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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报记者陈尚才

从西藏阿里返回拉萨已经月余，但
在梦里或心间，我心心念念的仍然是那
遥远的楚鲁松杰。

楚鲁松杰，一个距离拉萨近 2000 公
里的偏远边境乡镇，位于西藏阿里地区
札达县。这个在西藏地图上最西南方向
的“几”字形地方，平均海拔约 4100 米，
每年大雪封山时间长达半年，是名副其
实的“雪域孤岛”。

2018 年 11月下旬，经新华社西藏
分社与阿里地委沟通研究，选派我前往
“天边”的楚鲁松杰乡挂职半年，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蹲点调研践行“四力”。

我从拉萨出发，一路向西，星夜兼程
两天后才到达札达县。第三天从县城出
发，翻越了至少 4 座海拔 5000 米以上的
山峰，其中夏让拉山海拔 5800 多米，弯
道 90 多个。沿途山高谷深，悬崖峭壁，道
路崎岖。翻过夏让拉山一路盘旋向下，才
到了楚鲁松杰乡所在地。

小村晨曦

村民们定期要去巡边，男

人 5人一组轮流，每次都要翻

越 3 座雪山，在风雪中徒步

15 天。这是一个怎样艰难的

场景，我很难想象

劈柴声、翻箱倒柜声、窸窸窣窣的脚
步声……睡眼蒙眬中，巴卡村党支部书记
次白益西和他妻子顿珠桑姆忙碌的身影
逐渐清晰起来。掀开毛毯和睡袋，我利索
地从长条藏式沙发上爬起来，向他们投去
歉意的目光，并用蹩脚的藏语问候早安。

巴卡村阿孜牧场，是一个距离乡政
府 60 余公里的边境游牧点，至今还没通
手机信号，我处于失联状态。不过这也给
了我夜宿牧家，安安静静和次白益西聊
天的机会。那一夜，我们一直聊到了凌晨
4 点。此时，朝阳还未爬上雪山顶，牧场
显得宁静祥和。

伸着懒腰，走出大门，次白益西正将
一褡裢物品吃力地抱到白马身边。他将
装好的帆布帐篷、锅碗铺盖、糌粑生肉、
牲畜饲料依次绑上马背，最后再将一条
长毯盖在物品上，用绳子细致地捆好。那
匹健硕的白马这时只顾低头吃草，早已
习惯了这样的出行。

我问次白益西：“这是要出远门？”他
答：“是的，去放牧巡边。”

藏式客厅里，牛粪火红红。顿珠桑姆
已煮好了甜茶，准备好了糌粑。他一边喝
茶，一边熟练稳妥地转着碗，将一块块捏
好的糌粑团送进嘴里。我望着这个脸色
黝黑的牧民书记，心中竟升起一种道不
明的感情。

次白益西告诉我，村民们定期要去
巡边，男人 5 人一组轮流，每次都要翻越
3 座雪山，在风雪中徒步 15 天。这是一个
怎样艰难的场景，我很难想象。听他说最
危险的是翻越雪山后，下山的路异常陡
峭，一不小心就会人仰马翻，滚落山脚。

门外马铃声急促，这次要和次白益西
一起巡边的牧民扎西努布、次仁索朗、仁
青欧珠、次仁多吉已经聚集在他家门口。
人人穿着厚实，马背上同样驮着帐篷、铺
盖、食物和草料。相互致意后，一行人翻身
上马，向着远方奔驰而去，只留下一串清
脆悦耳的马蹄声，久久回荡在牧场上空。

我目送着牧人远行，他们逐渐在我
的视线中由大变小，并最终变得模糊不
清。此时，高原柔和的阳光缓缓洒向雪山
顶，牧场人家的屋顶升起缕缕炊烟。

夜遇孤狼

为什么两匹狼会跑到公

路上来？乡长旦增索朗给出了

答案。这些年，西藏持续推进

野生动物保护行动，楚鲁松杰

乡境内的狼逐渐多了起来，而

最近乡里持续降雪，把山上的

狼都逼下山来了

大年初二，迎新年军民联欢晚会结
束后，两辆乡政府的车在雪地里疾驰。我

坐在后排座椅上昏昏欲睡，突然有干部
大喊：“快看，狼！”

