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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层峦叠嶂，越过峡谷绝壁，我第一次
见到白雪皑皑的深山。那确实是一场美丽的
飞雪，白得刺眼，白得毫无杂质，清新而冷峻，
柔润而苍凉。然而那一番危岩千丈的雪，其
实也是对人的考验，至少对我是。

车还没停稳，就看见远处有两个人朝我
们这个方向走来，王书记一眼就认出他们，是
爷孙俩。男的叫孔庆余，70来岁，看上去精
神好得很；女的叫曾祥珍，30多岁样子。他
们家住在山下老乌垭子附近，平时在黄草坪
一家药材公司上班，管护贝母的种植，也种点
蔬菜，每个月有不错的收入。

看见这爷孙俩都好好的，王美君才放下
心来。

我问孔老爷子，都70岁了，还干活，累不累
啊？孔庆余憨厚地笑一笑，说，没活干才累哩，
天天在山里头转转，还拿工资，高兴都来不及。

我提出希望跟他们合张影。
于是在布满落雪的大山深处，我和两位

村民的偶遇变成了照片。我开始明白，背景
那一片铺满白雪的山林，就是他们不能离开
的家园。

巡视一阵之后，我们下山。王书记请爷孙
俩上车，两人也不生分，就像坐进亲戚家的车。
车上，我和孔庆余摆龙门阵，问村里谁家贝母种
得最好，孔庆余说，你去问卢忠银就对了，他是
村里的贝母大户，技术好，又肯帮助人。

卢忠银的家就在村道路边，完全就是城
里人眼中的独栋别墅，三层楼，目测应该有三
四百平米，外搭一个偌大的独院，装修得可以
说富丽堂皇。让我吃惊的是，这么大的房子
居然只有老两口住，一问，才知道儿孙都在县
城或者其他乡镇工作。问到村里种贝母的来
龙去脉，卢忠银如数家珍。

卢忠银年过七旬，坚持搞贝母种植已经
有二三十年，经验丰富，自家种植面积超过
10亩，在农户里面算得上大户。这些年他还
经常为村里人慷慨提供药种，大伙都夸他心
眼好。卢忠银说，一家一户的干，规模上不
去，成不了气候，这全靠乡里思路调整得好，
扶持政策到位。乡里、村里全程联系大企业
来收购，我们不愁销路，只管种好。说完，老
两口咧嘴直笑。

我好奇地问，贝母究竟有多赚钱？话题
很直接，我估计他会有所保留。

但出乎我的意料，卢忠银回答得相当痛
快。他告诉我，中药材种植在村里已经形成
了公司+大户+一般农户这种模式，就拿贝母
来说，农户中种植10年以上的，现在光靠卖
种子，每年纯收入十几万、二十几万，已经有
好几户了；其余刚起步的，年收入一两万也不
是大问题。至于自己，卢忠银说年收入五六
十万还是有的，算得上大户。

好像在听一个传奇，我被重重地震撼了。
然后又问：说到收入，您老为啥一点都不

避讳？
卢忠银不紧不慢回答我：以前确实穷，穷

得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穷。现在不一样，你越
有本事，别人就越尊敬你。现在村里人都不
瞒自己挣了钱，人捧人，捧财神嘛！

简单、朴素的回答，道理却像深山一样深。
雪依然在下，我们慢慢下山。
转过一道山梁，王书记指着雪地里那些

绿悠悠的叶片对我说，你看，那就是独活，凑
近了，还闻得到香味呢！

雪色如此轻盈，如此灵动而柔美。这是
我亲眼见到的高山的雪，干净，原生态，还炯
炯有神，还带有明显的香味。这样的浮想之
所以无所顾忌，带点夸张，是因为与这一场雪
不期而遇，得于偶然，但令人心动。

好的雪景就是这样，不经意就把人的故
事融入进去，那种纷纷扬扬的飘动，就好像很
多人在微笑着倾诉内心。

我回过头，望着山上渐远的雪，心里头特
别满足。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

白雪皑皑的深山
常克

主编 胡万俊 责编 严艺菲 美编 张文敏 责校 蒋国敏 张文敏

两江 R

重庆好酒老码头
热线电话:023-65580061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投稿邮箱：cqwbfk@163.com

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慢生活·重庆创作

2019年1月16日 星期三

11

到了立冬，下雪天开始多起来。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惦记遥远的巫溪，尤其是巫溪县的

兰英乡。那片深山老林海拔高，山路陡，典型的高寒地区。
时近新年，兰英乡隔三差五的下雪，沉甸甸的，白茫茫

的。如果是在立冬之前，我可能会替山上的农户担心，担心
他们冷不冷，担心他们有没有活干，担心会不会大雪封山
……但现在我知道，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

