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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阳光下，位于那卡诺登山脚下的德州

牧场展现出一年中最令人心动的优雅和迷人：一

道道舒缓的草坡连绵起伏，波浪一般充满了徐

缓、从容的旋律感；天格外蓝，草叶细密柔软，百

灵鸟啁啾嬉闹；不知名的野花开得灿烂而执着，

一群群牦牛和马儿悠闲、自在地啃食青草，远处

山坡上的羊群宛如天上的白云……

这，就是我省蒙古族青年作家索南才让的

家，是他赖以生存和写作的故土家园。

我就是个土生土长的放羊娃

此刻，一身迷彩服、戴着乳黄色西部牛仔帽

的索南才让正和伙伴们一起剪羊毛，今天轮到给

堂弟扎西才让家帮忙了。那只被捆绑的藏系羊

挣扎着，发出“咩咩”的叫声。索南才让动作敏

捷、利落，他一边牢牢按住羊的身体，一边抄着锋

利的剪刀为羊剪毛。同伴们没有人拿他当作家

看待，一听说我们是来采访他的，他们就嘻嘻哈

哈地笑个不停，讲了不少索南少年时顽皮捣蛋的

笑话。索南看上去脸红了，也笑着反唇相讥。这

场面，让人感到轻松、愉快。我们和他们，很快就

熟悉起来。

到这里来帮忙的六七个人都是索南的邻居，

他们从早上 9点一直干到中午 1点多。好在扎西

才让家只有 300 多只羊，否则这会儿还完不了

工。这些蒙古族、藏族、回族和汉族牧人从小一

起长大，彼此早已相熟相知。从剪羊毛，我们感

受到了草原人的热情好客和真诚坦率。这不，刚

一完工，大伙就把我们让到了今天剪羊毛的主人

家。喝着滚烫的奶茶，吃着扎西才让家烤制的喷

香扑鼻的焜锅，望着这些谈笑风生、亲如一家的

牧人们，我不禁好奇地猜想，这些人中，谁是索南

笔下的人物原型呢？小说中的宗者，帕合姆，尕

巴斯，那仁克，黛青措，吉雅……是他，还是她？

索南才让，1985 年出生在海晏县甘子河乡

德州村。德州是藏语“六个山包”的意思。因为

临近青海湖，水草丰饶的湖滨草原为生活在这里

的人们提供了辽阔的牧场。

作为纯牧业乡的蒙古族后裔，索南才让和他

的祖辈们一直以放牧为生。童年时的索南才让

很淘气，在海晏县城和湟源县的亲戚家里辗转念

了四年书，便早早辍学回家了。那年，他 12岁。

父亲郑重地将一匹怀孕 9 个月的白色母马

连同家里的羊群交给了他，交给了这个 7 岁就会

骑马的草原新一代。父亲说：好好照看羊群和这

匹母马，母马生下的小马驹就归你了。

从索南家的冬窝子远望北边的大肖兴山，山

顶积雪皑皑。那是祁连山的一个支脉，山色雄壮

迷人，那里是他的夏牧场；而在这个地势较为低缓

的冬牧场，站在牧场最高处的坡顶上，一眼就能望

到青海湖的辽阔与湛蓝。索南才让就是在这一片

充满灵性的土地上，和许多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一

样，开始了年复一年的放牧生涯。

望山顶的皑皑积雪，看青海湖的万顷碧波，

守候苍凉枯寂的草原山峦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牧羊人的时间常常像凝固了一般静止不动，

