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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带你走进的这片森林，更接近
于我少年时期的生活本真。因为我的祖
辈们都是居住在这片森林里的，从幼年
记事开始，我就是这片森林里的一个分
子，一个自然的存在。

拉尔宁的森林，或者说是坐落在一
片原始次生林里的这个村庄，叫拉尔
宁。森林没有自己的名字，村里人只叫
它“占岭”。它的归属是湟中县上五庄国
有林场。拉尔宁的森林，北边连着水峡
林区，南面与大寺沟林区相接，西面直通
到青海湖以东的三角城边缘。关于拉尔
宁这个名称，无从考证，我所知道的，只
是它的归属很有源渊，曾是宗喀十三族
之一的隆奔族所辖一系，其领地主人是
拉科官人桑杰尼珠，《塔尔寺志》曾记载，
正是这位桑杰尼珠出资修建了塔尔寺最
早的八宝如意塔。后来，拉尔宁所在的
这条川又成了西纳家族的世袭领地，叫
西纳川，民间称谓沿用至今。据此推演，
拉尔宁，应是藏语演变而来，虽不能准确
知道原意，但我们村里的长辈们则一致
以为，拉尔宁，就是藏语的转音，意思是
有本事，或者说是很厉害。有句口头禅
为证：“那你这个人的拉宁大呗！”中间省
去一个尔字，意思便是“你的本事大呗！”
而现在周边的人们一提起拉尔宁人，也
觉得与众不同，觉得拉尔宁人天生蛮荒，
什么硬事悍事都干得出来。

道完这点汤头，我们言归正题说拉
尔宁的森林。

在我十八岁离开拉尔宁村之前，我
是发誓要逃离这片森林的。因为几乎与
我家生活有关的事，都与这片森林有关，
我也从记事起就淹没在这片森林之中，
干着力所不及的各种累活儿。

冬天的森林在我心中是黑白两色的
世界。那时候的冬天，总有下不完的
雪。下雪的时候，山村就覆盖在灰白色
的厚厚纱幔之中，混沌如天地未开，万籁
俱寂，只有沉雪压断树枝的脆响声，或远
或近，听上去格外刺耳。而一旦雪后放
晴，村庄和森林则呈现一片银白，尤其是
森林深处，除了雪的纯白，就只有松树的

青黑色和白桦树梢的一片暗褐色。每当
林间的疾风呼啸着掠过树梢，就有一片
片的雪雾升腾而起，为单一的白色增添
了几分仙境般的神性和缥缈。

这样的天气里，山村就会突然喧嚣
起来，小伙子们就不约而同地上到北面
的阳坡里去抓野鸡。拉尔宁的村庄，南
面是乔木灌木混合林，而北面的阳坡地，
则是一岭一岭隆起的石山、低矮的石缝
灌木和人工强行开垦出来的 45 度左右
的耕地。在这样的生态环境里，生息着
不少的野兔、锦雉、斑鸠、鹌鹑、狐狸和狍
子。拉尔宁人把雪地围猎统称为“抓野
鸡”。雪雾弥漫中，人影绰绰，喊声四起，
仿佛再现一场远古的战争场面。而在人
们的惊吓追逐中，那些因大雪覆盖而缺
食的野生动物们便惊恐万状，能飞的乱
飞腾，能跑的乱奔跑，在人们持续的追逐
下精疲力竭，最终被生擒活捉。更有一
些疲惫不堪的野鸡鹌鹑们顺山势往低处
滑翔，常常落进庄廓院里，被烧火做饭的
女人们逮个正着。“大雪下在山里，野鸡
掉进锅里”的玄话由此而来。

而这样的围猎，我是从没有参与过
的。原因很简单，我是家里的长子，无论
什么天气，必须每天进山“打硬柴”。所
谓“打硬柴”，就是不能砍活树，不能折活
枝，而只能拣拾枯死的树枝，用斧头背砸
那些枯死的树桩和顽根疙瘩，背回家来
码成垛，用于一家老小生火盆取暖御
寒。早上穿着塞了干麦草的牛皮酸巴鞋
(就是把一片牛皮用细麻绳缝成个像鞋
的脚套)，提一把五斤砍山斧，背一个超
级大背篼进山，在林海雪原里深一脚浅
一脚地蹚雪，搜寻枯枝朽根，待打满一背
篼“硬柴”回家，已是午后时分了，倒出柴
疙瘩码上垛，脱下酸巴牛皮鞋，从鞋里能
倒出两滩融化的雪水，而我的脚趾也已
经被冰冷的雪水泡得发白，脚踝处的裂
口上，血水与雪水洇成一抹淡淡的殷红，
手上的裂口像张开的嘴巴，上面也渗着
血珠子，手脚早已麻木，不知疼痛。