只见公路两侧的雪地里，两匹孤狼
正在我们的车前狂奔，毛茸茸的尾巴在
汽车大灯的照射下，显得愈加金灿夺目。

司机云旦急忙放慢车速小心行驶。
突然，靠左奔跑的那匹狼回过头，竖起耳
朵，两眼直勾勾望着我们，随后快速窜向
山坡，消失在夜色中。

乡卫生院医生格桑多吉告诉我，藏
族民间传统说法认为：狼是神的使者，新
年之际遇到狼，是十分吉祥殊胜的事，寓
意着新的一年里万事顺意。

为什么两匹狼会跑到公路上来？乡
长旦增索朗给出了答案。这些年，西藏持
续推进野生动物保护行动，楚鲁松杰乡
境内的狼逐渐多了起来，而最近乡里持
续降雪，把山上的狼都逼下山来了。

深山里逐渐增多的野生动物还有雪
豹、青羊和盘羊。干部们说，每年冬天都
有雪豹咬死牧民牦牛的事发生，不过它
怕人，虽然会咬三岁以下的牛，但不咬成
年牦牛。而我常见到的则是青羊，它们常
游走在山坡上，刨食雪地里的荒草和草
根，见到汽车或人，就会远远地跑开。

我很惊喜看到更多野生动物，听到更
多关于雪豹和狼的故事，这时常也成为我
和干部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雪豹的行动轨
迹，狼的聪明勇敢，盘羊雪盲后的跳崖……
这些和人类朝夕相处的动物“伙伴”，让我
们枯燥生活的环境变得多彩，也使雪域高
原上的生物链相互依存，永续发展。

一碗糌粑

甜茶、酥油块、糌粑粉、碎
奶渣，再加上少许白糖，藏式
木碗里的食材顿时丰富起来。
我小心地用中指搅拌着碗里
的糌粑粉，一边和主人家拉家
常，少许工夫，一碗香喷喷的
糌粑就捏成了。就着甜茶，我
麻利地将糌粑块送进嘴里，欧
珠多杰夫妇看得目瞪口呆
第二次路过巴卡村巴角组，我借住

在了村民欧珠多杰家。天色将晚，饥肠辘
辘，刚盖完牛棚回来的欧珠多杰夫妇关

切地问：“饿坏了吧，吃点啥呢？”
“别麻烦，来一碗糌粑就好。”我随意说

了一句，便拿出笔记本，和欧珠多杰聊了
起来。这里是边境村落，31 户人家坐落在
半山腰上，四周都是荒凉绵延的碎石山。

我全神贯注地听欧珠多杰讲述村子
的历史，他的妻子次仁巴桑却进进出出，
显得有些忙乱。不是只吃一碗简单的糌
粑吗？难道这里糌粑的吃法与众不同？

45 岁的次仁巴桑看出了我的疑惑，
带着善意的微笑说：“我怕书记吃不惯糌
粑，给您做个干牛肉炒土豆条。”我连忙
说：“不用这么麻烦，或许我捏糌粑的技
术比你们都好！”

欧珠多杰夫妇瞪大了眼，怀疑地看
着我。

甜茶、酥油块、糌粑粉、碎奶渣，再加
上少许白糖，藏式木碗里的食材顿时丰
富起来。我小心地用中指搅拌着碗里的
糌粑粉，一边和主人家拉家常，少许工
夫，一碗香喷喷的糌粑就捏成了。就着甜
茶，我麻利地将糌粑块送进嘴里，欧珠多
杰夫妇看得目瞪口呆。

闲聊中，我也向他们解释了缘由。我
出生的安多藏区对捏糌粑一事十分讲究：
客人进门先倒碗奶茶，茶喝到一半，再往
碗里添加酥油块、奶渣和糌粑粉等，这时
就到了考验客人捏糌粑技术的时候。评判
的标准也很简单，就是在捏糌粑的过程
中，看谁撒到碗外的糌粑粉最少，谁就能
真正称得上“牧民”。这种吃饭层面的逗
趣，常被主人拿来“欺负”客人，欢乐无穷。

我的话引得欧珠多杰夫妇哈哈大笑，
他们笑称我为“糌粑书记”。不久，这个亲
昵的称呼，就在群众中间流传开来。人们
常说：“‘糌粑书记’不仅糌粑捏得好，而且
生牛肉也吃得欢，和我们是一样一样的。”

