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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香识藏人。
在西藏，所到每一个地方，

所遇每一位藏族人，都能够闻
得到两种浓烈清晰的味道，它
们水乳交融，同时现身，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无法单独存在，
构成了一个无时无处不在的气
场，默默地浸润和影响着周围
的一切。

一种是酥油香。在大昭寺，
案头供奉的一盏盏酥油灯密密
匝匝，无数火苗相互映照，蔚为
壮观。每一盏都是一位信徒沉
默的虔诚和祈祷，点亮了我的
目光，也照得见我的前世今生，
其实却没有一盏属于我。因此
我在诗中写道：“点亮我的酥油
灯啊/哪一盏属于我？/照耀我
土豆一样的爱人/青稞一样的
孩子/和我回家的路。”

另一种是藏香。它与酥油
香形影不离，凡有酥油灯处必
有藏香，必有袅袅地在空中写
着秦篆的青烟。

拉萨街头，滚滚人流中，一
个藏族人，又一个藏族人，他们
不断地与我擦肩而过。尽管他
们与我穿着毫无二致，但不等
他们开口说话，我已经准确地

辨出了他们，就凭他们身上的
这两种味道。它们无形无状，落
在他们的发梢、睫毛和身上，掉
入每一个毛孔、每一条缝隙，像
烙印、像胎记，深深地扎下根，
永远根除不了。

到八廓街，我请导游巴桑
带着我在一溜儿散摊间挑了一
位藏族妇女，买了她一筒香。说
是一筒，其实是一把把散香，把
六七个饮料易拉罐连到一起，
恰好容得下香，外头包裹了报
纸，缠上了胶带。香呈淡黑色，
像某些土地的肤色，细闻真有
土地的味道。巴桑告诉我，他们
家每天烧的就是这种香，也是
在类似地方买的。

想不到在日喀则，临走前
接待方又送了一些香。它们比
我买的要精致许多，有专门制
作的精美圆筒或精致礼盒，配
以小巧的香囊。香则是土黄色
的，说是经过了高僧开光，据介
绍内含数十种天然藏药和香
料，有静心养身、净化空气等各
种功效。

这些香跟随我登机又转
机，再乘高铁，落脚到了它们陌
生的异乡。此刻，它们静静地躺

在客厅的地板上，我们一家三
口，谁都嗅不到它们被幽闭的
味道，仿佛它们不曾存在。

白天，妻子和儿子各忙各
的事情去了，留下我一个人独
守这空中的领土。我取出黄铜
香炉(它的户口也是西藏)，点燃
两根香，插在了炉间。我寻张垫
子，铺在地上，盘腿坐下。两根
香隔着近近的距离，分别燃出
了自己的烟火，丝丝缕缕地随
意飘散，不是一股，而是许多
股，在空中扭来扭去，起初是各
飘各的，渐渐地便在我眼中纠
缠凝聚到了一起，一股脑地顺
风涌向我，像薄雾一样环绕着
我、包围着我。我微闭双眼，竭
力驱赶着私心杂念，很快便什
么都不想了。我觉得有一股气
从我体内向头顶飞升，脑中一
片空白……不知过了多久，我
猛地醒来，香已燃尽，空余一炉
白白的灰烬。

后来，我便试着晚上燃香，
同样只有我一人。我关闭了所
有人间的灯，隔着纱窗，步行街
的喧嚣和热闹潮水般袭来，有
小火车边唱边跑引起的共鸣，
在四周楼群间回荡开来，就像

和着号子一下一下地打夯；有
沿街扯着嗓子叫卖糖葫芦、烤
地瓜、煮玉米的，有狠命地敲打
架子鼓的，等等。开始我还能够
清晰地捕捉到这些声音，随后
它们越来越弱，我眼中只有浓
墨的黑夜中面前的那两根香。
它们一起散发着青草的气息、
酥油的味道，充斥于狭长如河
谷的室内、空气中，我在黑暗中
醒着，眼睁睁地看着那两星细
小的红，静默中，两根香一点一
点地变矮，隔上一会儿，便会矮
上一寸，它们会像蜕去一层皮
一样如释重负，仿佛两盏油灯
猛地拨亮自己，从头红到了脚。
我听不到声音，但我知道，它们
的内心一定惊心动魄如狂奔的
马、汹涌澎湃如涨潮的海。我感
受得到某些与此有关的东西，
譬如多余的念头、虚掷的时光、
浪费的生命等等，正在一寸一
寸地坠落，同样悄无声息。直到
这两星红将自己埋入灰中，就
像时间埋住了我。

