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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共和盆地
陈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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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 我已经走过好几个来回了，

这次又得重新走一遍。

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公

路之一 ，青康公路———国道 214 线 ，与文

成公主当年走过的唐蕃古道大体一致。当

我们于当下的时空中追踪一个大唐公主

远行的足迹，也就有了追溯一条大河之源

的双重线索，那条在亘古岁月中静水深流

的长河，这条正在我们眼前如泥水浆般翻

涌的大河，还是同一条河流吗？

每次，我都是带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疑

问上路的。

在伟大的青藏高原上，一切几乎都要

用巨大来形容。

无论是当年的文成公主，还是如今的

我们，在翻越日月山、涉倒淌河而南下、向

青藏高原腹地纵深时，先必须穿越一个巨

大的盆地———共和盆地。 这是一个传说中

的聚宝盆，其实，这座东宽西窄、大致呈倒

置扁梨形的盆地，看上去更像是高原骨盆

腔中央的子宫。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轻

的高原，这也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充满生

机的子宫，而一条母亲河就是她繁衍生息

的血脉。 这里已是河源下游，黄河自东南

向西北流经共和盆地，在这一流域，黄河

也是一条倒淌河， 她如同拨动着一个轮

盘，却只拨了一半，在盆腔中央绕出了一

个半圆形流程。

追溯一条大河之源，很容易让人想当

然，而一座神秘而诡异的高原，又总是频

频给人类带来幻觉。当你听见那呼啸而来

的风浪声， 那幻觉又逼真地涌现在眼前。

是啊，哪怕闭着眼睛想想，那呼啸而过的

应该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啊！然而睁眼

一看，却是席卷而来的滚滚黄沙。

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

远远看过去，这三个塔拉如浑黄起伏

的黄河浪，一浪高过一浪。

说来惭愧， 第一次看见这三个塔拉，

我还真以为是奔涌而来的黄河 ， 但猛一

看，却是连绵起伏的、干得冒烟的干滩。在

恰卜恰还能看见几棵树， 过了恰卜恰，几

乎看不见一棵树了。 共和盆地三天两头刮

大风，没有了树木遮挡，风沙自可任性地

长驱直入横扫一切。 到了这塔拉滩，离恰

卜恰已有一百多公里，扑入眼帘的只有苍

黄的灰霾，而盆地的灰霾既浓重而又经久

不散，把太阳裹得严严实实，人也像被裹

住一般，闷热、压抑，我被这沉闷的气氛压

得长久喘不过气来， 鼻腔里辛辣而灼热，

这是流鼻血的先兆。 眼看着车前玻璃蒙上

了一层灰尘，连久经沙场的司机老沈也放

慢了车速，一路上不断地喷水，那雨刮器

不停地摆动，但视野还是一片模糊，不知

是玻璃越擦越模糊， 还是风沙越来越大，

那模糊一片的玻璃转眼又被黄沙笼罩了。

我们这辆车的密封性还算很好的，但玻璃

缝儿里也有沙尘钻进来， 既不敢打开车

窗，这样紧闭着车窗也让人呛得不住地干

咳，咳出来的也是沙尘。 眼看着能见度越

来越低， 老沈只能一个劲儿地盲目按喇

叭，好在这一带人烟稀少，几里路也碰不

上一个人、一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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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塔拉滩的人都知道，这儿的沙尘

暴有多么狂野。

老沈说：“只要恰卜恰的树叶一摆，这

塔拉滩上的石头就开始满地疯跑了。 ”

对于这条路，这塔拉滩，老沈比我更

熟悉。 说来，他还真是久经沙场，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他就在这里当兵，一说到当年