整整一个冬天，我的日子就在这样
的循环往复中度过，所以在我的心目中，

冬季的森林就是黑白世界，我的躯体感
受到的只有劳作带来的疲倦和手脚裂口
的钻心疼痛。

春天的森林。是泥泞与蓬勃的。
山里的春天来得迟，最先感觉到春消息
的是阴山根里消融的雪水和桦树根部
萌出的嫩芽。那嫩芽仿佛是从桦树根
里一生长出来就浸了蜜糖一般，用手掐
是黏黏的，用嘴抿是甜甜的。我一直认
为，这感觉香甜了我的整个少年时期，
是森林给予我一冬劳作的慰藉，我尝到
了森林的甜蜜。再后来，桦树长出了新
绿的叶子，冬季里一直发黑的松树渐渐
变成深绿，灰色的灌木丛变得绿意盎
然，渗水的地衣上有昆虫爬行。每当这
个季节，我就莫名其妙地兴奋，就想在
一个人的时候唱个不着调的小曲儿，比
如“一个么就尕老汉哟哟”什么的。特
别是森林边上会早早开出一种蓝盈盈
的小花，有淡淡清香，后来才知道那是
高山龙胆花的一种。继它之后，黄色矢
车菊也开放了，猫儿刺、鞭麻花、大小金
樱子相继吐叶开花，于是整个森林开始
活跃起来了。

拉尔宁的森林，是一条长长的林带，
就横在村庄的南面，并延伸到拉尔宁河
的源头——九道河以西。村庄前面的最
高峰叫鹦哥儿嘴，但我至今也没看出来
它哪里与鹦哥和鸟嘴有什么关系。在农
历四月份的一段时间里，鹦哥儿嘴面朝
西北方向的一面坡上，顺山势凸起的五
条斜岭上生长着大片的野白杨，这些野
白杨树的叶子展开后，会依次呈现出褐
红、赭红、铁锈红、紫红、粉红等五种红颜
色的树叶，其中粉红色居中，像五条红绸
带垂挂于五道岭上。阳光明媚的日子
里，从村庄里望上去，五条深浅不一的红
色岭坡，如五朵红色云霞落地，犹似五条
红色彩练凌空飞舞，奇幻无比，令人神
往，是拉尔宁森林最为奇特的一季景
观。只是野白杨树叶每年春天的这次红
色集会，仅仅会持续 20 天时间，然后就
变成一水儿的深绿，隐没在一片绿色的
林海之中了。

