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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大良沟满坡的果树开始孕蕾了，闲
不住的村民又泛起新一波绿色憧憬。勤劳敦厚
的大良沟人自从唤回青山绿水，靠山吃山，果
树种植就成了绿色家园的支柱产业，生态旅游
趋旺。清一色的砖瓦房棋布沟谷，炊烟袅袅飘
逐，远处的杜鹃树正萌动着色彩的喷发。村支
书田仲成说，夏天再来吧，十里山谷十里花
香，灿若霞落，等到硕果压枝，便是大良沟最
诱人的季节，那真是“人间仙境”呢。

天蓝得透明，平坦的水泥路直通山里，我
脑海中却浮现出大良沟四十年前的模样。我出
生的地方与大良沟只隔一道山梁，印象中的大
良沟荒草萋萋，枯枝摇曳，牛角状山坳写满了
苍凉干涩。“走进大良沟，步步踩石头”，石头
硌得脚掌生疼，稀疏的植被涵养不住水分，每
逢下雨洪水肆虐，水土流失后，七沟八壑鸡爪
一样定格在大良沟的脊背上，裸露出来的是实
打实的困窘。

“大良沟全是山坡地，根本不适合农业耕
种。”田仲成道出大良沟过去贫困的根源。生态
环境差，干旱缺水，自是广种薄收，种一亩收
一斗，种一坡收一锅，成了方圆十里闻名的贫
困村。于是，青壮年外出打工，投亲靠友，姑
娘远嫁他乡。老地户邱子祥算是家境好的，让
他闹心的是四个儿子，他们相貌端正、勤劳能
干，眼瞅着到了成家的年龄，却只有大儿子娶
上了媳妇，其余三个都落单。好不容易给老二
介绍一个，女方来相亲，刚入沟门就皱起眉
头，没有勇气踏进大良沟。为了儿子，只好举
家迁走。这样的例子不止邱子祥一家。那些年
大良沟人光出不进，常住人口锐减。

走进象牙塔后，大良沟便在我的记忆中淡
去了。在城里挥霍青春芳华，临近退休，故乡
情愫丝丝漫卷，彼时大良沟已是巴林左旗主打
的旅游品牌。走访期间，听到最多的是“乡
贤”的称谓，他们是大良沟嬗变的内因。74 岁
的“网红三姐”庞彩花说，没有这些“乡贤”，
大良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乡贤”一词始于东汉，意指品德、才学为
乡人推崇敬重的社会贤达。我翻阅大良沟乡贤
录，他们地处天南地北，有的在岗，有的退
休，却始终心系故土，与大良沟同频共振。

十几年前，李义等几位外出发展的大良沟
人回乡祭祖时，在村北的山岗上不期而遇，他
们遥望荒凉的大良沟心绪难平，遂凝聚成一个
共同的心声：该为家乡做些什么？四月的大良
沟土地复苏了，春种的讯息在土层下萌动，一
封“打造绿色家园”的倡议书送到家家户户，
大良沟的希望之光由此点亮。自恢复高考以
来，大良沟先后有200多人考入高等学府，他们
中有的成为专家学者，有的担任领导职务，还
有 些 企 业 家 和 离 退 休 干 部 ， 这 是 笔 宝 贵 的

“才”富，汇集起来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故
乡的呼唤得到所有乡贤的响应，愿景随即化为
行动。阳光洒在山梁上，从四面八方赶回的乡
贤携家带口，自带工具和树苗，栽下绿色和希
望。远在吉林担任县级领导的李华工作繁忙脱
不开身，捐献了2万株树苗。乡贤们无私的善举
感动了当地群众，大家纷纷行动起来。

先治坡，后治窝。大良沟唯一不缺的是石
头，大家把石块装进铁丝笼，在横七竖八的流
蚀沟里筑起 55 道谷坊。几百人的施工队伍分不
清是乡贤还是百姓，那场面俨如当年大会战再
现。73 岁的老局长韩文国，两鬓霜白，与村民
一道施工。烈日炎炎，邱树林夫妇干得投入，
丈夫脱掉上衣，后背晒脱一层皮，妻子脸色黝

