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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库图的宿命哈拉库图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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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雅楠

觅月（外二首）一只不知名的小鸟从低空划过，落在一
面历经沧桑的城墙上。城墙是残破的，二尺
多厚，七八十米长。小鸟在上面显得很弱
小，但不因为弱小就放弃自己的尊严，它桀
骜不驯的小脑袋挺立着，绝没有半点怯懦。

沿唐蕃古道一路向西，翻过拉脊山。
日月山下，深黑色的群山连绵起伏，草原开
阔平坦。一般来说，这样的草原上，必定有
一条或者两条清澈见底的河流，纤细而漫
长、温柔而平静地流淌在清香无比的草丛
中，发出悦耳的响声。

比如湟源峡谷以南的本坑草原，就有
这样一条深不可测的河流，这条河流的名
字叫药水河。你可能在资料中找不到它的
名字，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存在，它在这
片宽广的草原上给予人的无数恩惠和遐
想，并和其他几条相似的河流一样，成为湟
水不可缺少的支流。

一夜秋雨，草原上带着淡青色露水的
草尖惹人爱怜，静谧中传来了药水河欢畅
的歌声。本坑草原上的人们一边种植青
稞、燕麦，一边放牧牛羊。半农半牧的生活
让他们欣喜、满足。

河两岸有马莲。这个季节，无蓝花点
缀，柔韧宽厚的叶子是安逸的。在我仔细端
详一头在河岸低头食草的牦牛时，一座峻峭
的山峰，突然在跌宕起伏的群山中映现，这
是湟源有名的华石山，牧人心中的神山。

本坑草原的深处是哈拉库图古城，城
里有一座旧城墙。村庄静谧无声，但汇聚
百年悲哀、千年苦痛的哈拉库图，住在哈拉
库图的人是无愧于子民,无愧于历史的。
出土的汉代五铢钱和唐朝开元年间的通宝
钱证明，自汉代起，日月山下的哈拉库图城
就是古代守卫西部边关的重镇、军事要
地。盛唐时靠古城发展的“茶马互市”颇为
繁荣，是丝绸南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
清中后期商业繁盛之时，中原与草原大商
户的来往皆在于此，并设有洋行、驿站。

哈拉库图城坐西朝东，在尕让、日月山
和去湟源县城的三岔路口，湟水、药水河和
白水河流经的三川谷地。城址墙体、壕沟、
角楼、瓮城保存尚好。

沿坡而上，城墙就在眼前。昔日，用米
汤夯实的土墙依旧坚硬如铁，仿佛能抵挡
千军万马。站在城墙上纵目西望，云雾之
中的日月山起伏动荡，野牛沟神秘幽远，视
野极为开阔，是军事瞭望哨所理想的制高
点。身后，菱形的城内房屋密集，屋顶错落
有致。周围有山，山上青稞、燕麦黄绿相
间，成熟了的，已被扎成捆一个挨一个地整
齐排放，其余地方，铺着云朵一样的地衣，
金黄色的小蘑菇。

关帝庙在城墙的南面，那里也曾是开
阔的平地，不仅有关帝庙，还有玉皇庙、土
地庙、山神庙。

守庙的老人告诉我们，以前这个地方
来往的人很多，庙前有两棵极茂盛的松树，
庙内的塑像高大威猛。可我现在看到的关
帝庙，只剩下一张失去了颜色的关老爷画
像，陈旧简陋。

毁了这些庙的是古城里的人，如今，供
奉关帝庙的还是城里的人。

守庙的老人有些感慨。
萱麻草在微风中轻轻摇动，我摘下一

朵小蘑菇闻了闻，老人见了，喊了一声，蘑
菇不能吃啊，会闹死人的。我回头，朝他笑
笑，摆摆手。

老人就住在山下。城里的人，一部分
是过去往来于茶马互市的商人后裔，一部
分是退役了的边城军人留下来的后代，还
有一些人是“藏客”，专为西藏运送货物的
人的后人。老人属于哪一种人的后代呢，
已无法分辨。

几百年前，这里来了很多人。有的是战
士，披挂整齐浴血奋战；有的是商人，连接中
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之间相互交织的文明；有
的是妻子，为自己的男人抛洒青泪……

当然，我这番远距离的抒情苍白无力，
难以描绘当年长城脚下血肉横飞、战马嘶
鸣、剑戟相向，融着浓稠鲜血和热泪的场景。

哈拉库图绝不是一个能轻易被遗忘的
角落。它曾一度控制着西起日月山，北至
湟源县整个药水河流域，阻挡着一次又一
次血雨腥风。服从与责任、坚忍与自由的
挣扎，永远像一面镜子照着人的内心。

