去，感觉仿佛是一片附着指端的“创

可贴”，不是自己身上的肉皮了，不归中枢神

经管辖一样。 一旦放了水，瘪下去之后，十指

连心，锥心地疼。 可见，有些东西是不宜戳穿

的。 将死皮剪掉，下面的嫩肉粉红粉红的，鲜

艳极了，很养眼。 但是疼得很，火辣辣的，不

小心擦到，就好像灼烫的细铁砂在柔嫩的肌

肤上磋磨一样，疼得钻心。

尽管拇指磨出了水泡，但包谷还得继续

抹，怎么办呢？ 捡一个包谷芯握在手里，压在

包谷棒上，连压带搓，这样，不用大拇指也能

脱粒，效率还远远高过用拇指抹。 不过，只有

大人可以使用那个绝招， 小孩子手劲不足，

不能奏效。 有的人拿一把火钳压在屁股下

面，在火钳上也能抹包谷。 不过，因技术含量

较高，很多人用不了。 鞋底也可以抹包谷，但

必须是橡胶底的。牛筋底的太硬，不行。尤其

是那种登山鞋，鞋底满是拇指头大小的胶钉

那种，更好。 把板凳放倒，将一支鞋套在板凳

脚上，就跟鞋匠换鞋底时将鞋套在修鞋板上

那样。 然后，拿起一个包谷，压在倒扣的鞋底

上面猛力压推， 依靠胶底滞涩的摩擦力，硬

生生使包谷籽脱离母体，丝毫不亚于上面提

到的那种脱粒器。

我长到必须参与抹包谷的年龄时，照猫

画虎，学做了一个“包谷脱粒器”，虽然不如

木匠师傅们做的精致，但是效果差不多。 这

样比较“正派”的器具，父亲都从来不上手，

真有点不可理喻。 他是一个非常守旧的人，

抹包谷时只偶尔用包谷芯辅佐， 至于火钳、

胶鞋底之类，从来没见他用过。 在我的印象

里，父亲少了点睿智和机灵。 由此，我疑心他

老人家是不是驾驭不了那些旁门左道 “器

械”。 而且手指竟然不起水泡。 因为徒手，因

为顾虑手指起水泡， 他抹得很是小心翼翼，

动作很温和。当然，效率也就不敢恭维了。但

是，父亲能熬，每天晚上，很有耐心地独自熬

到半夜鸡叫，甚至鸡叫两三遍才睡觉。 母亲

则是个急性子，干事情雷厉风行，也比较愿

意接受新的尝试。 除了那种还没有收浆，非

徒手 “抠 ”不可的包谷外 ，她很少徒手抹包

谷，尝试过火钳和胶鞋底，甚至也使用过“脱

粒器”，但都觉得不称手，只用包谷芯助力。

母亲抹包谷很快，“嚓、嚓、嚓、擦”，包谷籽被

剥离的清脆声音，很有节奏感，一个包谷，几

下子就干脆利落地抹完了。 她一个接一个，

不停地抹，面前的包谷棒，消减得很快，背后

的包谷芯很快就堆得老高。 当她的动作不再

那么“敏捷”的时候，就到了深夜十一二点光

景了 ，直接起身 ，道一句 ：“瞌睡来了 ，休息

喽。明天再抹。 ”然后，径直回房间里就寝了。

父亲则继续挑灯夜战，慢条斯理地抹，我们

几次醒来，他都还没停止。 有时候，父亲想表

一下功， 对母亲说：“昨晚上你们睡了以后，

我一个人抹到几多夜深嘞！ ”母亲一脸不屑

地揶揄他：“你抹包谷像‘摸蛆’一样，再熬到

几多夜深， 又能抹得好多呦？！ 我打个哈欠

（的工夫）都比你抹得多哟！ ”在方言里，“摸

蛆”是形容动作迟慢，“打个哈欠”则是很短

时间的意思。 这是不可否认的。 一向很严肃

的父亲，这时往往不会反驳，只是腆着脸说：

“你凶呐嘛！ 你能干呐嘛！ ”

