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拂面、春花怒放、春林正盛，虽然
雪域高原的春天比内地来得晚些，但终究
是姹紫嫣红、浩浩荡荡地来了，春色撩
人。也许您刚刚才被有“雪域江南”之称
的林芝百里桃花海惊艳眼球，又要做好准
备赴下一场花的盛宴了。和雪域江南不
同，在喜马拉雅山赏花别有一番风味。

巍峨的喜马拉雅虽然挡住了来自印
度洋的暖湿气流，却挡不住大自然的馈
赠。在幅员辽阔的喜马拉雅山系，总有那
么一些纵横捭阖的沟渠，心向大海，默默
地春暖花开。

位于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勒布沟
是喜马拉雅山麓的一条沟。传说这里曾
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故里。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只为途中
与你相见”、“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
里，不悲不喜”⋯⋯随着仓央嘉措情诗风
靡一时，每个人总能吟出那么一两句。试
想一下，“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月亮，
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伴随
着和煦的春风，漫山遍野一树一树的花
开，和一位美丽姑娘相约皎月花树下吟唱

着唯美杳渺的仓央嘉措情诗是多么美好
和值得期待的事情。

也许你要说没有姑娘怎么办？其实
没有关系，勒布沟的高山杜鹃都是一树一
树的，开满花枝的杜鹃树堪比一位美丽的
姑娘。寄情于人，寄情于花树，寄情于山
水，总之，只要你来，在喜马拉雅的暖湿气
流温润下，在云山雾罩的幽谷中，置身一
树一树红艳艳的杜鹃花海或绿油油的青
稞地，那些遗憾你便能忘怀。

当然，勒布沟不止杜鹃一种花，还有
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花树也在竞相绽放，
果真白的似雪、红的似火、黄的似金。

同内地赏花细嗅蔷薇般的细腻不同，
在雪域高原赏花，在喜马拉雅山系赏花，

一定是胸怀大海。双目所及必是那远方
高耸入云覆盖皑皑白雪的山间，然后才是
将目光由远及近地收回到满山的花树。
这是一种空灵，没有杂念、包容和博大的
不可言喻的赏鉴天地的心情。只有来过
雪域高原方能体会。

没有雪山的陪伴，没有雪水的滋润，
雪域高原的花朵便没有历经磨练的娇
艳。不是所有的花都能在雪域高原傲然
生长，必须是倔强坚强的花朵才能以最美
最骄人的姿态怒放。高山杜鹃做到了，和
风雪作伴，迎着风雪绽放。

最美的风景总在最险远的地方，虽然
勒布沟是离拉萨最近的天然氧吧，从拉萨
到勒布沟仍需六小时左右。先从拉萨到

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泽当镇再到错那县
勒布沟。从拉萨到泽当蓝天白云下雅鲁
藏布江一路欢歌奔流，杨树、柳树争相吐
芽，也是让人醉了的美景。再说说从泽当
到勒布一段，在这一段你将充分体会到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随着海拔的
攀升，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间穿越，看
尽雪山牧场还有那如蓝宝石般的拿日雍
措湖。也许正晴空万里，但是转眼老天爷
就翻脸了，给你尝点冰雹，尝点飞雪，总之

“六月飞雪”在雪域高原从来都是正常的
天气现象。当我们经过错那县城，翻越了
波拉山口便一路向下，就真正进到沟里。
美好的旅程就此开始，茂密的原始森林、
一块块抽芽吐绿的茶田、开到荼蘼的杜鹃
花和各类不知名野花，一路美景、一路芳
香，还有一路好心情。

你还不来吗？

雪原上的花，这惊人的美！
□ 代 玲

因为错那属于边境地区，前往旅游

请提前办理边境地区通行证。同时带足

四季衣服，因为你将在这里体会到四季

更迭。关于交通，可以在拉萨租车或者

自驾，也可以在拉萨西郊客运站坐汽车

到山南，然后再从山南坐客车到错那勒

布。关于住宿，勒布沟有酒店也有家庭

旅馆任君选择。

时代变了，织女初心不改。母亲在厨房打
鸡蛋，拌面粉米饭加砂糖准备为我们蒸发糕。
开蒸的工夫，她又拿起毛线织起来。几十年如
一日，母亲对这种惯性的热情从未褪减。家门
口鞋柜里各种花色的羊毛拖鞋，客厅墙上的富
贵图十字绣，衣柜里我们穿的毛衣毛裤，全部都
是母亲的杰作。

