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甫跃辉 云南保山

春节前一个月左右 ， 订好了高铁票

和机票。 计划是先高铁到合肥，待几天 ，

再飞机回保山。年二十八这天下午，从上

海出发 ，一路口罩 ，到合肥高铁站时 ，刚

下车， 看到有几个人用推车拉着几箱东

西，是防护服。 心里一咯噔，感觉情形不

是很好了。

当天晚上要到合肥乡下 ， 出租车司

机不认路， 只能让亲戚来接 ， 等在路边

时，整条马路上没几个人，四处的灯火也

有些昏暗。 亲戚的车七拐八弯，把我们送

到乡下，一个叫做“相城”的小村子。天全

黑了， 十来栋低矮的小房子排成一排趴

着，昏昏的灯火，叹息似的。

我想，相城这样的小村子 ，就是现在

文学作品或者媒体报道里那种破败萧条

的农村吧？年轻人都走掉了，只剩下些老

弱病残，每天在门口种种菜，聊聊天 。 有

位老人还在门口种了虞美人，每到夏天 ，

红红一大片。现在还是冬天，虞美人还没

长出来，只能看到一些瑟缩的蔬菜。 到处

都很荒凉，乌鸦在树枝间飞来飞去，抖落

的是冷冷的气氛。 这儿是真冷，还好住在

刚加盖的二楼，有空调，有热水。 大家聊

天时又说起疫情， 说今年都没什么人来

给老人拜年了，大家都怕。又说起有个亲

戚在武汉读书，不知道回来没有。 刚刚收

拾停当，手机上看到一个帖子，丁香医生

的“全国新型肺炎实时动态”，点开一看，

确诊和疑似病例都已不少。当天睡得晚，

没多久，看到新闻，武汉封城了。

几天都没什么事，不过吃睡二字。 不

吃不睡就是在看手机。 微信朋友圈里几

乎都是关于疫情的， 有好几位老家的朋

友问我有没有回，还有的劝我别回了。而

机票早早订好了， 计划是我独自带着小

朋友回家。 我们商量后，决定不带小朋友

回了，就我一个人回。 我好多年没到过武

汉也没到过湖北了， 也很久没接触过武

汉或湖北来的人，也没感冒发烧，只是有

点儿咽炎 ，好几个月了 ，偶尔还会咳嗽 。

回去的路上，自己多小心就是。 我把票改

签了，提前到大年初三回。

时间过得很慢 ，没什么地方可去 ，只

能一直窝在屋里。 初二这天，透过窗户望

出去，下雪了。悉悉索索，好大的雪！睡了

一觉醒来，雪仍然在下着。 和小朋友到院

外去踩雪，一路都是雪水，小朋友不管这

些，非常开心，不时蹲下用戴着手套的小

手抓雪。 我站在雪地中，雪还在下。 四处

看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地里的菜蔬都

遮没了。 身后的一排小屋 ， 似乎更低矮

了。 偶尔有人出现在门前，瑟缩着，有的

戴了口罩，有的没戴。 没人说话，没人放

炮，天地一派肃静。 两三只乌鸦在树枝间

飞来飞去，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食物。 想起

《死者》那震撼人心的结尾：“……雪花穿

过宇宙轻轻地落下， 就像他们的结局似

的，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在武

汉，在湖北，也有这样一场大雪么 ？ 雪落

在中国的土地上， 也落在深陷于这场疫

情的人们心上。

丈母娘说，如果第二天雪不化 ，那我

也去不成机场。 我的心不由得悬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 ， 老丈人开车来送我

们，先送我去机场。 路边都是积雪 ，路上

车很少，一路非常通畅。 到了机场，我戴

好口罩下车。 看到机场外的人们都戴着

口罩，测量体温后进入机场。 到登机口 ，

也几乎所有人戴着口罩。没人说话。都在

低头看手机。

飞机降落在重庆江北机场 T2 航站

楼，而我接下来飞保山的航班在 T3 航站

楼，中间需要坐摆渡车。 上了摆渡车才发

现 ，整辆车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我 ，一个

是司机。 上飞机时，有工作人员站在廊桥

上，挨个量体温。 到保山机场后，出站口

又站着个工作人员，量体温。 出机场后 ，

看到有几个穿防护服的人站在一辆救护

车边，一副做好了万全准备的样子。

打电话给朋友早早联系好的司机 ，

司机说他停运了， 遂在门口随便问了辆

出租车 ，用方言问 ，能不能送我到施甸 。

司机说可以。 司机戴着口罩，和我说起头

天送的一家河北的客人 ， 在高速公路上

被拦住了，一家人被劝返了。 我们在高速