黑。这些流域治理后，全部栽上果树。
绿了山川，富了百姓。如今的大良沟被绿

色晕染了，原来的坡耕地全部退耕，栽植果
树。原生灌木丛植物封育后重现生机，每到五
月，杜鹃纷纷绽蕾，满坡嫣红。林果产业是大
良沟致富之源，果林面积从本世纪初的200亩扩
大到近 3000 亩，初步实现人均 3 亩果树的目
标。村支书田仲成算了一笔账，每亩果树收入
7000—8000 元 ， 林 下 种 植 蔬 菜 ， 还 能 获 得
1000—2000 元的收入，近两年大良沟人均收入
一直稳定在每年1.5万元以上。

春日阳光温和，边走边谈间不觉已来到村
南的山腰。回望山下，新修的梯田划出优美的
弧线。田仲成说，梯田栽植果树，挂果后人均
收入还会翻番。

在大良沟蒙古野果专业合作社见到翟春
城。他是全村最早种果树的种植大户，也是最
活跃的野果经纪人，每年为大良沟销售水果 20
多万斤。从他身上可以管窥大良沟起步的侧影。

“当时家里困难，没房没屋。后来出去打工
挣了 1440 元钱，拿回来 710 元，剩下的被人坑
了。遇见河南人收鹅毛鸭毛，就跟着他们做起
来。2011 年改做水果生意，把村里的水果销到
广东、河南、北京等地，可大良沟果树品种老化，
种植方式传统粗放，产量上不去，我自费出去培
训，回来后当技术员，更新树种，自己先种做示
范。我的梦想是全村老百姓共同致富。”

刚接触果树种植，只试探性种植 12 亩，缺
水是最大的问题。从山下拉水，一块地浇 7天，
即便这样，果树第二年还是旱死一半。后来，在
乡贤们的帮助下，大良沟建起了水利工程，二三
级提水，高处建了蓄水池。有了水，果树成活有
了保证，大良沟的好日子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在映山红农家乐，我与宋树怀相谈甚欢。
他 17 岁高中毕业，担任教师 17 年，从政 17 年。
他并不是本村人，在大良沟包村三年，退休后
举家迁过来。据他介绍，近年来大良沟党支部
班子都由乡贤担任，他们不计报酬，踏踏实实
为大良沟做事。不改的乡音和萦绕的乡愁，凝
聚成感恩和回报家乡的潮动，从大良沟走出去
的人自愿组建美丽乡村建设民间协会，谋划大
良沟发展蓝图，传送新的生产生活理念。无论
先前担任过什么职务，回到大良沟都是普通农
民，把智慧和余热毫无保留地献给故乡。到
2016年，协会成员发展到300余人，集资40万元，
义务植树 500亩，修路 1000延米。乡贤们积极争

取把大良沟打造成生态旅游村和“美丽乡村”示
范村，修路、植树、架设电线，修建乡村旅游
配套设施和公共文化设施，完善旅游景点16处。

大良沟变了，变得灵动、秀美。林荫笼罩
下，野草野花长势茂盛，徜徉在山谷，偶有山
兔奔逐，山鸡振翅翔飞。硬化路面像玉带一样
把大良沟串联起来，村东头的大象山绵延起
伏，把绿色家园的触角延伸到远方，一幢幢红
砖碧瓦的农舍错落有致，小汽车横卧在房前屋
后，诉说着富庶的生活。大象山脚下的民俗
园，一枚大辽古币模型伫立，寓意大良沟财源
滚滚。契丹文字躺在地上，映衬大辽发祥地的
文化底蕴。

在福禄葫芦加工厂，十几名妇女用她们的
巧手，制作出葫芦、灯笼、根雕等旅游产品，
琳琅满目。每到旅游旺季，这些手工艺品常常
供不应求。厂长宋国俊是城里人，岳父家在大
良沟，枕边风把他吹到这里来办厂，让闲在家
中的妇女有了用武之地。有一次，宋国俊蹬三
轮回城购买原料，不慎跌落沟里，摔成骨折。
乡亲们带着牛奶鸡蛋来看他，见他竟然卧在病
床上设计，感动得热泪盈盈。住院期间他设计
出100多种工艺品模型，腿还没好利索就拄着拐
杖指导加工。