话得从立冬说起。
那只是一次偶遇，但让我至今都感慨，就像发现一个传

奇。
2018年立冬那天，我慕名去看兰英大峡谷的红叶。兰

英乡有个兰英大峡谷，被称为重庆第一大峡谷，有人认为，

它的陡峭它的壮丽甚至可以跟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媲
美。正值秋冬交替，兰英大峡谷满山都是红叶，红得浓艳如
妆，红得像碳火在燃烧，看得我心花怒放。

这又得提到王美君，兰英乡党委书记，朋友介绍我搭他
的车上山。王美君40岁出头，个子不高但墩实，跟人说话
总带点笑意。据说王书记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往村里跑，
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在山上农户的坡坎地头准能找到他。

我们在山脚稍作停顿，这时候天上飘起小雨。王美君看
过几条微信后，对开车的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老肖说，山上西
安村今天下雪了，今年的头一场雪，我们去看看村里的人。

说完，王书记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一块去。我
喜出望外，说，这是巫溪的第一场雪，我求之不得！

一

汽车一路蜿蜒向上，去爬另一座山。
这个时候雨下得更大，山前山后云遮雾
绕，道路两旁怪石嶙峋，悬崖百丈，让人心
里直打颤。

西安村跟湖北省神农架的西坡余脉搭
界，山高坡陡，平均海拔高度1500米，最高
海拔2030米。从山脚去西安村，25公里路
程，汽车翻山越岭得走将近一个小时。

西安村中药材资源非常丰富，素有
“天然药库”的美名，但给老百姓带来真正
的实惠，主要还是这些年。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基本上没有政府引导和扶持，农户
在中药材种植上是零散的，形不成规模，
更谈不上品牌效应。改革开放后情况开
始改变，到1987年，西安村得到县里下达
的第一批扶贫项目专项贴息贷款，专门用
于药材种植。这样，药材种植逐步成了村
里的增收项目，能初步解决温饱。

真正的发力是在近年。兰英乡党委、
乡政府提出“药业兴乡村、产业是基础”的
发展战略，全力支持西安村独活、贝母、党
参、川乌和大黄、云木香等中药材发展，由
此种出了规模、种出了名声、种出了村里农
户脸上的开心笑容。难怪王美君一听到西
安村下雪了，第一反应就是要上山去看看。

汽车在雨雾中艰难行进。
前面拐角的路中间，忽然看到一大片

碎石横陈，其中一块有脸盆大。那就是传
说中山上掉石头，那也是雨天开车的大
忌！之前，山下的朋友曾经对我千叮咛万
叮嘱：如果遇到下雨，在山上一定要注意安
全，特别要小心落石头，曾经是出过事的。

越想越害怕，心里一阵细思极恐，我
的神色难免不自在。王书记看出我的担
忧，笑嘻嘻说：“常老师放心，我们都是好
人，从来没做过坏事，石头砸不到我们脑
壳上的。”说完，还放声大笑。

车上三个人，都笑了，笑声比雨声还大。
但笑归笑，幽默归幽默，我的担惊受怕

并没有完全消除。好在经过数不清的弯弯
拐拐之后，车子终于开上了西安村。海拔
1560米的高山上，到处都铺着碎雪，山里
第一场雪的容貌，让我的心情放松下来。

公路右边土地里头，一位农户正躬腰
拾掇塑料大棚。听到人声，农户转头，一
张脸笑嘻嘻的，先打起招呼来：是王书记
啊，这么冷的天，你们还上山来！

农户叫孔凡贵，看上去60岁出头，他
主要种植的是太白贝母种子，有将近一亩
地。这几年他主要是卖贝母种子，仅此一
项，2017年他卖了8万元左右，2018年他
的收入将近14万元，都是纯收入。

我有点吃惊，又肃然起敬，真心替孔
凡贵高兴。没想到，小木珠子似的贝母居
然这么有爆发力；没想到，几年前还是贫
困户的孔凡贵，现在居然这么有钱！

我担心天冷，会不会把贝母冻坏，就
向王书记提出这个疑问。

王书记笑着说，跟你的
担心正相反，太白贝母是一
种抗寒性极强的作物，高寒
天气恰恰能够激发它的内在
药性，品质更好。

二

太白贝母堪称西安村中药材的明星，
药用价值高，卖价也高。从种子下地到商
品贝母成熟，大致需要3年左右；一亩地
贝母成本在16万元左右，而销售收入可
以达到40万元左右。

在西安村，中药材是神奇的。
跟其他地方不一样，西安村外出务工

人员很少。全村3个社，514户，2056人，
从事中药材种植的就有445户，占总户数
的89%。到2017年底，村里农民人均纯
收入过万，近68%的收入就是来自中药
材种植。跟多数种植户比，孔凡贵的收入
情况还只能算中下水平。