时代的发展，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人们的“移
情别恋”。我们已不再习惯母亲的手工生活，一
群喜欢摇滚音乐的孩子，偷偷把母亲手织的毛
衣毛裤换掉，穿着电脑印花的 T 恤，在镭光灯
下忘情地喊死了都要爱。可母亲一如既往无怨
无悔地继续她织女的角色。倒是父亲，依旧穿
着她缝纫的中山装去上班，从不介意学生直呼
他“中山装”。为了省钱好在城里买商品房，一
大家子人的衣物，基本上是母亲在无数不眠之
夜一针一线赶出来的。

我们姐弟，人生中第一件衣服、围兜，第一
双鞋子，第一条围巾，第一个玩具，第一个书包，
都是母亲手缝手织手编的，上面还有“天真”、

“活泼”、“中国”、爱心之类的图样。还记得 7 岁

过年的新衣，大红色棉袄，母亲花了 3 天精心裁
剪，用她当年陪嫁的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做成，除
了纽扣有点古旧，款式和店里卖的一样新。弟
弟的皮夹袄，因为玩爆竹被炸坏了口袋，母亲给
他一顿痛打。翌日早晨，干了泪痕的眼一睁开，
便望见床头柜上被炸坏的皮夹袄完好如初。他
又惊又喜，全然忘了昨日一顿痛打，转头问我，
难道是田螺姑娘吗？这时，爸爸推门进来笑着
说，小声点，田螺姑娘还在咱家厨房做饭呢。不
信，起来看看。田螺姑娘终于走出厨房，新年的
佳肴端上桌来。母亲，原来是个夜织衣锦红袖
添香的田螺姑娘!

高考前一年冬天，冰雨阴霾不断，每天骑车
早晚自习寒风钻进脖子里，能清晰地感觉到由
于肌肉过分收缩骨头吱咯抗议的声音。出门
前，总是趁母亲不注意把笨重的毛衣毛裤脱掉，
一股脑儿塞进衣橱，我只需一件 T 恤和拉风的
外套，显瘦，俊俏。终于生病了，母亲又强行给
我套上毛衣，连夜织了一副加绒手套和一条更
长更厚的围巾。我没有抗拒，每天贴身穿戴，才
渐渐发觉原来冬天也没那么冷。

参加工作以后，曾买过高档羊毛衣给母
亲，她嘴里虽责备我乱花钱，满心却是欢喜
的。然而，那种高档，对于怀旧的母亲总是消
受不惯，吵着让我去买羊毛，买布，她要自己
做着穿。把外婆接到家里，两织女一针一线，
一说一笑，仿佛时光倒流，春草重生。每次回

家，进门便能看见娘俩戴着老花镜在拆毛衣，
满头的银丝和岁月雕琢的面庞，微微浮肿的背
脊，如同九月秋风中的镰刀。我问，线都卷曲
得不像样子了，颜色也旧，还拆它们做什么？
明天帮你们到市场买一些来。织女们笑嘻嘻地
说，市场哪还有毛线卖？

的确，传统的家庭编织，街市毛线商摊已经
销声匿迹。我苦于为两织女买毛线网购、商场
不成，千山万水托人到针织厂高价购买，有时也
难买得称心。不过，织女们心满意足也心知肚
明，洒脱地说，就买现成的穿着吧，不织了。但
这都是安抚人心的话，偷偷地，趁人不注意她们
又拆起过去的旧衣，反复反复地织补。眼力自
然不如从前，但做工依旧精细如初。一小撮从
旧衣上拆下来的毛线，卷曲变形毫无弹性，但她
们总是有办法让它们变直，只要拿温水一烫，立
马就恢复了原形。她们舍不得扔掉那些团团线
线，也怕儿孙们穿不惯旧的，所以不敢给人织，
织了也不敢给，到最后，总是留给自己做纪念。
那一件件精致而带着体温的手织物，仿佛一个
个迟暮的美人，伤逝的优越感，带着无可改变的
初心。有时新线织成的小人衣，家里添丁时还
能派上用场，因为自选的毛线和手针的纹理，触
摸上去感受确实很柔软，是机器织物无法比拟
的。若有人懂得珍惜，她们那满心满眼的欢喜
与深厚的宗族感情，便会在她们脸上洋溢开来，
夹杂着幸福和自豪的味道。

常听人劝诫：“要与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我正好有一个随时随地能予我正能量的朋友，那
便是茶了。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茶艺，我不精；茶识，我不明；茶道，我亦是不

通的。去年在云南，遇一普沵茶痴，专辟了一茶室
收藏各个年代的茶饼茶砖，一室的茶香足以让你
听见茶马古道上的马铃声。他有一整沓宣纸古
册，每日用毛笔记录当天鉴茶之心得。遇到这样
的茶仙，我瞬间被秒得灰飞烟灭。

所幸，自认还略通些茶语。摆上茶具，专注于
水声茶汤之间，手边握一卷人间词话。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碗茶。
茶人津津乐道于赵州禅师的公案，我也是极