上倒没遇到检查的，直到下了高速 ，进去

施甸地界 ，在水长乡 ，碰到检查的人了 。

摇下车窗 ，量了体温 ，又要查身份证 ，问

我，你一个上海人跑到施甸来做什么？ 我

用方言说，我不是上海人，我就是施甸本

地人。对方说，在上海读书啊？我想，难不

成戴了口罩还能减龄？ 又一个人说，回家

乖乖待几天啊。

回到家里，爸妈也在说疫情的事。 家

里几个口罩， 而且我这咽炎还是频频作

祟，得弄点儿针对性强的药。 问县城一位

医生朋友有没有口罩，说是有的，我找了

车到县城，朋友不让我进医院，而是和她

女儿戴着口罩在路口等着我 。 朋友递给

我一大包东西 ，有口罩 ，还有草药 ，说可

以泡脚增强抵抗力，还有一种熏香，大概

也是起到消毒作用吧。

其时 ， 保山已经有确诊的新型肺炎

患者了 ，但施甸还没有 ，不过听朋友说 ，

也有几例疑似的。又听另一位朋友说，有

好几个从武汉打工回来的，都在隔离 ，还

有个老太太，发烧了，送医院了。

县城看不见多少人 ， 到药店买了治

咽炎的药，又给妈买了些常用药。

回家后过了两天 ， 住得不远的红轮

到家里喝酒。 红轮妻子是医生 ， 刚刚下

班， 也一道过来 。 说起来红轮家有个亲

戚， 两个月前从武汉回来 ， 后来疫情爆

发，去做了检查，没事。大家笑说，即便没

事现在也不敢见他。 又说起隔壁村也有

从武汉打工回来的一家人，也在隔离。 同

学杨续升说，他的烧烤店关门好一阵了 。

又说到谁，外出办事都找不到饭吃，没饭

店做生意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给做了

个蛋炒饭， 还盛到一次性餐盒里让他到

外面吃。说话间喝了不少酒，气氛热络起

来，仿佛疫情早已远离。

网上各种消息吵吵嚷嚷 ，真的假的 ，

很多一时难以分清。 身边也有各种消息，

比如有人抢购大米，“水墨施甸” 公号因

此发了帖子，说县里生活物资很充足 ；比

如县里很多基层公务员变得更忙了 ，本

来今年要脱贫，就够他们忙的了，现在更

是忙得“脱一层皮 ”；比如，县里在很多交

通要道设了卡点， 每个点都得几个人守

着 ；比如 ，红白喜事都不办了 ，全县一共

取消了五百多场；比如，一对年轻人这几

天要结婚 ，男的是警察 ，女的是医生 ，婚

也没法结了， 都扑在这这场抗疫战争的

最前线……在施甸这个偏远小县 ，医生 、

警察、 公务员等等无数的人在和看不见

的病毒作着斗争。

我不时看一下 “全国新型肺炎实时

动态 ”，确诊的人越来越多 ，死亡的人越

来越多。有种艰于呼吸的感觉。保山的确

诊病人也多了。 现在是二月二日凌晨三

点， 保山已经有八例确诊病人 ， 隆阳一

例，龙陵一例，而作为重要旅游目的地的

腾冲，刚刚确诊了第五例输入性患者。 当

然 ，也有好消息 ，保山的另外两个县 ，施

甸和昌宁至今没有一例确诊病患———施

甸的那几例疑似病患，经进一步检查后 ，

排除了嫌疑。

昨天下午，邻居阿和哥来敲门 ，说看

到我在屋顶。 一开口，聊的还是疫情。 阿

和哥到浙江义乌打工，回来半个多月了 ，

前几天还去医院做了验血等各种检查 ，

花费三百六十块，确认没任何问题。 阿和

哥觉得三百六十块贵了 ， 妈说就当花钱

买个心安。 渐渐说到别的，阿和哥说 ，他

儿子老江桃以后不出去打工了 ， 回家烧

猪头卖。 为了学烧猪头 ， 老江桃和他妻

子，到梁河学了二十多天，花了一万五千

块学费。 想起几天前对门阿超哥过来说

了几句话，也说他不去南伞打工了，两个

女儿也要接回来上学。

几乎每天阳光灿烂 ，温煦如春 。 世

间万物 ，都在熠熠闪亮 。 我还没到后院

看过奶奶 ，奶奶九十七岁了 ，我怕自己

会不会带着些什么病毒感染了她 ，又觉

得自己过于一惊一乍 。 但我在屋顶听得

到奶奶说话的声音 。 我经常待在屋顶 ，

四处看看 。 看四面的大山 ，看山脚刚修

好的保施高速 ，看油菜花 ，看村子 ，看房

子 。 每次回老家 ，都有新房在盖 ，这次回

来也一样 。 汉村和相城是非常不一样的

乡村 ，这儿还有很多年轻人 ，还有很多

崭新的生活 。 疫情总会过去的 ，生活也

总会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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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往我们家族惯例 ， 每到过年

