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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大多都是单门独户，有时相隔几

里才有一两户人家。

碰上农忙季节，山里人不是在田里就

是在山上。

帮山里人守门的都是狗狗——黑狗、

白狗、黄狗、花斑狗……乡村的门往往是

不锁的，主人不在，狗不可能让不明身份

的人平安进入院子，只要你踏进它们的可

视范围，它就会汪汪叫向你发出警告。一

只狗叫了，其他的狗也紧跟着叫起来。如

果主人在家，他们就会把狗拴住或者呵斥

开，你才敢大着胆子走进去。

山里的狗都是土狗，面目拙朴、形态

粗放，毫无城市宠物市场里那些斑斓名犬

们的精致、琐碎、傲慢、冷漠。而论起看

家，恐怕没有比这些土狗更合适的动物了。

我们在加义镇横江村山里驻村扶贫，

基本上每天都要入户走访。见到这些狗，

无论大小，我都不敢靠近，提防着它随时

扑过来咬我。

有一天晚上，我们到杨家组组长家走

访。一到组长家门口，最先接待我们的就

是他们家的大黄狗，看上去它似乎张牙舞

爪，凶相毕露。我心中一惊，第一反应就

是躲避。我越是想躲它，那狗就越生了

气，以为我在故意找它的碴儿，追着我狂

吠，龇牙咧嘴，对着我咆哮起来。

门口的灯亮了，杨组长一声训斥，它

就跑开了。杨组长说：“在山里碰到狗，你

走你的路，不要理它们，你越是对它们

喊，它们也叫得越是厉害。只要你不去招

惹它，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你的。”

