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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情歌王子——仓央嘉措，一
直像个梦，幽幽淡淡，痴缠众生，渺若
云端。谁知，从亚丁稻城返回成都途
中，司机小林告诉大家要暂离“航线”，
在理塘用午餐，这让我竟与他意外“邂
逅”。

未进县城，远远地飘着大红条幅：
仓央嘉措在理塘！我心一动：这个诗
意的名字历来与西藏关联啊，何时来
了四川？

继续行进，一座正在装修的大酒
店楼顶，热火朝天地飘飞着更大的字
体——仓央嘉措情歌大酒店！

这下子，我更难以淡定。进到一
家川味饭店，向藏族女老板问询仓央
嘉措，她确定地答：仓央嘉措出生在理
塘！这里还有他的故居呢！我听后更
想拔腿前去。那一刻，虽一时说不准
仓央嘉措的出生地，但记忆中并不在
四川而一定是在西藏。

很快，饭菜摆上一大桌，多是辛辣
口味，团队里有几个四川人，立即雀跃
欢呼。我则无味咀嚼，开动脑筋要去
一睹仓央嘉措了。这一桌，是税务部
门的四家人，平素与文学，与诗词，与
仓央嘉措毫无关联，显然不宜贸然提
出与集体行程相悖的要求，只得对丈
夫详细解释，毕竟他了解我的文学和
写作。还好，他很支持，并对司机和众
人解释一番，还让我简单介绍了仓央
嘉措其人其事。大家虽不甚明了，最
后默认了我的请求。

藏族女老板的口音实在难懂，饭
后，小林用地道的四川话向饭店门口
一位长者请教具体地址。这同样是一
位藏族老人，这高原小城找到一个汉
人还真不易。藏族老人很是热情地使
用藏族普通话耐心讲解，用手比划着，
直走，拐弯，再到一个广场（后来才明
白叫“格桑尔广场”），前行不足500米
即到。老人热情地提出要做我们的向
导，小林指指车上的导航，输入几个关
键词，一路来到“故居”。

所谓故居，实为一条街。街口有
与全国各地一个模样的棕色景点指示
牌，七八个牌子写有不同内容，但都指
向那条街。毕竟耽误了大家行程，我
事先声明，不会耽误太久，拍完照就出
来。

几乎小跑着进入，越往里越疑惑，
仓央嘉措应是六世达赖，而街里到处
是七世达赖的字样。紧盯路边一个

“仓央庄园”，迫不及待地跑进去，院中
有一对小情侣坐在一棵大树下的秋千
上亲昵，我问他们这是否仓央嘉措故
居？他们摇头，说自己也是游客，只是
指向里面。走进狭长幽暗的楼道，是
藏式三层楼，像酒吧。只得硬着头皮
走进去，来到一个中厅，顿时音乐震
天，一群男女旁若无人地喝茶说笑。
吧台里没有一个人，旁边立着仓央嘉
措的巨幅画像。我拍了照片，喊了几
声，可能乐声太大，一直没人出来。由

于不愿意一车人等待自己，只得往回
走。

刚出门，一个藏族模样的店员迎
面走来。我立即问他，理塘怎么会是
仓央嘉措的出生地？他犹豫一下，回
身拿一张类似酒店介绍的折纸递给
我，并说出实情：这里其实有个故事，
仓央嘉措生在山南，只因他被处死时
写了一首诗——

洁白的仙鹤啊,
请把双翅借给我,
不飞遥远的地方,
只到理塘就回。
这首诗让理塘声名大噪的同时，

更确定其为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的“坐
床”之位，并从此把仓央嘉措与理塘这
个地名紧紧联系到一起。

在这座房子里，这四句诗分别用
汉语和藏语写在花花绿绿的纸上，到
处飘扬着。

回到街上，不远处的七世达赖故
居是一座豪华庄园，我因怕大家久等
立即回返。回到车上才认真看那张折
纸，上有理塘和仓央嘉措简介。理塘，
这座具有“世界第一高城”之称的县
城，藏语为平坦如铜镜的草坝，平均海
拔已在4000米以上。这里不仅是进
藏必经之路，还可以由此前往美丽的
稻城亚丁。而理塘的出名，绝对得之
于仓央嘉措青梅竹马的情人桑洁卓
玛——她出生于理塘。生命的最后，仓
央嘉措对情人的恋念都写入这简洁的
诗句，而后世也因这首诗中的“理塘”二
字，找到了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理塘，
就这样被一个情僧抬到世人面前。

离开时穿越整个理塘县城。小城
笼罩在高原的阳光下，周围山峦叠嶂，
清澈的河水泛着光，呈现一种高原特
有的褐色基调。街道两旁全是高大的
树木，在阳光下摇曳，衬着高原特有的
净蓝，斑斓的一塌糊涂。