少儿时的记忆
是那条深深的土巷
飘着麦香味的炊烟
笼罩着山坳里的小小村庄

割草归来的父亲
踏着疲惫的夕阳
一柄寒光闪闪的弯镰
诉说着乡村的苦难时光

他养的一栏羊群
美丽的眼神如星星一样亮堂
陪伴他拉车的那匹老马
踏过故乡的田埂时那般膘肥体壮

他脚踩在春天的露水上
寻觅着每一处青草疯长的土壤
他沐浴在夏夜的月光里
倾听着每一次马嚼夜草的声响

他知道大山里的每一处草场
那些风中摇曳的秸杆野蛮生长
他这一生最喜欢的声音
就是那镰刀割草时的嚓嚓作响

直到那一年的那一天
失散的牛羊们不知去向
这些土地上的子孙们
持一张车票含着泪水背井离乡

父亲说他闲暇时还去村外
去那些洒落他一生汗水的地方
那些盘根节的青草己没过膝盖
时常将年迈的他绊倒而痛断肝肠

割了一辈子草的父亲
面对孤独而茂盛的草丛唯有忧伤
这些长势叫人惊恐的野草们
最终要将这铁打的庄稼汉子埋葬

我的父亲是上世纪 40 年代中期生
人。跟他交谈时常听到的感慨是这三
句：党好，政府好，党和政府的政策好。

新农村建设前的老家，在远离县城
三十余公里，离乡镇七八公里开外的山
梁梁上。行路难，吃水难，孩子上学难。
这些艰难老家所有的父老时时刻刻咀嚼
着、品尝着、忍耐着。父亲和母亲将我和
四个姐姐拉大养育成人，在四十余亩的
山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牛马一样
的生活。在当时极度缺乏劳动力的那些
年，有邻居劝：“你俩也真是，留个姑娘在
家里搭下手，姑娘嘛，以后找个好点的婆
家嫁出去不就完了？”但他们一直坚持

“一个也不能少”，没让一个孩子辍学，他
们与土地私语，与牛马患难，与日月作
伴，一坚守就是一个甲子，他们兑现了一
种坚持，兑现了一份承诺，再苦再累也没

放弃一个，时刻教导我们：“好好学，走出
这个大山”。我们姊妹五个在父母亲的
痛苦中换来了幸福，也换来了父母安逸
的晚景和日子超乎想象的惬意。

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多
才、善良且风趣幽默的老人。他拉得一
手好二胡，写的一手好字，脑海中存有大
量诙谐幽默的段子、歇后语。父亲还有
一 个 特 殊 、光 荣 的 身 份——“ 民 办 教
师”。父亲在那个极度缺乏劳动力，需用
种地养家糊口的年代，在村校当了十八
年的民办教师。他白天到学校教一至五
年级的每个班级，给他们上课，照顾生
活，兼顾下地干活，晚上加班加点批改学
生作业。虽然他教书的历史结束了，但
由他教出的学生有的已走上领导岗位，
那份成果有一批人替他保存着。人们都
尊敬地称呼他——张老师。他是村里人

眼中的文化人、老先生，他助人为乐，团
结友善，邻里有个大小事情，他都从不推
辞，主动帮助。每年春节，他还为村里义
务书写春联。

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在大山里吃
尽了苦，然而，对于他来说，对于他们这
个年龄段的人来说，他又是无比幸运的，
他一生的辛苦在晚年皆结为累累硕果，
扑向他沧桑的怀里。新农村建设的春风
给父亲以意想不到的恩赐。2014 年，我
的老家由政府投资从七八公里外的山梁
梁整体搬迁至新选址——离乡政府只有
一公里的名叫“大沙窝”的便利地段，父
亲从世代“山上人”摇身一变为“川里
人”。走近硬化路铺设的巷道，白墙青
瓦，正脊对木大房在天高云淡、祥和静谧
的“大沙窝”拔地而起。进入宽敞明亮的
客厅，一股清新脱俗之气铺面而来，素来
卫生干净的父亲母亲，将新建的五间平
房拾掇得温馨整洁，窗明几净。省市主
流媒体相继多次采访过父亲，父亲总会
诚恳而严肃认真地说——党好，政府好，
党和政府的政策好。并且他总会以“山
里人”的淳朴再补充一句:“说实话，我们
这辈人做梦也不曾想到。”

父亲打心底里感激党和政府的，打心
底里感激时下的各项惠民政策的。这不
是他单对着采访和镜头说的，而是时常在
我和他对酌的酒桌上说的。写下这些文
字时，父亲以“过来人”身份激动地每次说
起他的口头禅时的样子历历在目。

如今的父亲，不但住上了正脊对木
的大房，而且兼任村里的老年协会会
长，他以他的才技活跃着村里的文化生
活。他更加热情敬业地带领老年协会
的老人们，春天栽花种草，美化村里人
居环境，使本就规划整洁的庄廓更加洁
净，秋冬季节又带领老年协会的翻地保
墒。他始终坚信党的领导，每年当他认
认真真地将自己书写歌颂党的春联小心
翼翼贴在村两委崭新的门柱上时，他总
会退上好几步，再度认真而若有所思看
上大半天，沧桑和幸福齐聚在他黝黑、核
桃皮一样的眼角，那对联上赫然写着：向
阳花花开朝日，越开越盛;共产党党指大
路，愈指愈宽。

割草的父亲割草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