我们哥几个抹包谷， 通常不是自愿的，

干得很勉强，常常“磨洋工”。 并且还“老鸹笑

猪黑，自己晓不得”地指责别人偷懒，常常由

此引发争端。 “你混我也混！ ”于是，在我们中

间，弥漫开了怠工情绪。 母亲喊不动我们，父

亲只好拿出态度来，硬性规定：“几弟兄每人

抹一斗———谁抹完谁去睡觉！ ”这是个有效

的机制，激发出了我们的劳动积极性，自觉

性和热情空前高涨。 得令后，我们一窝蜂地

扒拉包谷棒子，争抢个儿大结构松弛的“马

牙包谷”堆放在一边，不许别人拿去抹。 “马

牙包谷”是“推广种”，顾名思义，包谷籽宽大

而长———牙子深，像马的牙齿一样。 而且，这

“推广种”包谷个头又大又长，籽实联结得不

是很紧实，脱起粒来不十分费劲，很快就能

抹满一斗，能省不少时间和精力。 而“本地品

种”长得精致紧密，难抹，并且籽粒细小，抹

很多个包谷都难凑足一升，要抹一斗则更加

艰难、耗时一些，指拇都要着抹起果子泡！

到了九零后能够抹包谷的时候，是讲究

酬劳的。 经济社会，小家伙们的思想观念也

与时俱进了。 村里有个小伙儿，一到秋收时

期， 见到哪家开始掰包谷了， 就主动请缨：

“伯伯，我帮你家抹包谷哈！ ”或者预约：“你

家收包谷后，请我去帮你抹呵！ ”他甚至跟他

的小伙伴们游村揽活，一边满寨游走一边高

声吆喝：“哪家请人抹包谷———，哪家请人抹

包谷———”意思有需要的“请雇佣我们”。 工

费是一毛钱一升，十把岁的小家伙，一天可

以收入两三块钱，还说是“玩起玩起的抹”，

并没有紧赶慢赶。

我的儿女小的时候也被我们 “内聘”抹

包谷，价钱双倍，两角钱一升。 他们很容易满

足，抹得两块钱，就歇手不做了，领了工酬，

到村店里买麻辣和葵花籽吃。 然后，逗留在

外，玩到天黑才归家。 叫他们继续抹包谷挣

钱，他们叫苦：“不想抹得———指拇疼得很！ ”

现在，街上可以买到脱粒机，工厂批量

生产的“抹包谷”机械很多很实用，其工作效

率是木匠出品的“脱粒器”的很多倍。 为此，

零零后们一般都不曾受过手工抹包谷的罪。

重游“世外桃源”

王忠义

这天终于如约来了，恰逢深秋最美的时节。

看着飞机窗外的晚霞，不由想起了希尔顿《消失的

地平线》。在这部奇书里，希尔顿给人们建构了一个“世

外桃源”———香格里拉。在藏语中，“香格里拉”寓意“心

中的日月”。 中甸

2001

年更名“香格里拉”，虽说不一定

是希尔顿笔下的精神故乡， 但也不失为一片值得探索

的土地。

2016

年我就到过香格里拉，这次算故地重游。

晨光如故，仍旧带着雪山的寒意。普达措国家公园

前，耸立的群山向四周绵延，山上的植被茁壮繁茂。 一

种新奇的树染红了翠绿的森林， 宛若女孩裙摆上的红

色花纹， 让高耸的大山多了几分柔情。 在山下的草原

上， 藏民的房屋散落在公路两旁， 有些还飘着袅袅炊

烟。 入眼的一切，像故乡新雨后的雨滴，嗒嗒地滴入心

湖，溅起些旖旎的波纹，荡及整个心房。

观光车转过小弯，眼前忽然一亮，仿佛打开了一扇

奇妙的窗。只见两山之间，一条清澈的河流泛着闪闪的

银光，于藏柳间蜿蜒穿行，最后消失在茂林深处。 在左

侧的山麓，有一所奇特的小屋，和公园前的房屋大不相

同，通体由木头构成，外围是木制的栅栏，小巧而又古

老。 小木屋前，或悠闲散步或认真啃食青草的牦牛，一

个个悠哉游哉。 一切和谐，即使古老悠久，也是美的。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普达措，这将是一段难忘的