是藏香，让我沿着它曲折
蜿蜒的道路，重新回到了西
藏，寻到了我的内心，摸到了
我隐秘的灵魂。

聆听藏香 □简默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
们去年冬天到台湾旅游，果然
如歌里所唱，台湾的冬天不下
雪，只下雨。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男导
游，名字叫宋立赫。他自我介绍
时说：咱们中国人不是兴送礼
么，礼品不是得用个盒子装起
来么？我就是那个“送礼的盒
子”。大家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
记牢了。

宋立赫一上车就开始点
名。他不是照着纸念，而是将每
一位游客的名字提前记在脑子
里，点到某一个人时，请那个人

举一下手，大家觉得很亲切、很
温馨。一个团二十多个人，居然
无一差错。大家立刻佩服起他
来，彼此便没了距离感。下一次
再与你说话时，宋立赫差不多
都能叫出名字。

宋立赫跟我说，他原来在部
队当兵，干的是财会工作。他转
业时，政府发给他一笔退休金，
但并不领出来，而是存到银行，
每年享受高达 18% 的利息(台湾
人称“十八趴”)。虽然这项政策在
1995 年已经停止，但台湾实行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宋
立赫这样的“老军公教”人员依

然享受着。有这样的优厚待遇，
本来在家优哉游哉就可以了，但
他却坐不住，因为如果待在家里
的话，岳父母加上老婆就要拉他
一起搓麻将，每天都搓，使他很
烦，于是就去考了导游证，带领
别人游山玩水。在家时，老婆经
常与他吵架，出来后几天不见，
一回去，老婆还抱着他啃。

别看台湾不大，但坐大巴车
旅游，还是觉得路途遥远。一天
的行程短则三四个小时，长则六
七个小时。宋立赫为了不使我们
感到寂寞，变着法儿又说又唱。
他虽然是学财会出身，但知识面
广，记忆力强，尤其擅长讲政治
和历史，对两岸的情况了解得挺
多。说起某一件事，我们提起一
个头，他即能续一下尾。宋立赫
当过兵，国语讲得标准，口才好，
嗓子也不错，有时也唱上一两段
流行歌曲，赢得车厢内阵阵掌
声，宋立赫便流露出得意之色。

每到一地，导游都要介绍
当地的名优特产。宋立赫也不
例外。但台湾的导游只是负责
任地介绍，决不强迫你购物。购
物是游客的自觉自愿行为，导
游如有强迫表现，在台湾要受

到严厉处分。宋立赫在介绍中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说免税
店的东西质优价廉，进去一看，
果然如此；他带我们到台湾最
著名的一家特色店买凤梨酥等
点心，告诉大家这里是最好的，
如果不买的话，晚上也可以到
夜市上去买。结果同行的一位
烟台小伙一下子消费了七八千
元人民币，足足打了四个大纸
箱。我没有买，晚上去逛夜市，
一问价格，几乎便宜一半。尝一
尝(台湾的食品均可免费品尝)，
味道差别不大。

临走的那天，宋立赫说：
“与大家相处好几天时间，要分
手了，没有什么送给大家，我送
每人一张纸吧。这上面有台湾
前行政院长孙运璇写给儿子的
一封信。我给大家朗读一下：

‘亲人只有一次的缘分，无论这
辈子我和你会相处多久，也请
好好珍惜共聚的时光，下辈子，
无论爱与不爱，都不会再见。’”
(此信也有人说是香港电台节目
主持人梁继璋先生写的)他读得
声情并茂，赢得了热烈掌声。

分别之时，我们与这位导
游真的有点恋恋不舍。

我是一只狗，名叫点点。这
是我的前任主人大姨妈给我起
的名字，一个平凡的名字，注定
我的一生是低调的。是的，我从
不张扬。我承认，我不是一只漂
亮的狗。但是从来没有人说我是
一只丑狗狗。那天，我正趴在主
人的身后，我的主人转回头瞅着
我，我移动了一下脖子，无辜地
看着主人。主人看着我，跟小陪
护燕子说：咱家的小狗的确不怎
么漂亮呀！我不知道主人为什么
突然说这样的话。原来，主人的
博友名叫“老狐狸炼丹”的，在主
人的博客上留言说我是一只丑
狗狗，我的主人竟然毫无立场地
重新来审视我。我很忧伤，站起
身，低下头，走开了。