不论何地，用鲜血和生命修筑起来的
城墙，实际的命意与八达岭的万里长城一
样。黄昏临近，雄伟、高大、神圣的哈拉库
图被一种更加庄严的颜色覆盖，泛出红
晕。天空下，灰白色的燕麦草似海洋般波
动，紫色的秦艽花掩住了往日战马的蹄
印。但是，半闭半合的窗棂里还是探出了
一双军人后裔的眼睛，眼神里俨然有火、伤
痛、战马的身影。

史书记载，隋唐以来，石堡城下发生过
数次惊心动魄的战斗。其中最残酷，最激
烈的莫过于唐代天宝年间的唐蕃之战。

这场战争发生在离哈拉库图城不远的
石堡城。但是，和我同去的人并不知道石堡
城在什么地方，我只能站在山坡上遥望四野，
遥望看不透的天空，想象当年的肃杀之景。

来年冬天，又一次来到哈拉库图。
阳光洒在房前屋后的麦草上，土地的

颜色和凝重的长城在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
下苍凉古朴。

哈拉库图以南是通向拉脊山，前往贵
德的路。以西是野牛山。抵御吐蕃入侵的
要道只能是东北方，这两座城墙离得不是
太远，应该遥相呼应，如果朝东走就一定能
找到那座城堡。

果然，走了不到一公里，便看见了一座
陡峭的山顶。山顶之上，依山而筑的方形
土墙，竟像一只凌空展翅的巨鹰一样敞着
胸怀。村口有十几个老人正安闲地坐在草
垛上，热情地告诉我，那就是我要寻找的石
堡城。城上曾经住过一个清王，清王的部
队就在山下，沿河岸屯军驻守。

我有些冲动，急欲登上山顶。但老人
们说，必须明天一早来登，还要让我们带

路，不然你是走不到的。
我望天空，天空无语。没有办法，只好

又一次登高远望。
不过这次，我清楚地看到了石堡城沉

重而又威严的雄姿。它背靠华石山，面临
药水河，坐落在一段褐红色的悬崖峭壁之
上。东离湟源县城 20 多公里，西距日月山
10 多公里，是青海古代历史上，一个十分
重要的战略要塞。相传石堡城乃隋文帝时
修建，由于地处交通要冲，地势险要，成为
当时设置屯兵的重要军事据点。隋代名
将、长安诗人史万岁曾专门写过一首《石城
山》诗：“石城门峻谁开辟，更鼓误闻风落
石，界天白岭胜金汤，镇压西南天半壁”。
听老人讲石堡城原来是一个三角形方台，
正面长约百余米，两侧宽约 90米，面积约 5
千多平方米，堡内可容纳上千人驻守。城
堡沿三面断崖依形就势垒建而成，城墙则
用长条形巨石堆砌，坚固异常。离大方台
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小方台，中间也是一条
山脊小径。称之为“万人台”。

唐代天宝年间，唐朝军队为了抢回石
堡城，数万人死于城下。但是，石堡城始终
未能攻克。后陇右节度使哥舒翰采取深夜
偷袭的办法，才将它攻了下来。哥舒翰因
此威名大震。《新唐书·玄宗本纪》中有“天
宝八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
之”的记载。唐王朝为了表彰哥舒翰，封他
为“西平郡王”。边塞诗人高适等人还写过
不少吟“哥大夫”的诗篇，称赞他为唐王朝
立下的功劳。其中有一首乃唐人西鄙人所
作,诗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
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不过，诗人李白却对
哥舒翰夜袭石堡、换取紫袍的行为有些不
以为然。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
这样吟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
刀，西屠石堡取紫袍”，以此表示对他的轻
蔑。

20 多年前，诗人昌耀曾经在日月山下
牧羊。1989年 10月 9日，昌耀于牧地归来，
在又一个清冷寂寞的夜晚，写下了长诗《哈
拉库图》。

城堡，宿命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光
荣的面具已随武士的呐喊西沉，/如同蜂蜡
般炫目，而终软化，粉尘一般流失。/无论
利剑，无论铜矢，无论先人的骨笛……但是
哈拉库图城堡有过鲜活的人生。/我确信
没有一个古人的眼泪比今人更少，/也没有
一个古人的欢乐比今人更多。/那时古人
称颂技勇超群而冲锋陷阵者皆曰好汉。/
那时称颂海量无敌而一醉方休的酒徒皆是
壮士。/我正是从哈拉库图城纪残篇读到
如下章句：……哈拉库图城堡为行商往来
之要区，/古昔有兵一旅自西门出征殁于阵
无一生还者，/哀壮士不归从西门壅闭不开
仅辟东门……