庞彩花被冠名“网红三姐”，缘于她热心调
解，邻里纠纷或夫妻斗气，只要三姐出面总能
摆平。离婚出走的王成媳妇，在庞彩花的规劝
下与王成重归于好，她家就在福禄厂的东侧，
五间瓦房昭示着日子的殷实，整洁的院落流淌
着温馨。庞彩花还是刺绣高手，她的作品做工
精细，一针一线缝缀着生活的美好。

雅图奶茶馆在村东头，两顶蒙古包格外醒
目。喝着香味纯正的奶茶，咀嚼着逝去的光
阴，四十年似乎很遥远了，大良沟与过去反差
之大，仿佛是在梦中。

“每年到大良沟旅游的不下 10 万人次。”听
到这句，胸口仿佛被撞了一下，发自内心地为
大良沟点赞。

站在“黄河阵”的入口，眼前出现了幻
景：宋辽两军对垒，杨门女将挥戈挺枪大破天
门阵，而“黄河阵”恰是第九阵。可以笃定，
大良沟人已从过去的迷阵中走了出来，与贫困
彻底告别。我也被拉进了“咱们的大良沟”微信
群，群里凝聚了乡情，暖意融融。一位微信好友
说得实在，“有这么好的乡贤，想不富都不行。”

（张杰华、邱静对本文亦有贡献）

月，引发大海潮汐的月，也引发历代诗人的歌咏吟唱。那是另一种隐
性的潮汐，一代又一代，一波又一波地涌来，拍打着我们生命的堤岸。

人的一生至少有一半时间，处于暗夜之中。黑暗中的我们，除了自
己，不见有他。入夜，孤独的我们一抬眼，便看到了月，浑身覆满了琉璃
般的清澈月光。月是天外的一只眼，她与我们在亿万年间的相互凝望，总
让人情动于中。在那样的凝望中，我们暂时忘掉了孤独，忘掉了烦恼。因
月亮的浩然存在，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李白于是在《把酒问月·故人贾淳
令予问之》中吟咏道：“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
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
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
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
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生命是短暂的，永恒的只有时间。而漫长的时间里，月光永驻，只是
有时，我们视而不见罢了。要紧的在于生命是否曾被月色照亮过，或者说
人生是否见过那样的月色。无需循着月色去寻求光亮。月意味着的，并非
光亮，而是清澈。月光不同于阳光。我们从来只会说阳光是明亮的、灿烂
的，不会说它是清澈的。阳光强烈，却极易造成阴影。阳光下的万物，其

“像”被明晃晃地照亮时，“影”却因阴而浑浊。月光不同。月光如水，能
浸润并穿透物体，使之呈现出澄明之态，在幽暗中打开人与物的另一个方
向，另一种可能，另一条路，另一道门。

是的，柔软的月光，有着那么强的穿透力，可将人与物原本并不通透
的内心、内里，照成一片雪白透彻。于是我们的目光越过万千时日，看见
了过往，看见了豪饮的李白、洒脱的东坡，也看见了从古至今大大小小的
吟月诗人，及诗人们笔下月华如水的时光。那轮当年照过他们的月，我们
见过吗？没有。阻隔我们的，是山河般浩荡起伏的岁月。但那轮此刻照着
我们的月，也曾照过他们。于是那一抹月之清辉，让我们从黑暗中走出，
也从俗世中走出，让生命有了诗性的清澈。

人的一生，岂能只是活着？李白于自问自答中，体味到的正是一种非
现世的人生。有没有那样一种人生，大不一样。面对月色，诗人沧然有
问：“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孤独的李白，那冲天一问，直
抵人生三大终极之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又何止是人生
之问，简直就是宇宙之问。无人能答。天地无尽，时空浩茫，“但见宵从海
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宵”与“晓”，既是时间之象，亦是空间之象。
孤独又渺小的人，处于无始无终的日夜轮回之中，如一叶飘浮颠簸的小
舟，随时都可能倾覆。而这时，一抬眼，看见了月。也因看见了月，而想
起了古人，方知我们的孤独，也是古人当年的孤独，或也会是后人必将经
历的孤独。