时， 就要把常年在外的年轻一辈聚集到

一起吃饭，也就是说，各家各户轮流办一

次酒。 结果妻子不去，也不让孩子去。 大

哥大嫂他们说起武汉肺炎的严重情况

时，觉得我妻子的想法非常对，大家还当

即商量下来，今年不再搞聚会了。

原计划初三下午返回 M 县， 但现在

到处封路了，只得等待开禁日期。女儿的

奶粉罐马上见底， 但这种牌子的奶粉四

十里外的县城才买得到。 微信联系二十

里外镇上的母婴店，告知有飞鹤、贝因美

等奶粉。我们决定选择飞鹤作为替代。初

二下午四点半，我骑摩托从家里出发，天

色阴沉，冷，无风，四野无人，公路两边的

房子也都紧闭着大门， 整条公路仿佛是

为我一个人修建的， 摩托车跑出了悠悠

飘飘的感觉，我是第一次骑到了 80 码的

速度。眼前是绵延不尽的田野和山脉，仿

佛大战在即，临阵以待的不是人类，而是

大地。

到镇上的时候 ， 看到母婴店的卷帘

门半挂着，卷帘门里的玻璃门上了锁。再

次与老板微信通话。 他从二楼探出头来

望了一眼， 下楼时已戴起了口罩 。 老板

说：你看，镇上所有店都关了。 根据县里

的通告，为保证市民的生活，城区有三家

大型超市照常营业。

这几天 ， 每天都起得迟 ， 九点多才

起来 ，母亲早已将饭煮好了 。 每餐都吃

“吊锅 ”， 就是在火塘之上吊起一只铁

锅 ，肉 、鱼 、豆腐 、粉丝 、青菜等各种各样

的菜都可以加在一起 “煮 ”。 在我的家

乡 ，从我父亲这一辈往上 ，是没有 “炒

菜 ”和 “炖汤 ”的生活观念的 ，凡菜必煮 。

只不过 ，平时的煮菜 ，多半是清汤寡水 ，

不会像过年这般丰盛 。 只是到了 21 世

纪初 ，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 ，在

年轻一代当中 ，才慢慢兴起了菜要炒着

吃的理念 ，但大家依然不习惯喝汤 。 我

是吃着煮菜长大的 ，很多年里真是讨厌

这种做菜方式 ，后来在外学习和工作多

年 ，吃够了炒菜 ，却是无比想念家乡的

煮菜 。

初四初五 ，去爬山 。 路过一棵饱经

岁月的苦槠树 ，细哥告诉我 ：苦槠树在

长大之前 ，叫槠树 ，等到长大结果了 ,果

实可以用来加工豆腐 ，微苦而凉 ，就叫

苦槠树 。 这棵老树身上挂着一块蓝色牌

子 ，上面写着它的学名———苦槠栲 。 在

植物学家那里 ，在城里人那里 ，这棵树

从发芽的那一天开始 ，就有一个固定的

名字苦槠栲 。 但有意思的是 ，农村人看

待一种植物 ，看到的不仅仅是它的生物

属性 ，而且是它的整个生长过程 。 就好

比看待一个人 ， 小时候大家喊他的乳

名 ，上学了大家喊他的学名 ，等他终于

老了 ，大家喊他 “老王 ” “老张 ”，而他们

兄弟之间的称呼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大

家很少直呼 “哥 、弟 ”或名字了 ，而是喊 ：

老大 、老二 、老三……

爬河东的山 ，山腰有田有地 ，叫 “十

二弯 ”，山顶叫 “斗笠垴 ”。 十二弯的梯田

完全荒弃了 ，有的长满了芭茅 ，地里种

满了板栗树 ；斗笠垴是我在少年时代经

常放牛的地方 ， 如今已是草木丛生 ，荆

棘遍地 ，无路可走 。 一眼望去 ，我们曾经

常常攀爬的巨石 ，如今也不知道隐藏在

哪里了 。 爬河西的山 ，经过一个小塆 ，塆

里的几家人都已经搬走了 ，留下两栋楼

房———一栋还是崭新的 ，另一栋已被拆

除 ，只剩残垣断壁 ；还有几间破旧的牛

栏 ，牛栏的窗户空空的 ，静静的 ，像是等

待的眼睛 ； 塆子四周有好几棵古树 ，定

是某一代祖先亲手植下 ， 代代相传 ，它

们才会被保护得如此完好 。 以前去姑爷

家拜年的那条古道 ，如今长满野草和灌

木 ，直到去年 ，二姑还在走 。 但二姑再也

不能回娘家了 ， 去年四叔逝世后一个

月 ，二姑也走了 。 我不知道二姑是不是

行走在那条古道上的最后一个人 ，但我

知道 ， 它也许会像许多其他的山路一

样 ，终把自己归还给草木和走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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