一碗糌粑，拉近了我和牧民的距离。
作为回报，我也将分社带来的酥油桶、太
阳能电灯分送给大家。融入当地，为我架
起了一座又一座沟通情感的桥梁，走进
了一个又一个真诚善良的心灵。

除了和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外，还要学会唱歌、跳舞。在普兰新年、藏
历新年、春节和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
日期间，我常常翻山越岭赶到一处又一
处的牧民帐篷中，将党和政府的慰问送
到群众心间。在一碗碗的青稞酒、一杯杯
的酥油茶中，和牧民们畅聊家长里短、围
炉跳舞联欢。

夜访牧家

回到借宿的次白益西家
时，已是夜晚 11点多，他特意
为我准备了晚饭——— 牛肉煮
“老人耳朵”。这是西藏阿里的
一种特殊吃法，将面块捏成耳
朵形状，再和干牛肉混着煮
熟。我端起碗来一顿狂吃，顾
不了牛肉的腥味，也管不了是
否合口

一路风尘，我们的汽车在深山里颠
簸了 1 个多小时，在傍晚时分，抵达了卡
热村阿孜冬季牧场。这是我第三次来到
阿孜牧场，不同于以往，牧场刚播种完牧
草，正安排群众转场下一牧点。

55 岁的扎西努布是村里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是 5 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儿
子旦增曲达才 9 岁，患有唐氏综合症。看
到我们进来，扎西努布的妻子旦增卓玛
刚拾完牛粪，急忙取出茶碗，用手轻轻一
抹，给我们倒上酥油茶。这是我在下乡时
经常遇到的场景。

从扎西努布家出来，已是晚上 9 点
多，天色渐暗，我又前往村委会副主任次
仁索朗家。35 岁次仁索朗一头卷发，看
上去精干和善，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会
讲汉语的人，我们之前就熟识。

我跟次仁索朗了解的是关于村集体
扶贫产业——— 农牧民运输队的事情。据
说为了这件事，村委会先后开会讨论过
很多次，商量购置什么车辆，安排什么人
开车，怎样衔接项目，如何管理和给贫困
户分红的问题等。时间一点点过去，我们
一边喝茶一边像老朋友一样聊天。即便
有时我对某个问题不解时，次仁索朗都
一遍遍耐心解释给我听，甚至拿出纸笔
来画图示意。

回到借宿的次白益西家时，已是夜
晚 11 点多，他特意为我准备了晚饭———
牛肉煮“老人耳朵”。这是西藏阿里的一
种特殊吃法，将面块捏成耳朵形状，再和
干牛肉混着煮熟。我端起碗来一顿狂吃，
顾不了牛肉的腥味，也管不了是否合口。

没等收拾完碗筷，我接着对次白益
西开始采访。他向我详细介绍巴卡村的
历史和基本情况，并对脱贫攻坚工作提

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不知不觉已到凌
晨 4 点，看着次白益西困倦的眼神，考虑
到他清晨还要带领群众去巡边放牧，我
只能意犹未尽地结束采访。再看对面沙
发上，司机云旦已铺了毛毯，盖了棉被，
睡得安稳酣香。

躺在沙发上，屋内月色斑驳，和我一
起下村的乡干部次仁扎西已鼾声四起。
这里大雪封山，而人们依旧乐观而坚强
地放牧生产，毫无怨言，勤勤恳恳。这里
是祖国边陲，生存异常艰难，可当地群众
吃苦不怕苦。我想，读懂了他们脸上朴素
的笑容，也就读懂了坚守和忠诚的含义。

望穿雪峰

在一个大雪封山的“孤
岛”，一个风雪连月不开的乡
镇，一处没有理发店、餐馆的
深山，时不时遭遇停电断网，
生活简单乏味、无聊寂寞。厨
师次仁扎西曾感慨说：“无聊
极了，真想光着屁股到山顶溜
一圈。”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孤
独，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独

五一假期，当祖国内地已是姹紫嫣
红时，楚鲁松杰却仍在飘着雪花。夏让拉
雪山被严严实实地封着，通往山外的路，
还被厚厚的积雪覆盖。

我在“雪山孤岛”里的生活依旧：吃
饭、下村、写稿、开会……略微不同的是，
卓玛央增茶馆和强巴卓玛茶馆里的食物
和烟酒，已被购买一空。这期间，如果有
人能递上一两根香烟，绝对是最幸福的
事。事实上，连地上的烟屁股，都被人捡
拾起来一遍遍地抽。为了消解烟瘾，我喝
完了 3 袋过期奶粉和一箱过期可乐，还
吃完了两箱过期方便面。