一场虚惊总算过去。

走多了，山里的路熟了，人熟了，狗

也熟了。

横江村是个两村合并的村，地理特点是

山多田少，几条长垅连接贯穿着整个村。长

垅有的几公里，有的上十公里。我们走访，有

时候开车，有时候步行。我们所到之处，最先

与我们相遇的就是山里的狗。

乡村是熟人的世界。人们常说狗通人

性，的确如此。见多了，这些狗对我们也

没有先前的戒备之心了。

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出外打工挣钱去

了，村里剩下的就是老人、小孩和看守门户

的狗。在家里，大部分的狗低眉顺耳，模样憨

实，灰毛土背地和鸡猪柴火、人、炊烟搅在一

起。老人、孩子和狗相依为命，凑在一起就成

了山里一幅完整而生动的风景。

相遇多了，狗见了我们也会摇起尾

巴，乱舔乱蹭，真情流露地表现出狂热、

纯真、朴实，没有丝豪的矫揉造作，用一

种友好的眼神与我们交流。它们似乎也

懂，我们是朋友，不是坏人。

有一天晚上，听说罗家组一位老人摔跤

了，我们在曾家组开完会就赶去看他。老罗夫

妻俩和他家的狗见到我们，都显得分外激动。

夜已经很深了。那晚天很黑，路灯也灭

了。在回住地的路上，我们只好打开手机

电筒。我们三人一路走着，一路聊着。我

总感觉身后隐隐有什么东西跟着，回头一

看是老罗家的黄狗，离我们大概有十多米

远，而且一直保持着这个距离。

乡下有句老话，咬人的狗不叫。老罗

家的狗一直跟着我们，我心里总感觉有些

不踏实，时不时回头看看，担心它偷袭我

们。其实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几公里

的路程，它一直悄悄地跟着，直到把我们

送到住地，它才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之中。

我们驻村期间，像当地的农民一样过

着“柴门闻犬吠”的农夫生活，只是肩上

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帮助他们尽快脱

贫。行走在村民家门口、庄稼地、公路

上，我们经常与那些山里的狗相遇。狗狗

亲切、平实，我们像是老朋友见面，相互

招呼着。

那晚，睡到半夜，我似乎梦见老罗家

的黄狗摇着尾巴舔我的手……

我写的不是一部青春小说，但它确实

记录了青春的故事。

这部小说完稿于4年前西安市的一栋

破楼里。完稿于4年前的这部小说，却要从

14年以前说起。14年前我还是一个初中的

学生。某个傍晚，在小镇的一家旧书店，我

看到了一本名叫《平凡的世界》的小说，知

道了一个名叫路遥的人。随后两天，我逃

课，躲在一条小河边的大树上，沉醉在故

事中，忘乎所以。我把自己当成了那个叫

孙少平的年轻人，我们一起笑，一起哭。同

样是一个傍晚，当我再三确认，我确实读

完了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树上跳下来，把

头埋在冰冷的河水里。我要忘记整个故

事，然后重新阅读这本黄土高原上两对青

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但是，我不能。我依然

清楚地记得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那个傍

晚，一个两天里只吃了一顿饭的我，有一

肚子的话要说，却不知说给谁听。我大吼

着，在学校那条400米的跑道上跑了整整

20圈，却依然毫无倦意。夜幕四合，我躺在

没及膝盖的草丛中，面对着满天星斗，放

声大哭。当我不久后得知这个叫路遥的人

已经死去多年的时候，我悲痛得说不出一

句话。那一刻，我决心成为一名作家，写一

部当下版的《平凡的世界》，然后死去。

我希望，多年后，能有一个少年，像我一样，躺在绿油油的

草丛里，面对满天星斗，放声哭泣。这些年，我看了很多，也写

了很多，发表的作品堆起来，也有了厚厚的一沓，偶尔也会有

人把我称作青年作家。但我始终不曾忘记当初的那个愿望。

10年了，我没有写过一篇自己喜欢的小说。10年了，我一直在

等，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我笔下的故事。10年了，我仍

不知时机是否成熟，准备是否充足。但我知道，我必须写，哪怕

写得一塌糊涂。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觉

得面目可憎。越不过这道坎，我再也不愿拿起笔，写下哪怕一

个字。我知道，不能再等了……10年后的那个傍晚，我打开电

脑，将键盘再三擦拭。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10年来我心中流淌着的始终是一个

淳朴而美丽的乡土故事，心中牵挂着的也始终是孙少平一样

不屈不挠的农村青年。但当我真正将心中的热流落实到文字

上的时候，才发现，我爱着的青年，不只是孙少平——我爱着

的还有刚刚走出校门的自己。所以，我在塑造了周鹿鸣的同

时，不得不为他安排一个双胞胎哥哥周剑鸣。也正因为如此，

计划中的乡土故事变成了乡土故事与怀旧青春的夹生饭。

《九月火车》是一本写给理想主义者的书。不同于其他年

轻作者的青春题材作品，虽然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风华

正茂的青年，都有各自相爱的恋人，故事展开的地点也有相当

一部分是在大学校园，但是，“言情”并不是小说的初衷，爱情

只是其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这里没有爱马仕、LV，没有旋转

餐厅、海天盛筵，没有“宝马香车丽人来”。这里有的是一群有

血有肉的小青年，有他们的爱与恨、泪与笑、追寻与逃避、脉脉

含情与歇斯底里，以及除此之外的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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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里的草长蕻了，五婶催五叔锄草去。五叔却找不

见锄头。他问五婶锄头放哪儿了，五婶气哼哼地说：“我

咋晓得，你问锄头嘛。”

五叔就仰头喊了起来：“锄头哎，锄头哎，你在哪儿

呢？”

五叔家和我家一墙之隔，我和小哥哥听见五叔喊

叫锄头，还以为五婶怀里的小弟弟叫锄头，就跑了过

去，问五叔。

五叔哈哈大笑，摆摆手，叫我和小哥哥帮他找锄

头去。

五叔带着我和小哥哥找了他家的猪圈，又到鸡棚

子和茅厕找，都没有看到锄头。从茅厕出来后，他像大

将军一般，挥挥手说：“走！”