我来到另一个房间，雨后的
天空跟我的心情一样阴郁。冷得
紧，我趴在没有阳光的地板上，
缩起脖子，将身子卷成了一团
儿。我闭上眼睛，一副大肚能容
天下难容之事之姿态。哼，我才
不在乎老狐狸说我丑呢，我是一
只十年高龄的老狗了，准确地

说，我已是一只 70 岁高龄的老
狗了。一只老狗怎么可能跟妙龄
小狗 K 美？是的，我的嘴边以及
额头都生出了白色的毛毛。那天
傍晚，我在外面散步，一位久没
见我的遛狗阿姨像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似的大惊小叫：“哟，你家
点点额头上的毛都白了呀？！”
切，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人老
了头发不都白了么？！

我是一只雌性狗，我喜欢
安静。我讨厌小区里那些张狂
的雄性狗，它们见到我总是争
抢着嗅我的屁股。我真不明白，
我的屁股难道比我的脸更吸引
你们？一般情况下，我老处女一
样地保护自己，拒绝张狂的狗
们的纠缠。我想我应当很负责
地告诉你，我是一只处女狗。

有几只厚颜且顽固的狗，
总是等我回头猛地一吼，它们
才肯躲向一边，老实了。唯有豆
豆是我的钟爱，豆豆是一只年
少的雄性狗，我从不拒绝豆豆
的亲热。只是，我的主人反对，
说我们是姐弟恋。我知道主人

怕我怀孕，倘若我怀孕生育了，
主人说无力管养。是啊，养一只
狗很费心血的，主人不想再伺
养别的狗了。主人说虽然我老
了，但是我很温柔。

我是一只温柔的狗。不是
吹捧自己，来主人家的客人们
都喜欢我。客人们喜欢用手摸
我的额头，“瞧，你家的小狗真
乖呀！”我现在晓得了，我的额
头这么快变白纯粹是他们摸来
摸去的结果。

我是一只温柔的狗。我从
来不大声喧哗，主人家来客人，
我都是摇头摆尾表示友好欢迎
的。我不跟大姨妈家的卡拉似
的，对客人一点礼貌都没有，疯
狗一般狂叫不止。上门送矿泉
水的人最头痛卡拉了，卡拉龇
牙咧嘴的样子吓得人家扛着大
水桶停在门外不敢进来。我不
这样，家里来的都是客，我一视
同仁，一律热情相待，主人说我
是迎宾狗。只是，主人很担心，
说家里若是来了小偷我也会摇
头摆尾表示热烈欢迎的。

我的主人原先是怕狗的。
记得那年主人结束长达两年的
住院生活从北京回来的那天晚
上，在北京机场的候机室，当主
人听说家里有狗，吓得要赶我
走。后来主人看着自己的儿子
喜欢狗，只好罢了。那天，主人
回家已是晚上 10 点多钟了，我
一眼识出了主人，我从好多人
的腿缝中窜过去，我好想亲近
一下主人，主人看到我扑上前，
吓得全身缩到了床上，哇哇大
叫，让我好没面子。

后来，主人渐渐喜欢上我
了，也敢伸手摸一摸我的额头
了。只是，到现在主人仍不敢抱
我。主人总是一边摸我的额头，
一边赞美我：真漂亮！每每那
时，我微闭着眼睛，很幸福很陶
醉地享受主人的抚摸。

我是一只温柔的狗。主人
很喜爱我，主人说最怕我死去。
说这话的时候，主人的样子很
忧伤。我希望我能健康地活着，
永远伴陪主人。我不要去想未
知的事情，活好当下。

点点的独白 □李洁

来美国一个多月了，经历了之前 6

周北京的酷暑培训，又在洛杉矶大学完
成了美国大学理事会安排的 7 天集训，
我终于抵达了美国本土最南端的佛罗
里达州，开始为期一年的汉语教师志愿
者工作。

“阳光州”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太
阳比家乡济南的还大，天也更高、更蓝。
热带树木、花草茂密地生长在房前屋
后，到处绿得耀眼。学校离我的住处两
英里，很近，但是美国是个出门就要开
车的国家，路上基本看不见行人。