来之前，我对吃苦是有思想准备的。
但到达楚鲁松杰后，我才发现大雪封山
后的艰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缺
电，带去的电热水壶和电饭锅完全没用，
还需要自己捡拾牛粪生火，雪地里拉着
水管到两三公里外的河边发电抽水。

经常性的偏头痛、拉肚子、流鼻血，
常常夜半醒来，再也无法入睡；走村入户
的采访，整个脸庞被强烈的紫外线晒伤
蜕皮；4 个多月不能洗澡，全身酸臭。无

数次想要放弃，无数次又不断告诫自
己决不能当“逃兵”，事实上大雪封山
也无法当“逃兵”。

在一个大雪封山的“孤岛”，一个
风雪连月不开的乡镇，一处没有理发
店、餐馆的深山，时不时遭遇停电断
网，生活简单乏味、无聊寂寞。厨师次
仁扎西曾感慨说：“无聊极了，真想光
着屁股到山顶溜一圈。”这是真正意义
上的孤独，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独。

于是，盼望雪山解封成了我和干
部们心中最迫切的愿望。

每天吃过晚饭，我都会向着夏让
拉雪山方向徒步走上几公里，看一看
雪线退到哪里，积雪还有多厚，对着雪
峰望眼欲穿。我的焦躁还在于，西藏分
社派出的慰问小分队已准备从拉萨出
发，带着物资和深情到楚鲁松杰来看
望我。半年未曾见到分社同事，我已按
捺不住激动。

除了徒步探路，我还急切地给山
外的乡党委书记罗绍勇打电话，天天
咨询工程队推雪开山的进度，今天推
到 45 公里处了，明天到山顶了……越
是通路的日期临近，心情就愈加急迫。

5月 6 日，当轰鸣的装载机推开
冰封数月的积雪，全乡干部群众盼来
了“孤岛”里的开山期，大家欢呼雀跃、
泪如雨下。当分社慰问小组带着物资
和领导、同事们的关爱到达深山里时，
紧握彼此的手，“相顾无言，唯有泪千
行。”这不是脆弱和不堪，而是温暖和
力量。

温暖和力量源自分社给我的关爱
和支持。挂职之前，新华社西藏分社社
长段芝璞已带领骨干记者深入楚鲁松
杰乡采访、选点，这样一个特殊且鲜有
外人熟知的“边陲孤岛”，对于一名记
者而言，无疑是馈赠了一座新闻的“富
矿”；温暖和力量源自《新华每日电讯》
为我的挂职蹲点专门在头版开辟“驻
边笔记”专栏，将我采写的一篇篇“驻
边笔记”刊发报端，将深山里的故事讲
给外界听。

回到拉萨已有一段时间了，我有
意或无意间提到最多的词语，还是楚
鲁松杰，像是陷入了某种魔怔中。我在
特定的时空里，走进天边的深山孤岛，
感受它，了解它；在离别后理解它，怀
念它，从此和它血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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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深入践行“四力”，新华社西藏分社安排记
者陈尚才前往海拔超过 4000 米，被称为“高原孤岛”的西
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楚鲁松杰乡挂职，并在当地连续蹲点 6
个月。陈尚才克服高寒缺氧、大雪封山等困难，沉下身子、
深入群众，采写了《喜马拉雅深处，大雪封山他们仍在放
牧巡边》《暴雪来袭，“孤岛”不孤》等一批来自基层一线沾
泥土、带露珠的报道。《新华每日电讯》在头版为其开设“驻
边笔记”专栏，广受好评。蹲点归来，这位新华社记者“心心
念念的仍然是那遥远的楚鲁松杰”，从此与这天边的深山
孤岛血脉相连……

▲ 2019年 4月 9 日，记者陈尚才(左一)在楚鲁松杰乡巴卡村巴角
组采访。 摄影：云旦

 2019 年 1 月 8 日，风雪中的楚鲁松杰乡政府。

摄影：本报记者陈尚才

楚鲁松杰位置示意图。 制图：闫天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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