我和小哥哥小卒子般乐颠颠地跟在五叔屁股后，却

没想到出了他家门，一迈腿，到了我家。

五叔来借父亲的锄头了。

我和小哥哥知道，他又要挨父亲训斥了。五叔每次

来我家借镰刀锄头，父亲都要训斥五叔，可五叔的镰刀

锄头还是随手乱丢，有时丢在照壁后，有时丢在屋檐

下。风来了，能吹刮到，雨来了，也能把那些镰刀锄头淋

洒得湿亮，院子里的鸡呀鸟呀也随便在上面便溺。崭新

的镰刀锄头没几天就生了黄锈，再过一段，你去看去，

那些工具还没有用几次，就被日月风霜咬噬得豁牙断

口了，跟烂鞋破锅一样，被丢到了墙角的破烂堆里。更

可笑的是有一次五叔去地里，走到村边的池塘边，听旁

人说了句什么话，把手里的耙子扔在池塘边的柳树下，

就走了。等他回来找耙子时，耙子上已经落了好几粒鸟屎。

父亲这次却没有训五叔一句，就叫他去柴房里去拿。

柴房里有麦秸秆这些软柴，也有花柴杆玉米杆这些硬柴，还有父亲的工

具：锄头、镰刀、木锨、铁锨……五叔进了柴房，耸着鼻子，瞅一眼墙角的犁

铧、荆条筐，翻一眼墙上的粗疙瘩绳，捡起锄头看看，又抓起二齿耙看看，等

他把父亲的镰刀举在眼眉前看时，闪亮的镰刀把他扁阔的大嘴映照得越发

扁细、狭长，很丑了。他看着镰刀上自己的大嘴，讪讪地说了句：“看人家这活

儿做的……”

我和小哥哥听见五叔的半截话，就扔下手里的玻璃球不玩了，等着他往

下说。五叔平日里最能说，谁家的长长短短，哪里的七七八八，似乎是没有他

不知道，也没有他不能说的。隔着一堵低矮单薄的土墙，我们经常能听见五

婶骂五叔的嘴咋不是瓦片子呢，五婶说：“你那嘴要是瓦片子就好了。”我问

小哥哥：“瓦片子嘴咋好呢？”小哥哥就笑，说：“瓦片子嘴一张一合，不打碎了

吗？”可是，今天五叔说了半截话，像是担心谁从他嘴里掏话般，把嘴抿得紧

紧的再也不说了。

父亲坐在桐树下，手里握着一捋二指宽的纸条卷旱烟，看见五叔出来，乜

斜了一眼，漫不经心地说：“干啥活，你都得先有件称手的工具。”

小哥哥拿肩膀碰碰我的肩膀，悄声说：“爸开始了。”

父亲排行老大，五叔最小。父亲训五叔，五叔从不生气，他说，长兄为父。

父亲就常常以父亲的姿态训斥五叔。我和小哥哥喜欢看父亲在五叔跟前吹

胡子瞪眼睛的模样，很好笑。五叔呢，在父亲跟前也常常像我和小哥哥一样，

有时很张狂、顽劣，有时呢也很乖巧很听话。

父亲只说了一句，五叔的头就如晒蔫了的草儿一样自卑地垂了下去，嚅

动嘴唇，没有说出话来。

父亲把卷好的旱烟扔给五叔，嗵嗵地走到柴房子，抓了一把镰刀回来，

在桐树下的磨刀石上噌噌地磨，头也不抬地说：“没有个称手的工具，你说你

能干了啥？”

小哥哥趁父亲低头时，站在五叔脸面前，学着父亲的样子，皱着眉头，恨

叨叨地小声说，“没有个称手的工具，你说你能干了个啥？”