爱的。僧人问禅师如何修禅？禅师问其中一人，
来过吗？那个答，没来过。禅师说：吃茶去！禅师
又问另外一人，来过吗？那人答，来过！禅师又
说：吃茶去！监院在边上听得莫名其妙，问禅师，
此事何解？结果禅师还是答：吃茶去！

茶语通世间百般乐事，亦可解千愁万绪。快
乐时品一盎，赏心乐事便化为涓涓细流。苦痛时
得一盏，凄凄惨惨便化作林间松风。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茶不分貴胄平民，众生皆等而视之。彼时有

一媒体同行听说我来自闽南，便与我分享了一段
亲身经历：2006 年，奥运场馆建设中，他和人民日
报记者同去工地采访建设者。一名“满面尘灰烟
火色”的建筑工人出现了，见到两位央媒记者，坚
持定要请到工地临时住所边隆重接待。

“我永远忘不了那画面”，这位记者感慨地对
我说，“在尘土飞扬、噪音隆隆的工地边上，这个工
人从屋里搬出一整套简易功夫茶具，支了水壶就
泡起茶来。那工人，是你们福建人。”

我在上大学离开福建之前，以为全国人民都
和闽南人一样天天喝功夫茶。早上起床，得泡上
一盏，一日肌骨清；有客到，泡上一盏，人情世故在
茶水中传递；议事时，再泡上一盏，事理在茶中越
辩越明；看书时泡一盏，吃饭后泡一盏，睡觉前泡
一盏⋯⋯总之，世间万事都可以融化在茶水间。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茶还有一项功能：得友。好茶若是独饮，再好

再曼妙的滋味描述起来也不得信，毫无意趣。若
有人同来分享品评就不同了：这茶強烈，那茶温
柔；这茶口感香气妥帖，那茶似后韵不足；这茶来
自寺院，水来自山间，品来有真味⋯⋯合意处不免
拍手称快。

前些年在茶社得识一些茶界痴人，拿京城不
同的水试同一款茶，喝了几日，得出结论说：矿泉
水界中，农夫山泉泡茶最妙。但只能是千岛湖产
的，别的水源就不成了。

遇到这样的高人，我只有敬仰并瞠目结舌的
份儿。于我而言，友人只需坐在对岸，看我随意地
注水烹茶，吃上两杯后说：果然好茶！这就够了。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每年到 3 月末，我便开始蠢蠢欲动，天天盼着

今年第一道春茶出现。倒不是爱那“明前茶”、“雨
前茶”的名分，只是那新茶一注入，满室的清香幽
芬，入口的鲜气四溢，完完全全是一满杯“春天的
味道”。

妙玉说：“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
杯便是饮牛饮骡了。”若得好茶，即使是如饮牛饮
骡，也是心甘情愿。我身子薄，难承受过多的茶，
本该锦心绣口一些，但一遇上“春天的味道”，多半
是难以自持，定定要吃上一海的了。

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

福建泉州的名胜古迹不胜枚举，可我
却对灵山情有独钟。其原因有二，一是灵
山离我工作的地方较近，不失为晨练的好
去处。二是灵山因葬有传说中穆罕默德
派遣来华传教的四个贤徒中的三贤和四
贤而得名，所以灵山又叫圣墓并与麦地那
的穆罕默德圣墓、纳贾夫的阿里圣墓齐名
而被誉为“世界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墓”。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质疑，第一个
原因还好理解，第二个原因就有点蹊跷
了。因为按照习俗的观念，墓地通常是为
人避讳的。何况，今之灵山与古之灵山已
有所不同，除了三贤、四贤两座最初始的
墓地外，更多则是陆续迁入或安葬的陈埭
丁氏族墓、汾阳郭氏族墓、龙苍曾氏族墓
以及荥阳郑氏墓、汀州葛氏墓、安徽杨氏
墓等不同时期的伊斯兰式石墓。它们或
整齐排列于半山腰，或凌乱分布于各个斜
坡沟壑。简言之，我怎么会对这样一座坟
山情有独钟呢？

是的。不瞒诸位说，我对灵山的好
感，恰恰是因为这里人迹稀少，墓冢遍
地。虽然泉州的人文景观为数甚多，但如

果从生命原型的层面去体验，只有灵山能
给人以静谧、从容、安全、永恒的感受。

灵山皆以石质铺就。进门就是缓缓
而上的石阶，石阶左边是一片葱绿的、几
乎密不透风的桂圆树，树丛下分布着一些
零散的清真墓。石阶右边则是软茸茸的
草坪，有国保碑和凉亭点缀其间。而山包
上的主要通道和墓群四周的坪地亦铺着
石板。至于圣墓和其它伊斯兰式墓包括
墓碑、墓沿、墓壁、棺椁、棺盖等就更不用
说都是清一色的石质了。即便是那些亭
子、门廊、桌椅、护塔、牌坊、围栏、碑刻、告
示牌等亦统统由石头凿琢而成。