孤独是人的宿命。深藏于皮囊肉身里的灵魂，从来都是孤独的，谁能
体察它瞬息间的万千变化？所有的人，都须在那样的孤独中，走完自己短
暂的一生。或许，惟有爱，能稍减那种孤独。当然该是真爱。真爱让两个
或更多孤独的灵魂抱团取暖，相互照见。在这个意义上，爱，成了人类的
信仰与追求。有幸运者，也有失意人。多少人为此孜孜矻矻地追求一生，
也未必如愿。

然而，惟有诗人发现，那样的孤独是以“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
云间没”的空茫浩大为背景的。在那样浩大的背景里，无数的孤独者，方
能因与茫茫宇宙共生而觉幸运。他们虽各自相隔千百年，竟也如浩瀚大漠
中传递烽火狼烟的夯土台，相互凝视着，守望着。千万个孤独者因了那样
的相互凝视与守望，而找到了同道。遥望的目光诗性而又坚毅地连成一
线，穿透古今，让那空无的浩大闪烁出人性的光辉。人生之于天地间，是
偶然的。诗人的出现，则更偶然。但有了那样穿越时空的凝视与守望，孤
独者便不再孤独。一句“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抚慰着亿万
颗孤独的心，而联系古今之人的正是那轮清澈的月亮。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李白聪慧。那“金樽”，岂只是
手中之杯，更是生命之杯。当月光从它长照的那个生命金樽里溢出时，生
命如月光般的那种清澈，便有了明晰的由来，也有了长久的依据……

新疆和田昆仑山下三个村与玉有关，流水村、普鲁村、黑山村。普鲁村去
过，不复当日，已很世俗。流水村，库尔班江对此有描述。这次行进黑山村。

到了喀什塔什乡，前面多了一辆车，是艾克白尔乡长带路。看到一大片
草地，接着是更大的草场，有几处羊群，都在三五百只。乡长说草场可养6万
只羊，每12亩一只羊，乡里有7000人，都很纯朴善良。

一路折向西南，到悬崖边。前面雪山隐现，有少许雾，两侧是玉龙喀什
河。河虽在眼前而不得，海拔3676米，也是此行最高处，下面是悬崖。山一
层一层向里堆去，似乎永远堆不完。草场的草开始发黄，前几天刚下了场雪。

艾克白尔带我们找野葱。我沿着山脊走了五六百米，看到山脊向玉龙河
延伸过去，与河相向有一条清晰的路，是到黑山村的路。黑山村，是玉龙河
边一小块绿洲，繁衍生息着山里的人。这么好的地方，才能出产好的羊羔，
才能制出绝味的肉打肉。

我们在洞口找到被旱獭啃过的野葱。野葱过了收获期，不少花已变成
籽，我采了少许，一闻，还有淡淡的葱味。

午时，恰玛菇煮羊肉飘了一层细细的葱，连汤一同入肚。肉汤醇厚，野
味摄魂。吃得正酣，艾乡长说，来了，这是我们最拿手的一道菜，肉打肉，
只有在这里才能吃到。一块肉入口，嫩到脆，有点像胗。一种从未有过的香
味冲了过来，不仅有孜然和胡椒的味道，还有皮芽子，特别是野葱和羊肉混
合，其香绝妙。逢到美食，我就嫌胃小了。

一盘肉打肉，核心在于羊羔肉的质地。用羊羔油炒出，一改和田不炒不
烧的习惯。和田羊属短尾寒羊，肉质细腻，水煮清香甘甜。我刚来时，有次
聚餐，特地要求吃红烧羊肉，他们当作一个笑话流传。老乡说用河里直接取
来的水煮出的羊肉滋味最长。昆仑浅山的羊肉质紧密、味道纯正，也最补。

食物不仅提供生命所需的能量，还能激发人的情绪，甚至诱发出美妙的
幻觉。肉打肉之于我的震撼，仿佛使自己从现实中抽离，心中洋溢出一种美
好的满足，感受到某种神秘意象的渗入。