我笑，小哥哥也笑。五叔不笑。五叔的脸像打了鸡血般红胀，点着头，嗯

嗯地紧跟着应和。多年以后，跟五叔说起父亲训斥他的事情，五叔感叹道：

“你父亲是有资格说五叔啊，别说地里的活儿，你父亲从不弱人，就是你父亲

的那些摆放在墙角的工具”，五叔掰着手指头说，“镰刀、板斧、铁锹……哪一

件不是干净、风快的啊”，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些摆在柴房子里的镰刀锄头，

每一件都闪着冷硬的光亮，一星锈迹也没有，一个豁口都没有，一个个既精

神也锋利，是很威武很有气势的。

父亲把手里的镰刀敲得当当响，说，“可不能慢待了这些东西，加上咱的

一把力，你还怕没个缸满囤满没个好生活？没有这些个东西，你说你能干了

个啥？”父亲说话时，得意和豪迈像旗子般在脸上一扬一扬的，红艳黄亮，铿

锵有力，怎么说呢？是很傲气了。

五叔拿着锄头轻手轻脚地走时，看了我和小哥哥一眼，下巴轻轻地点着

门。小哥哥拉着我跟在五叔的后面出去了。我们都喜欢跟五叔去地里耍。出了

门，五叔转过身对我们说：“没有个称手的工具，你说你能干了个啥？”

我和小哥哥哈哈大笑，五叔不笑。五叔说：“你俩小东西以后长大了，不

管干啥，都要给我记住这句话。”

我想问：“我爸训你的话，为啥要我们记住呢？”可是我没问。我担心他不

带我去灌黄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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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我们两人一组，坐在人力