旅程。 ”跟车的解说员名叫卓玛，是土生土长的藏族姑

娘，带有浓浓的藏区口音。 她说“普达措”是梵文的音

译，意为“舟湖”，有“乘舟到达彼岸”的意思。 普达措国

家公园既有“寒塘渡鹤影”的高原湖泊，又有“风吹草低

见牛羊”的牧场，还有“明月松间照”的原始森林，玩一

天，景也不会重样。

“普达措公园有

ABC

三条步道……前面就是步道

A

了，走这条步道的请举手。 ”卓玛面向大家，一边微笑

解说，一边作下车提示。

观光车驶至步道

A

起点时，两名背包客下了车。在

众人的目送下，她们背着背包走过古桥，踏上了未知的

旅途。 勇敢的背影很美，前面是梦想之地。

下了观光车没走几步，属都湖如约相见。站在桥上

极目望去，湖泊宛若一颗滑落于雪域高原的明珠，低低

的云彩倒映在湖面上，与潋滟的波光交融在一起，幻化

成一幅水光接天的画景。步道

B

就位于属都湖右岸，可

谓占尽天时地利。游客都爱到这里散步观景，因此一直

都热热闹闹的。

走过一段跨湖栈道，来到一片原始森林，林立着参

天的云杉，大的要两个人才能合抱。云杉之上挂满了树

须，就像古楼门上的珠帘，微风过处摇摇曳曳，别有一

番韵味。

在森林的最底层，除了遇上些奇花异草外，最使人

流连忘返的要数松鼠。小家伙不仅长得萌，动作也很可

爱。每每遇上游客，就把尾巴翘得高高的，萌萌地站着，

好像在说：“这个

Pose

可还行？ ”见人们没有动静，它又

晃晃小脑袋，敢情抱怨：“快点吧！哥忙着呢。”可当你掏

出手机，还没来得及打开相机，它就窜进了树林，消失

得无影无踪。

走出原始森林，来到

3

号码头，藏族游牧文化体验

区呈现眼前。 在湖对岸的草原上， 牦牛悠闲地啃着青

草，三顶毡房前经幡飘动。

刚登上

4

号码头，一股烤肉的香味扑鼻而来。

“烤牦牛肉。 ”中间的毡房前，身穿藏服的小哥一边

烤肉，一边热情地招呼游客：“烤牦牛肉

15

块，烤猪肉

10

块，牦牛奶

10

块，还有火锅、炒菜，大家可以看看。 ”

“两串烤牦牛肉，两串烤猪肉。 ”

“哦，还要一杯牦牛奶。 ”

这里是步道

C

的起点，徒步的人很少了。 经幡前

的餐桌处，仅一对情侣在吃烤肉。 我挑了一张最靠近经

幡的餐桌坐下。 不一会儿，藏族小哥就送来了香喷喷的

烤肉。烤肉是片状的，分量很足。在草原上吃烤肉，我还

是第一次，有美湖相伴，更是开了先河。

清风徐来，经幡呼呼摇动，发出歌般声响。 远处的

湖面映着天空，水草泛了金黄，几只水鸟荡着清波，似

乎在谈论鱼的秘密。 如果可以，真想就这样坐着，什么

也不想，一切只如初见。

风走了，起身步入森林。 曲径通幽处，树仿佛在说

“欢迎新朋友”，于是石头和着溪流的水声，唱起了《空

谷幽兰》。 那种感觉真妙，许久未有了。

经过一番跋涉后，有着“小布达拉宫”之称的噶丹·

松赞林寺跃然眼前。 寺院依山傍水，气势恢宏，就像一

座古城堡，在阳光的辉耀下，金碧辉煌。

“在进寺前，有些细节要注意。 ”解说员名叫格桑，

是位帅气的藏族小伙子。 他告诉大家，在进门的时候，

不能踩门槛，要一步跨过。 “这边走路是靠左走，也就是

往顺时针方向走，和你们平时走路有所不同。 ”

在格桑的引导下， 大家踏上了石阶。 石阶有

103

级，笔直而上。 走了快一半的时候，格桑停住了脚步，转

身指着远处的松树林，告诉大家那就是天葬场……“你

看，一群乌鸦在盘桓。 ”

登完石阶，来到主殿区。 房屋下宽上窄，墙体多为

白色和红色，顶部均为一片金黄。 进入大殿，格桑与僧

人互行了礼，带领大家往左参观。 殿内的释迦摩尼、观

音菩萨、文殊菩萨、弥勒佛等佛像，雕塑得惟妙惟肖，栩

栩如生。

在巷陌里漫步，忽然传来一片诵经声。 沐浴着古老

的梵音，仿佛自己也成了“槛外人”，整个身心一下放空

了。

回到出发的原点，独克宗古城街道向晚。 “独克宗”

是藏语发音，意为“月光城”。 古城里，小楼错落，石板路

映着街灯，还依稀可见马蹄的印迹。 这是岁月久远的马

帮留下的历史信物。

登上“古道雅阁”，龟山公园的转经筒金光闪闪。 那

是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足足有

5

层楼那么高，要十来

个大汉协同发力才能将其转动。

躺在古色古香的居室里， 听着游人踏过街道的足

音，我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梦里，我变成了一只蝴蝶，

回到了原始森林。

第二天返程时，香格里拉乍雨还晴。 汽车驶过一片

赤红的狼毒花， 希尔顿笔下的精神故乡顿时清晰了起

来。

冉

茂

荣

著

3

副刊

邮箱：

535936619@qq.com

编辑校对

/

文建秋 版式

/

袁万霞

2019

年

11

月

10

日

故事

热线电话：

0859-3195186

TIANT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