薄幕时分我们到达川藏路重镇新
都桥。从成都到亚丁，新都桥成为一
个自驾必经的客栈。这里是令人神往
的“摄影天堂”，一片如诗如画的世外
桃源。神奇的光线，无垠的草原，弯弯
的小溪，金黄的柏杨，山峦连绵起伏，
藏寨散落其间，牛羊安详地吃草……
我们必须在新都桥住宿，第二天再启
程回成都。格桑花庄园是两天前订好
的，老板是遵义人。晚饭前突然停电，
旅客们只好在客栈大厅等待发电、开
饭。老板极具文化情结，餐厅的一张
大桌子上摆满了各种书籍，我一眼就
看到《那一天 那一月 那一年：仓央
嘉措的诗与情》，在黄昏尚且明亮的光
线中迅速进入状态，终于在晚饭前将
这本书“速读”。

这一路，虽收获了许多地理盲点，
如冰川遗址、兔儿山、最高海拔……但
仓央嘉措的理塘实属意外收获。虽返
程数日，仍心心念念。有了他，理塘属
于情诗。

我的祖辈们大都籍籍无

名，黄土一掩就再也看不到了。

但我知道，他们都曾经鲜明地活

过。

我多么想见见他们，了解他

们的姓名，拜访他们的世界。在

飘蓬一般的生活中，我要试着俯

下身，摸一摸自己的根系。

第一个要说的这男人生在清

末，是给村里的寺庙画画儿的。

虽然同是干苦力活，但因着

男人的职业与香火颇多亲近，况

且平素待人谦和有礼，村中的人

们见了他，总是客客气气唤一

声：“先生。”

男人倒从不端什么架子，每

日中午端着大海碗与同村壮丁吃

饭唠嗑，闲扯些生计不易、家常里

短。但每至这帮同乡聊起别家闲

话，男人便笑眯眯地只顾扒饭，把

头都埋进大碗里。

男人画的佛像颇有特色。

与那些冰冷威严、能止小儿夜啼

的偶像不同，他笔下的菩萨面庞

柔和温润，眉目弯如新月，让人

看着，总会想起自己慈眉善目的

母亲来。

有人向男人讨教，他只笑着

说一句：“佛性就是人性。”

男人生得瘦高白净，眼里装

着六合内外的大小事情，神态便

自与其他乡下人不同。走在路

上，给这块务实又艰苦的地界平

添几分诗意。

这男人与我隔了许多代，已

经不知如何称呼了，但他的故事

仍然常被家里谈起。

第二个要说的，是我的太姥

爷。

太姥爷一家几代全是土生

土长的贫农，指甲缝里都是铁锈

味儿和土腥气，但太姥爷似乎是

想干出一番事业的。

他年轻时做过一件颇神勇

的事情：当时他正和同乡壮丁在

地头耕地，一队日本鬼子过来，

把田里人统统铐起，拎了铁链子

就走。家里人听闻这消息，哭成

一片，泪眼朦胧中却见太姥爷回

来了。原来他在押解路上借口

撒尿，趁鬼子不注意，从树林里

一溜烟儿跑回了家。

不久，太姥爷开始创业。从

鬼子的枪底下侥幸保全的一家

人更加勤劳肯干，小两口一个纺

纱织布，一个天南海北跑货，脚

底的茧子与手里的票子与日俱

增。

一次，太姥爷回乡时，发现

村里平白空出许多土地。一家

人思忖许久，本着“有土斯有财”