进景区大门沿石阶走大约五、六十米
左边就是圣墓。现存的三贤、四贤两墓并
列于卷棚歇山式石亭内，系 1962 年由福
建省人民政府重建，其原始部件也都保留
着。墓冢用花岗岩雕刻而成，盖分三层，
四面浮雕莲瓣纹，墓盖底下为覆盖墓坑的
石板。

墓廊内，外竖历代碑刻七通，如伊斯
兰历 722年的阿拉伯文重修圣墓碑、1417
年的郑和行香碑、1751 年的乾隆辛未碑、
1871年的同治重修碑等。

不知是真主的刻意安排还是一种巧
合，灵山的另一大看点还是石头——风动
石。它位于那块软茸茸的草坪的顶头，石
阶的右侧，几乎与圣墓面对着面。

那是多么灵异的造化呀。很久很久

以前的某一天，冥冥中突然有一坨硕大的
石头从天而降或是从地而升，不偏不倚，
刚好落在或被推挤在一块平展的大磐石
上而且有两个边是悬空的。于是，几千
年，几万年，几亿年，就在那么一个瞬间，
石头顶端的一条裂缝嘭地一炸，使悬空幅
度大的一边轰然倒塌，形成一个齐刷刷的
冠状面，正好给那些喜欢流芳百世的官达
名士镌字刻诗，既把一段历史赋予了文化
的内涵，又将“阿里墓前有晃塔，圣墓前面
有晃石”的穆斯林观念耦合得天衣无缝。

留在磐石上的大半边坨石就是风动
石，约两米多高，20 多吨重。风动石的

“脸书”以及“后脑勺”上刻了不少先人的
字迹墨宝，其中以“碧玉毬”和“天然機妙”
最为显眼，使得瞻仰它的后人更添一份敬
意。但就“风动”、“指动”之说，本人亲自
试过好几回也不见动静。所以那只是一
种逻辑推理，乃坨石底部略呈凸状，磐石
顶面略呈凹状之缘故也。

尽管风动石也在灵山景区之内，但灵
山毕竟是座坟山，所以到这里来锻炼身体
的人几乎寥寥无几，也就落得我可以自由
自在地在坟茔间徜徉，在草坪上仰八叉，
在风动石的底座上做俯卧撑，在亭子里漫
无边际地遐想。我还发现一个奥秘，风动
石后方靠悬空一侧的石体有一种醇香的
味道，而其它部分却没有，所以我还每每
用鼻子贴在有沁香的部位上闻香。

需要说明的是，安葬于灵山坟茔里的
并非全是回民。社稷的多元和生存的交
织早已把包括宗教信仰、婚姻结构、民族
习俗在内的差异逐渐缩小。有资料记载，
陈埭丁氏从始祖至四祖均娶汉人为妻，其
后裔亦与汉人通婚。2015 年清明节前一
天的清晨，我在丁氏族坟左上方的山坡上
碰到一个从石狮来的郑姓中年人正在为
族坟清理杂草。他告诉我，灵山在大规模
迁入回族祖坟之前，也偶尔会有汉族人埋
葬于此。

当然，是不是伊斯兰式墓并不重要，
生前享受什么待遇也不重要，是谁的坟更
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儿是一座坟山，是人
类文明的净土、是新陈代谢的温床。

换句话说，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有
哪一个个体不是从温暖柔和的宫穴出发，
再回到坚硬冰冷的墓穴里去呢？在这趟
历程中，或享尽荣华富贵，或吃尽千辛万
苦；或位高权重一世，或平民百姓一生。
苦也罢，甜也罢；哭也罢，笑也罢。最后尘
埃落定，统统归宿于此。这难道不是一种
最基本的客观存在么？

在下这样说当然不是要人们去消极
对待生活，被动服从宿命。相反，慎终追
远、民德归厚，生与死原本就是一种和谐
的传承。因此，当我们面对茔坟墓冢时，
并没有理由去躲闪回避，而应该更加敬畏
生命、珍惜现实。

慎 终 追 远 看 灵 山
□ 陶宗令

茶 语
□ 苏雪燕

织 女 的 心
□ 沐 墨

织 女 的 心
□ 沐 墨

在雪域高原赏花，一定是

胸怀广阔，因为只有倔强坚强

的花朵才能在这里以最美最骄

人的姿态怒放

灵山的特别在于，我将

其视为人类文明的净土、是

新陈代谢的温床

春雨中，打一把泸州的油纸伞吧。
刘学懿摄

她似全天候织布机，用时光的

针线为我们不停地穿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