砖雕：青砖上的乐曲

厚重的黄土造就了厚重的文化。从大地母
亲的胚胎中孕育出的青砖，在集智慧与勤劳于
一身的临夏人手中奉土成花，承载了几千年的
文脉。

源于秦汉的临夏砖雕，在两千年历史的淬
炼中印上了各个时代的特色，形成了多元的艺
术特征。一块块普通的青砖经工匠艺人的巧
手，变幻成花鸟鱼兽、山水人物、亭台楼阁，
绽放出灵动的华彩。栩栩如生的砖雕赋予建筑
丰富的内涵，使灰暗的墙壁有了灵魂。

漫步在临夏大地，一处处古建筑犹如动人
的音乐，而砖雕，则是这音乐中最美妙动人的
乐章。一块块砖雕浅吟低唱，讲述着风烟滚滚
的历史，浴火百炼、精雕细刻，雕出了一个民
族的百花园。共有的精神家园在此凝固，工匠
精神在此展现。

木雕：以刀代笔绘乾坤

雕梁画栋源于世人对美的追求，因为它的
存在，使建筑装饰表现出精巧细腻的风格。

传说鲁班在修建炳灵寺时，将斧子落在黄
河岸边的白塔寺川，从此这里能工巧匠辈出。
炳灵寺的遗存，让这一传说更显可信，也为临
夏木雕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临夏红园、万
寿观、东公馆内的木雕巧夺天工、美不胜收，
让你领略到“中国建筑艺术博览园”的风采。
五台山、莫高窟、塔尔寺也不乏临夏匠人留下
的杰作，让你看到临夏木雕历久弥新、生生不
息的生命力。

“白塔的木匠，吾屯的画匠”“石家的木
匠，杨家的画匠，赵家树林的笤帚匠”“十七十
八的尕木匠，二十上学了个画匠。画龙画虎画
月亮，尕妹的模样哈画上”。这是生活在临夏这
片热土上的民间工匠对传统工艺的坚守和传
承，他们把心中最美的东西用刀刻出来，用笔

画出来，将才华挥洒在雕梁画栋间，将美梦渲
染到巍峨壮丽的建筑上。

葫芦雕：针尖上的芭蕾

你从 《诗经》 中走来，身段婀娜；你曾是
天宫神仙的宝物，也曾是达官贵人的玩物。作
为中华吉祥文化的承载物，你引得无数人顶礼
膜拜。匠人拿起刀、针，在你的躯体上刻出自
己的情怀，在方寸之间展现大千世界。

葫芦好看画难雕。明代 《五杂俎》载：“葫
芦刻乃皇家贡品。”它是王谢堂前燕，飞不到寻
常百姓家。

时间的车轮转到了清末民初。一位名叫李
文斋的老秀才擅长书画、才思敏捷，摈弃刀
刻，改为针雕，使葫芦雕成为精美绝伦的工艺
品。其后，临夏老艺人马耀良大胆创新，吸收
微雕之长，采用大针勾勒、小针刻画，使临夏
葫芦雕风格凸显，重于微雕，轻于金石。于是

“针尖上的芭蕾”在古老的临夏大地开花结果，
孕育“福禄”。

如今，气韵生动、惟妙惟肖的葫芦雕，已
经走出国门，漂洋过海。300 多人以葫芦雕为
生，葫芦真正成为了临夏人民的“福禄”。

大千世界，色彩斑斓。如果说每种颜色都蕴含着独特的情感密码，那么绿色，总是让人想起希望和生
机。《乡贤，书写绿色传奇》讲述了内蒙古巴林左旗大良沟的乡贤们，用满腔热情和辛勤汗水给家乡的土地
披上绿色外衣的故事，读来有如春风拂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甘肃临夏的黄土地孕育出了巧夺天工的砖
雕、木雕、葫芦雕。新疆和田喀什塔什生长的羊，则为人们奉上一道绝味美食——肉打肉。脚踏坚实大地，
老作家汤世杰把目光投向了深邃的夜空。《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的望月长叹，唤起了千年后作家的心灵共
振，向苍茫宇宙探问生命的意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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