的朴素想法尽数买下。

没过几天，“土改”轰轰烈

烈地来了，祖辈清贫的太姥爷

被批为中农，财产尽数被抄。

太姥爷的脊梁被这满是铜

臭味儿的大锅压折了。他每日

坐在空荡荡的门槛上抽旱烟，

一口一口，一年一年，在粗重混

浊的吞吐间，把自己变成一个

塌肩缩脖的乡下人。

太姥爷再没谈起过自己的

事业，他就像河边那头无欲无

求的老水牛一样，吃着配给的

草料，繁衍下许多儿孙。

我从未了解这些祖辈们的

名字，但我知道，他们都曾经用

力地生活。

我怀抱旅行的心态看待他

们的故事，但我无法仅仅以一个

过客的身份自居。我能感受到

一条绵脉的草蛇灰线，它牵引着

我，让我看到祖辈们一步一个脚

印地艰难跋涉，让我听到自己的

血液中来自过去的叹息，让我明

白，我的存在就是告慰先人们苦

旅的勋章。

我将抽枝发芽，我将披荆

斩棘，我也将深埋于地下。这

是我们的旅程，也曾是他们的

旅程。

做不到春天那般亘古长

存，但我知道，每一段腐朽的枝

叶，都曾萌动明媚的新绿。

这就是回溯时光的旅行带

给我的意义。

茶山，倘若按地名理解，你

就错了。位于河北蔚县的这座

茶山，没有茶树。

那年，徒步穿越小五台山，

从下辉川向南台进发，回身看

到一座山顶挂着云的峰，巍峨

挺拔，给人无限遐想。问领队，

告知叫“茶山”。那是一个秋

日，天气出奇的好，几团大朵的

云点缀在湛蓝的天空，有一朵

挂在了茶山，久久不肯离开，山

顶若隐若现。那云，像贵妇的

面纱，洁白飘渺；黛青色的山，

则绅士一般立着，享受轻纱拂

面的柔美。云和山，使这空旷

的天地，牵扯出不少温情，令人

神往。暗自思忖，来年要登茶

山。

茶山，海拔2524米。几年

前，这里还与世隔绝，只有一条

羊肠小道，半年时间大雪封

山。而今，通往茶山的山梁上

有一片风电场，水泥路修到了

茶山下。翻上山梁，豁然开

朗。山的南坡，有一块巨大的

台地，上面托着燕赵大地海拔

最高的村庄——茶山村。台地

背靠垂直高度近600米的茶山

主峰，前临断崖山谷，两侧是高

出的山梁，梁的那侧又是山谷，

这地势，像极了一把官帽椅。

茶山村犹如一块璞玉，悠闲地

躺在这椅上，静听前川流水淙

淙，坐视白云悠悠绕梁。之前，

总不信陶公笔下的世外桃源，

来到茶山，我确信桃源不止一

处。古代蔚县属燕云十六州，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碰

撞，战火时时燃起，蔚州古郡八

百堡，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古

堡。大山深处的茶山村，当年

一定是为躲避战乱的人家最后

落脚的地方。

中国人安土重迁，往往有

村志、碑文等翔实的村史，而茶

山村却缺少这样一份证明自己

的履历。只好从村民口中获得

一些琐碎信息，茶山村建于明

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

据说村口原先有一棵古茶树，

这是唯一与“茶”有关的信息；

还有一座龙王庙，供奉着白龙

神。如今岁月留下的只有一口

古井，在村东头，全村十几户人

家，吃水全仰仗着它，井下有泉

眼，水位常年不升不降。

云吸引我来到茶山，茶山

最不缺的就是云。那日，沿着

左侧山脊攀登，和一位牧羊人

同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炎炎烈日下，却隐隐传来隆隆

雷声，极目远眺，乌云像一张铺

开的毯子，罩在群山之上。不

一会儿，似两军对阵，雷霆若

鼓，难解难分；又似浊浪排空，

滚滚而来，那气势，是要席卷这

里的一切。此时，若没有户外

经验，你着实会被它吓个不

轻。想起古人常说的“雷声甚

大，雨点全无”，说的就是这阵

仗吧。尤其是夏末的云，是会

耍性子的，和你开个玩笑，只为

看人间的张皇失措。我向牧羊

人打听村里有多少人住，他有

些惆怅，说百来口的村庄，年轻

人都走了，毕竟这里的日子太

艰难。不过，他语气稍缓些，这

些年路通了，旅游的人多了，又

陆续回来一些村人，搞旅游。

所谓旅游，也就是开个农家院，

夏天有一些收入。他侄子就曾

在天津塘沽打工五六年，不适

应，回来开的农家院。他用手

一指山脚下，最东边的那家新

盖的红瓦房就是。

我们垭口处分开，他去找

他的羊群，我则继续往山顶

去。大约一个钟头过后，远处

的乌云果然四散开来，有一片

已飘至山前，遮住了太阳。原

先对它的紧张和恐惧，化为了

感激——可爱的云朵变作遮阳

的伞，挡住烈日。伴着云的美

意，脚下不由得加了一把劲

儿。终于登上山顶，极目远眺，

眼前的景色大变，茶山村连同

整个“椅面”，处在脚下了。站

在高山草甸上，只管恣意地饱

览山川秀色，山脊的另一侧是

怪石嶙峋，一丛丛巉岩插在山

间，像密林中的哨兵，让人不得

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回到山下，我决定在茶山

宿一晚。径直来到牧羊人指给

我的那个农家院，他的侄子正

在厨房里忙活，见我进来，连忙

出来招呼“生意”。闲聊中，他

知道我是从天津来的，就像见

到远方亲戚，跟我谈起在天津

的打工经历。我说他现在生意

挺好的，不用外出打工了。他

说靠天吃饭，生意也就夏秋两

季，冬天他还得到县城里找点

活干。又不无担心地问，你到

山上，看到那些裸露的草皮了

吧？我点点头，是被山羊啃掉

的吧。他告诉我山上放牧的羊

群越来越多，高山草甸本就比

较脆弱，羊群一多，啃过后，再

来回踩踏，草甸有退化的风险。

听他这样一说，我的心也

为之一紧，这的确是个问题。

美丽的茶山村守着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或许需要精心设计

一番，守得住青山绿水，才能换

来金山银山。

漫游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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