听当地的老人讲，离哈拉库图最近的
一条小河叫香水河。大唐文成公主进藏路
过此地时，喝过这里的水。

喝了香水河水的公主，变成了香气缭
绕的女人……

古长城的来龙去脉，不是三言两语能
说清楚的。但，如果没有这座长城，就不会
有昔日中国腹地的安宁，不会有今日生活
的甜美，也不会给现代人留下无边的追思。

壮士一去不复返。守城的后人，还留
在这里守望，守望。

◆辛茜

十五六岁的树叶
从风的腋下
飘出草绿的锈
像去年尚未完美的秘密
重复看似新颖的走秀

水，在肉眼无法抵达的
车站偃旗息鼓还勇武百倍。
春天结集，语速退缩
啊，朗诵者，吹软丁香和牡丹的肋骨

一排扣子既是心锁也是天门

更远的视野
放牧灵魂者
不言不语
黎明悄悄说
他卷起星辰的脐带
迎接和苍茫最为匹配的胎盘

乡村的夜
每往山坡走一步
漆黑便垂直下压一公分

爬到山脊时
大山的眼睛忽闪忽闪

月牙儿远远望着
穿透夜的一阵阵对话

薄薄的黑
独自锃亮

黄土静如处子
仿佛从来没有埋过人。

花开
风一吹，一年就薄情地走远
风一吹，银丝黑发纷纷落下

万物都以你的形式
展露更好的自己

太过柔软的人和事
最后几乎都成了光阴的猎物

有些花瓣天生倔强没有痞性拒绝交易
在小丑纵横的乌烟瘴气下愈发孤独

所以，总觉得这万物后面
应该还有个小小的括弧

里面写着:
其中，不包括几个硬骨头

或精神长刺的怪人

有人说，
高山上的湖水，
是地球上的一滴眼泪。

大美之地，
湖泊众多，
三江之水，
源源流淌，
多少人寄情于你，
又款款离开。

你，
青色的湖，
美好、柔软、静默；
温和、包容、深藏。

一面湖水，
一个谜，
芳华流转，
等待懂你的人，
一点点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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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在一个特定的时
间里，常常沉浸在一曲《故乡的原风景》里，
用心去聆听那悠扬的陶笛声。溢出的淡淡
乡愁，总能很轻易地触及到久藏在我心底
的那片高原厚土上。此时，带着那淡淡的
伤感，脱离了世俗，脱离了尘嚣，故乡那清
新的气息仿佛在触摸着我的每一寸肌肤。

在故乡广袤无垠的一个角落，我背靠
在自己种下的那棵树上极目远眺,远山、草
滩、麦田、沙丘、湖泊或远或近，遥相呼应。
这个三面环山一面环湖的村庄，西边远处
有青灰色的山峦绵延，因为没有一株植被
的生长而显得苍凉与雄浑。北边的山脉却
是浅褐色的，偶尔还会从石缝里挤出稀罕
的花朵来让你惊喜不已，最让人喜爱的麻

黄草的朵朵红花像珍珠似的让人爱不释
手。在它的怀抱里是一座用红白石堆砌成
的水库，而我身边的潺潺溪流正是从这座
水库里轻泻而来,养育了这片沃土。寸草
不生的南山，则是我们在夏季时经常光顾
的地方，因为在南山的山洼里生长着一大
片锁阳和一大片野沙葱，而且那里的锁阳
个大味甜，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是我们绝
好的零食。清油烧开后炝一勺野沙葱的葱
花，半个庄子里都溢满了野沙葱的清香。

最诱惑我们的是位于村庄东边的湖
泊，我们从小就叫那片湖泊“尕海”，我也以
为那就是海。可是，人们还叫它“连湖”或
者“可鲁克湖”，那里有成群的鸟儿，有欢快
的鱼儿，有摇曳的芦苇，有我欢快的童年，

还有神秘的外星人遗址。
金色的麦浪收镰后那赶来吃麦茬的

牛羊正欢畅地觅食，而此时的藏獒突然
就挣脱了绳索。远处那千姿百态的梭梭
树迎风舞动着千年的神话，土墙边的孩
童依旧用手翻舞着古老游戏中的兽骨玩
具……天高地宽，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
地生存着，而这一切的一切，迷迷蒙蒙、亦
幻亦真，形成了一幅凝重的油画，永远定
格在我的心中。

在风沙敲打着窗棂的夜晚，我醒了，从
此徜徉在外面的世界。如今，我站在人潮
拥挤的街头看风景，却看不到故乡的身影，
但那一份扯不断、抹不去的眷恋牵引着我
们来生还有的约会。

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在这样的一个早晨 ◆清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