的五公里越野，他那精气神儿一下又抖擞

起来了。 在这塔拉滩越野拉练，必须戴上

钢盔，全副武装，那被风沙染成浑黄色的

钢盔和迷彩服， 压根儿就不需要隐蔽，在

风沙中急行军，就像奔腾的沙尘暴。 在这

激荡与呼啸的黄沙中， 一个来回跑下来，

黄军装变成了灰军装，连领口里也灌满了

灰土，大半截脖颈都埋在黄沙里了。

塔拉滩位于黄河干流左岸，这儿可能

是地球上除了沙漠之外最干旱的地方，在

三塔拉中，一塔拉又是三个塔拉中最荒凉

的。 抵达一塔拉时，正是高原的太阳最嚣

张的时刻， 那太阳如同一团模糊的光影，

你看不见阳光，但那裸露在外的皮肤感到

如慢火炙烤一般，连塔拉滩的石头摸上去

也炽热发烫。 农历七月，正是青藏高原最

美的季节， 然而眼前却是褐黄色的荒滩，

几乎寸草不生。 此刻，风不大，但风沙却被

一阵一阵扬起。 我在路边抓了一把黄褐色

土壤在手里揉搓， 干燥得没有一点儿水

分，这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土壤，而是一盘

散沙，朝手心里哈一口气，噗的一下，就掀

起了一场小小的沙尘暴……

这还是好的。 几年前的一场遭遇，让

我一直心有余悸。

那是一场呼天抢地的沙尘暴，如世界

末日骤然降临， 顷刻间天地间一团漆黑，

连自己也看不见自己了。 那还是中午啊。

这些年我多次行走青藏高原，对这儿的沙

尘暴也多少有些经验了， 一般沙尘暴，风

力至少在 8 级以上，有时甚至高达 12 级。

一旦风沙乍起，天色忽暗忽亮，变幻莫测，

看上去奇形怪状。 以前，哪里有什么沙尘

暴这个概念，人们也不知道沙尘暴到底是

怎么刮起来的，那风声听着就像狼嚎鬼啸

一般，在簌簌落下的沙石中，还有吱吱叫

着的鼠兔、蝎虎溜子从天上掉下来。 你在

地上见了这些小动物不觉稀奇，而一旦看

见它们活生生地从天上掉下来，看上去特

别狰狞。 在塔拉滩的老乡看来，这是鬼使

神差或妖人作法，在古书中也有不少妖人

作法的记载。 塔拉滩的老乡都把这风叫妖

风、黑风或黑旋风。 这沙尘暴虽说总是突

如其来，但在共和盆地、切吉草原尤其是

这塔拉滩年年都会发生，有时候一年里就

要刮起十几次沙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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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老乡对付沙尘暴也有了一些经

验。 若是走在路上，一旦遭遇了沙尘暴那

是不能跑的，只能就地蹲在地上，抱着脑

袋死死地抵在膝盖上。 这塔拉滩连一棵树

也没有，你也只能自己抱紧自己了。 那风

沙噼里啪啦打在身上， 开始还觉得很痛，

疼得要命，过一会儿就浑身麻木了，那身

体都不是自己的了。 最要紧的是不能被飞

沙走石打破了脑壳，无论那手臂有多疼痛

多麻木，都必须死死地把脑袋抱紧了。 那

车是绝对不能开了， 无论顶着风顺着风，

车速怎么也赶不上风速， 那么猛烈的风，

一下就把你掀翻了。 你只能就地停车，把

车门车窗都关紧了，等着这狼嚎鬼啸一般

的妖风过去。 那次，也是农历七月，我们在

这塔拉滩被困了十几个小时，就像陷在一

个黑暗的陷阱里，那种窒息、恐惧、生死未

卜、不可名状的感觉，如活埋一般，让我做

了多少年的噩梦。 那是如鬼压身一般的梦

魇，你的神志明明是清醒的，但无论怎么

挣扎就是醒不过来。 好在，这沙尘暴还挺

准时，一般 12 点来，十七八点走。 但沙尘

暴走了，车还走不了。 这时候你打开车窗

一看，天哪，塔拉滩上那薄薄的一层土壤

就像黄河揭河底的自然现象一样，被风整

个儿揭掉了，彻底打回了那贫瘠绝地的原

形。 而那些掀起的尘土与沙石，早已将一

条路埋下去半尺来深，我们那辆越野车浑

身上下都是沙尘，车轱辘都整个儿埋在沙

尘里了。 若要把一条路清理出来，少说还

得几个小时。

那是我一辈子挥之不去的记忆，也让

我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理解了一个

蒙古词语的本义，塔拉，在蒙古语中就是

干滩，或滩地干旱草原。 塔拉在蒙古语中

还有平野、台地的意思，这三塔拉，就是三

个逐渐纵深又逐级递升的台地或阶地。

（节选自《北京文学》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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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流到盆地，纪实文学作家陈启文的写作常常集中在生态领域。 这次，他进
入西部高原的共和盆地，追溯历史、关注现实。 在改造自然，还是顺应自然的路途
上，这里的人们曾走过种种曲折之路，如今盆地的主人们正以崭新的姿态和科学
的精神退牧还草，在荒漠上育苗种树，绿色的希望冉冉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