教师的“开工典礼”安排在我到达
学校的日子，校长把我与其他几位当地
新教师介绍给全校师生。当我把带来的
书画作品、5 米长的卷轴“茶经”、“天下
泉城”的光盘和孔子头像纪念币展示给
大家时，所有的同事无不惊叹于中国的
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作为讲述者，心
中油然而生一股自豪之情。第二天，校
长秘书就为这些礼物单独开辟了一个
橱窗，中间是中国地图和五星红旗，在
山东济南的位置贴上了五角星，旁边说
明这是我的家乡，还在曲阜的位置贴上
了孔子出生地的标志。只可惜空间有
限，不能把卷轴全部展开。

校长说，学校一直开展西班牙语和
汉语的课程。但由于今年学区资金紧
张，取消了西班牙语，只剩中文，所以原
来的西班牙语教室成为我的专属教室。
经历了在北京国家汉办对我们 150 多
名志愿者教师进行的全方位、多角度培
训之后，此时我又一次感叹国家对于汉
语言文化的大力支持和推广以及资金
的投入。但随之而来的是全校 569 名学
生和每天 6 节课的巨大工作量。

摆在面前的第一项艰巨任务是教
室的装饰，我像一名装修工人似的，将
国家汉办发放的中国文化元素的饰品
挂满我的教室：中国地图、京剧脸谱、中
国结、生肖折扇、书法作品、太极练功
服。我承诺学生，学期末如果能得到相
应的分数，这些都是他们的奖品。尽管
已经有两位前任志愿者教师，学生看到
琳琅满目的装饰品，眼睛里还是流露出
了渴望的眼神。除此之外，我用孙悟空、
喜羊羊、阿凡提、葫芦娃、黑猫警长和熊
猫一系列中国少年儿童喜爱的动画人
物给学生进行分组。听完我讲解他们的
故事，学生都为能成为他们的“手下”自
豪地互相炫耀！我还拿出小学练习毛笔
字的本事，一笔一画地写下“欢迎来到
中文课堂”、“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学而时习之”、“静 敬 竞 净”，让
美国小学生置身于中国教室环境中学
习中文。整整两周的时间，我给自己“装
修”出一个满意的教室。看着我的美国
同事进入教室睁大眼睛、张开嘴巴连呼

“Oh my gosh ！I love China. I love
Chinese.”我知道我的第一步成功了。

全校学生的名字对我来说每一个
都是英语单词。每个班每周只有一节中
文课，为了能尽快记住他们的名字，我把
所有认识的同学、朋友、同事甚至亲人的
名字都制作成名卡，标注拼音。第一节课
除了自我介绍，我解释了所有名字的含
义，让学生自己挑选。学生们有了充分的
自主权，又得知这些都是真实在用的姓
名，他们都激动坏了，争相询问名字的发
音，努力想记住自己和其他同学的！于是
每天上课，我的亲人、朋友们都像在我身
边，至少缓解了我想家的心情！

每个周五是太极拳“俱乐部”，3 年
级以上的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中文、体
育、美术、音乐作为他们的爱好。太极拳
当然吸引了最多的美国孩子，开始学得
有模有样，几个招式下来就累得腿酸胳
膊疼，不过热热闹闹的也很开心。我对高
年级的同学讲解说，太极的动作看似柔
软，但柔中有刚；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方
中有圆，圆中带方；变化万端，里唯一
贯……我拆解句子讲了半天，估计他们
也懂不了多少，但有一点学生大概理解
了：太极除了能强身健体以外，其精神内
涵也很重要。世间万事，都要收放有度，
小到个人，大到……文化的差异可能导
致理解不同，所以，尽我所能吧。

原本怕来了会想家，现在每次走过
学校的长廊，都能看到中国国旗和地
图；课上有“家人”和“朋友”陪在身边；
每天马不停蹄地上课、备课，看来我真
的没有时间“儿女情长”了！都说前三个
月会过得很快，之后便是“难熬”了。不
管怎样，作为一名汉语教师志愿者，我
做好了准备，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汉语
的推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的
“洋插队”日记

□李梦

【生活实录】 【性情文本】

【另类视角】

台湾男导游 □孙贵颂

【速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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