三轮车上，赶到恒河边去。

瓦拉纳西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

一，街道老旧而斑驳。此时星光迷离，灯

光朦胧，我们像被夹在两幅褪了色的油

画里前行，颇有进入一个荒废了的画廊

的感觉。街头原先较为冷清，快到恒河

边时，三轮车骤然多了起来，摩托、小汽

车和公共汽车也赶来凑热闹，还涌现了

很多步行的人。这就使得街道一时间成

为浮满冰块的河，充满了磕磕碰碰。这

种各式车、各色人交错混合拥挤着涌流

的情景，我们在孟加拉首都达卡也见识

过，但那里场面更为壮观。也许人生就

是这样的：熙熙攘攘，匆匆忙忙，去赶一

程前途未卜的路。幸喜很快就下车了，

跟着导游走了一小段从人流中努力开辟

出来的路，恒河的波光就闪现在眼前了。

这条河在《乘着歌声的翅膀》（以海

涅的一首诗为词、门德尔松谱曲）那支歌

里，浪漫得充盈着甜蜜，美丽得有点忧

伤。但此刻，一种浓重的神秘气氛扑面而

来。我们看到沿河台阶上搭建的一座祭

台上，旗幡飘飘，香烟袅袅，上面坐着很

多僧人。有祭司吹螺号，然后挥举羽扇、

油灯、拂尘等法器，舒缓地舞蹈与吟唱。

也许是在举行一场法事？也许是在对亡

灵进行超度？年轻的导游说不清楚。

临河有整片的入水石阶，延续达数

公里，据说其被分为80多个河坛，都各

有自己的名字与功能，瓦拉纳西的日常

就在这些河坛上演。

眼前的台阶上坐满了人，很多人都

出神地望着河水，在冥想，在沉思。河里

有不少沐浴的人，男的往往穿短裤，赤着

上身；女的则穿着沙丽就直接跳进水

里。从岸上到水里，他们不改穿着。有

意思的是，一跳入河里，他们往往会高声

尖叫，龇牙咧嘴，表情夸张。这是因为恒

河水从喜马拉雅山流过来，深处的雪水

与岸上的温度反差很大。人们相信恒河

之水能洗去现世的罪孽，让灵魂得以净

化。所以浸在水中的这些人，总体显得

愉悦而满足。有的站起又蹲下，蹲下又

站起，反反复复，笨拙地扮演着出水芙蓉

的角色；有的干脆扑入水中，四肢蹬划，

仿佛浅水游戏之蛙。一位壮年男子，则

径直往河心的深水区游去，肌腱鼓突的

手臂有力地划动，偏着的头不时望向岸

上，面带炫耀泳技之笑容。

河坛上经常能看到商贩游走着售卖

塑料瓶、塑料桶，以方便外地信徒来此沐

浴后汲些水带回去，那水对无法亲自来

到这里的人，是最珍贵的礼物了。河边

还有不少人在兜售河灯，以供人们放入

恒河进行祈祷和许愿。河灯有用鲜花做

的，也有纸花做的。花瓣多为白色，花蕊

一般为红黄两种，被一个小小的花盘托

住，中间固定有一根蜡烛。

在登上游船之前，我们每人也向一

个小女孩买了几盏河灯。这个十二三岁

的女孩身穿黄底红花的沙丽，手臂黝黑

细瘦，腕上戴有银饰，颈间戴银项圈，鼻

翼钉有一颗银钉，穿着隆重得和她的年

龄有点不相称。她用一只手的掌心，把

河灯一盏盏托着递送我们，竭力让自己

神情肃穆、举止庄重，却又难掩稚气。

虽然早就听说，瓦拉纳西的恒河之

滨弥漫着“死”的氛围，但展现在我们面

前的，也不难发现“生”之欢欣和对现世

幸福的追求。

天际线舒朗的东方天边这时已出现

一片红晕，并且逐渐漫漶开去。据介绍，

为了能让人们无遮挡地看到日出，城市

没在东方建盖高楼。

映染上晨曦的淡红的恒河水丝绸一

般柔滑，星影点点，河灯点点，像绣在上

面的繁丽花朵。河里游船穿梭，舟子奋

臂挥桨摇橹的身影，犹如剪纸，粘贴在晨

岚水汽上面。那风景是给人看的，也诱

惑着你为之添上一笔。

桨橹咿呀响起。我们乘坐的游船犁

开微波，逆流而上。雾气却渐渐浓重起

来，穿梭的游船，漂浮的河灯，慢慢隐进

一片朦胧中。河岸随处可见的入水的红

白相间的台阶、坐在上面的密密麻麻的

人以及河里的晨浴者，都仿佛逐渐躲到

了一块磨砂玻璃后面。

这时候，在我们右前方的岸上，出现

了一群褐红色的建筑物。有圆顶的、尖

顶的、柱形的，高低错杂，却又整体和谐，

印度风格凸显。就是从那些楼厦前边的

河坛，滚滚浓烟不断地升起，又飘荡开

去，与河面的水汽混合，成为罩下来的雾

帐或者雾障。

船停下来了，导游说，前面系游人不

宜之区域，因为那是瓦拉纳西的一个主

要火化河坛，每天要处理 200 多位逝

者。那一带的人们认为，若能在瓦拉纳

西的恒河边火化，让骨灰入河，即可摆脱

轮回。因此，瓦拉纳西留驻了不少来自

印度各地的想大限之后径直进入“天堂”

的信徒。有的是在弥留之际才被家属匆

匆带过来，有的则已在此居住多年，平心

静气地等待着那一天。

烟雾迷漫处，远远可见一列又一列

的送葬队伍沿河走过，念诵之声隐约传

来，简单地重复着含混不清的音节，仿佛

搓捻一长串念珠。导游说，诵词的大体

意思是“一切都是幻像，惟神永恒，人体

不过是灵魂栖息的皮囊。”面对此情此

景，我的想法却是，虽然一代又一代的人

都不免皮囊衰朽终至化为一缕青烟，但

他们却把精神和物质的遗产留给了后

人，以此不断丰富这个生生不息的世

界。生命有限，但人类所创造的由精神

内在和物质表象所构成的文化，就是我

们永恒的神。而作为人类中的这样一分

子，活着是绚烂的，死也是静美的。

这时候，太阳仿佛被谁托举着升起

来了，它像一个插满鲜花的花篮，破云而

出，光芒四射，镀亮了恒河，也向坐在河

边台阶上的人们撒下一捧捧金色的花

瓣。很多人站起来翘首东方，欣赏着恒

河日出的华美。有人说，死亡是瓦拉纳

西的标签，甚至日常，但其实这里和所有

地方一样，太阳每天照常升起，而且都那

么壮怀激烈，美得令人销魂失魄。

山村里的狗山村里的狗
□□彭世民彭世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