而县里、乡里的锦上添花举措，就更加
提气。比如2017年，巫溪县农委拿出100
万元，支持西安村进行集体经济改革试点
项目，加速发展露天太白贝母种源基地4
亩、建立商品贝母大棚4个，还新建了250
㎡的药材仓库。对于全村农户来讲，这可
是大利好。而效果也是明显的，西安村的

“大宁党参”、“太白贝母”已经获得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认证，还成功申办
微型企业46家，注册了“鸾英寨”、“阴条
岭”、“兰英”多个中药材商标品牌。

现在，西安村“企业+合作社+农户”
的中药材全产业链体系日渐成熟，中药材
在地面积达到3500亩，其中以2000亩独
活、150亩贝母为主打，党参、牛膝、云木
香、大黄等品种紧随其后。

告别孔凡贵，我们继续沿柏油路村道
前行。

公路两边，农家院落修得很漂亮，多
数都在三四层高，忽而密集忽而疏落，仿
佛国画的布局。1000余米的村道上，让
人略感意外的还有农家乐，去年挂牌开张
的就有八家。

而西安村曾经是个地地道道的穷乡
僻壤。“搭车要走一条弯，搭船要走两个
滩，如果要想打平火，那就煮锅糯米饭。”
这是西安村很多年前的一段民谣，那个时
候上山难，下山难，吃顿饱饭就更难。

确实令人感慨丛生。在这么高的深
山，曾经交通不便、无人喝彩的西安村，休
闲度假、科技示范、产业开拓、家庭种养、
综合开发，现在一应俱全，那些规划中的
梦想，正在快速成为现实。

我们走走停停，一路上总会碰到正在
忙碌的农户。我发现，他们几乎都和王书
记熟识，都热情地跟他们的书记打招呼。
王美君要么就蹲在地里头，问这问那，要
么就到农户屋头坐一阵。谈笑之间，好像

是兄弟姊妹在聊天，也好像是家人在嘘寒
问暖。

我对王书记说，你和村里人这么打得
拢堆，好像啥子农活都会干，太厉害了。
王美君憨笑着说，我本来就是个农民娃
儿，从小就干农活。

忽然就觉得，此时的乡村特别柔和清美。
蒙蒙细雨和飞舞的雪花亲密无间，好

像是在用工笔画家的匠心来抚摸乡村，它
们在这个上午彼此遇见，寒冷而风趣。一
簇一簇的竹林和树挂满落雪，苍翠欲滴的
样子，明眸善睐的样子。毫无疑问，我们正
在一条大山深处的画廊上漫步，这样的乡
村时光，让人有身心融化的自得。

村道两旁，地里种的除了中药材，也
有包包菜、大白菜和青菜等等绿色蔬菜。
高山青菜也性子倔，不怕冷，经过降雪之
后口感更好。我站在一块菜地边上，请王
书记给我拍照片作纪念，还开玩笑说，都
闻到青菜的香气了。

汽车来到一处叫老乌垭子的山脚下，
海拔约1700米。这时候，明显地感觉到
雪越下越大，周围银装素裹，一片苍茫。
继续朝山上走五六公里，就是黄草坪，海
拔2030米左右。但问题是前面山道崎
岖，弯多坡陡，晴天毫无问题，遇到这风雪
交加的天气，路上未知数太多。

“计划不变，走，上去。”王美君没有半
点犹豫。

汽车朝山上开，开得小心翼翼。盘山公
路上全是积雪，雪花飞舞，好看是好看，但目
睹四周山势险峻，我心里又开始发怵。

果然，最初一段还能够看见其他车留
下的车轱辘印，那说明之前曾经有赏雪者
来过；但到了大约1900米左右的山上，在
一个稍稍平坦的会车路道，轮胎印戛然而
止。再看前面公路上，一寸厚的雪地，干
干净净，一尘不染。也就是说，前面无人
走过，即使是最浪漫的赏雪者，他们也不
敢再往山上前进一步。

老肖下意识问，王书记，要不，我们也
到此为止吧？

王美君这个时候没有微笑，满脸都是
严肃。也就几秒钟，他说话了：“这雪一时
半会还不会结冰，没有问题的，一定要走
拢黄草坪。常老师，敢不敢走？”

受了他的鼓励，我的回答也干脆：书
记都敢走，我跟！

我们慢速前进，雪地20多分钟车程，
我经历的却是漫长的崎岖。终于到达海
拔约2030余米的黄草坪，心里竟感觉莫
名的释然与激动。飘飞的雪花中，黄草坪
跟神农架的尾峰紧紧相连，高山草甸的幽
深与宽阔，令人难以忘怀。

▲通往黄草坪，那天雪地无痕，之前没有
车辆敢朝前开。

▲在路上偶遇村民孔庆余、曾祥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