偶尔，索南才让会和伙伴们骑着马，驰骋在广阔

的原野，直到把马儿累得精疲力竭；或者去参加

各种赛马会，骑着他亲自调教的洋马、土种马在

赛场上奔跑、呐喊……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躺

在山坡上百无聊赖地发呆、遐想……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直到那个神圣的时

刻到来。那天，他在叔叔家里看见了一本被当作

厕纸的书本，上面的内容吸引了他：那光怪陆离的

世界，那飞檐走壁的主人公，让他的想象第一次冲

破了草原，飞向一个从来不曾接触过的地方。世

界，原来还可以如此辽阔，如此丰富。

就是从那时起，索南才让疯狂地爱上了读

书，他千方百计地借书、央求阿爸带他去县城买

书、租书。有了书，时间过得飞快。白天，他利用

放牧的时间看书；夜晚，他又趴在昏黄的煤油灯

下继续沉潜于他的书本世界……因为读书耽误

了干活，母亲不止一次地威胁他要把书烧了。从

最初的金庸武侠系列到后来的天文、历史、地理

乃至神话传说，他的阅读范围越来越广，喜欢的

故事和人物也越来越多。18 岁那年，索南才让

读了路遥的《人生》，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主

人公高加林的一次次人生抉择牵动着他的心，想

起自己从 14 岁开始外出打工所经历的种种辛酸

和磨难，他第一次开始了对人生的咀嚼和思考。

生活是如此有趣，我要用文学的
方式努力呈现辽阔的生活

那卡诺登山脚下的风日复一日地吹着，山顶

上的云一朵朵地飘来又散去。

人生，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未来。如同青海湖

的水那样，看上去湛蓝、澄澈，却永远深邃、多姿，

让人浮想联翩。

2007 年，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甚至连他自

己也大吃一惊的是，索南才让突然决定写作了。

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与其在书本中

寻找理想的故事和人物，不如自己来创作，写一

写熟悉的人与事。有些故事由自己来编，是不是

可以编得更好更有意思呢？

此时，他已经娶了与他青梅竹马的蒙古族女

子才什杰，过着和村里所有年轻人一样琐碎、忙

碌而又幸福的小日子，每天为生计奔忙，闲暇时

就和朋友们赛马、喝酒。唯一不同

的，是他仍然嗜书如命。

写作的念头一旦萌生，竟那样强

烈、执著，夹杂着跃跃欲试的急切，令

索南才让无法抗拒。

对于一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

程度的牧人来说，从事写作，似乎有

点天方夜谭。其实，从开始读书的那

天起，索南才让的人生已经发生了潜

移默化的改变。书读得越多，这种改

变就越大。只是没有人在意罢了。

很快，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

《沉溺》问世了。他写得那样得心应

手那样轻车熟路，仿佛那个故事早就

在等着他来形诸笔墨，又仿佛他注定

会成为一个作家。多年过去，回想当

初的大胆试笔，索南才让自己也笑

了：“那会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些

自信。”

他把这篇习作寄给了当时由赵

元文主编的《金银滩文学》，这是他所

知道的离他最近的文学刊物。此后，

他想趁热打铁再写第二篇、第三篇小

说，却没料到，都是写到一半就写不

下去了。先前的那点自信和得意跑

得一干二净，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里？一时苦恼极了。

恰 恰 就 在 这 个 时 候 ，他 接 到 了

《金银滩文学》的通知：《沉溺》可以发

表，但需要修改。这真是喜从天降！

索南才让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喜悦，

这比在赛马会上得头奖更让他欢欣

鼓舞。是啊，对于一个文学路上的见

习者，谁敢奢望第一次投稿就能发表

呢？两篇小说胎死腹中而产生的失

落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自信心又

一次满血复活般地回到了索南才让

的身上。

有信心就有动力，有动力就有干

劲。在赵元文老师的建议下，索南才

让决定把小说创作先放一放，写上一

篇散文，就写自己熟悉的牧场和草

原。

白天，他跟着羊群游走在山坡草

地，读书、思考；夜晚，他趴在厨房的

一张母亲用作案板的桌子上，构思、

创作。从随意的写作走向有目的的

创作，索南才让开始用一个写作者的

眼光去打量身边的山山水水、一草一

木。10 天之后，散文《红谷里之夏》写好了。他

迫不及待地拿去给赵老师看，赵老师夸他写得不

错，很快，《金银滩文学》就刊登了这篇散文。接

着，被誉为中国文学刊物四小名旦之一的《青年

作家》也将它予以发表。索南才让受到莫大的鼓

舞，他由此知道，只要付出心血和汗水，作家之梦

不是遥不可及的。

2008 年，因为生活的压力，索南才让不得不

又一次外出打工。他去了北京一家现代雕塑文

化艺术公司，可没有哪一次打工能像这一次令他

刻骨铭心，也令他备受煎熬。每天工作到深夜，

累得精疲力竭，根本没有时间写作。身体的劳累

倒在其次，内心无法压抑却又难以实现的创作欲

念更让他痛苦。

他知道自己首先是一个养家糊口的“顶梁

柱”，其次才是一个写作者。刚刚开始的写作难

道就要放弃了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他。

在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坚

持，尽管这坚持异常困难。是啊，赛马会上都从

不认输的蒙古族汉子，怎能轻易地说放弃就放弃

呢？没有时间写作，他就减少睡眠；没有独立的

空间，他就把集体宿舍楼中废弃不用的一个厕所

打扫干净，摆上一张简易的小书桌和板凳，安上

台灯，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书房”。因为是

厕所，即便把蹲式的马桶口都盖得严严实实，但

下水道的味道依然充斥在这个房间，时间久了，

就让人头昏脑涨。索南才让没有抱怨，他强迫自

己坐下来写，实在憋不住了就出去呼吸一阵新鲜

空气，然后回来接着写。

生活似乎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在这间小

小的、味道难闻的“书房”里，索南才让的创作逐

渐进入状态。他凭借每天晚上从 11 点到凌晨 1

点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创作出了《存在的丰饶》

和《风雨柔情》两个短篇小说，还有一部五万字的

中篇小说《在昂冷草原上》。小说很快就在《金银

滩文学》和《青海湖》上发表了。《存在的丰饶》还

获得了“第六届青海青年文学奖”。这是索南才

让文学之路上一个不小的收获，他十分珍视这份

荣誉。

小工、餐厅服务员、兽医、保安、铁道工……

走南闯北的打工经历拓宽了索南才让的人生阅

历，加上特殊的成长背景，这位看上去俊朗、坦诚

的蒙古族青年有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2011 年元月，索南才让结束了长期的打工

生活回到了家乡，他想留在家乡安心放牧、写作、

养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州上“金银滩文学丛

书”准备出版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他将这

部集子命名为《存在的丰饶》。

说起拿到这本作品集时的情景，索南才让的

语气里充满了自豪与喜悦：书刚一出来，他叫上

朋友，开了辆微型小货车去州上取书，一回来，就

把书分给了村里的很多人。村里大多数人不认

识汉字，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书？听说

书是他写的，不免都有些怀疑。这个从小就调

皮、不好好上学的小子怎么突然就成了一个“作

家”，“作家”是干什么的？那一阵，老有人拿着书

问索南才让：“这里面哪几个字是你写的？”

如今，八九年过去了，索南才让已经成了这

个有着 280 户人家、900 多口村民的村庄里的“明

星”和“偶像”。在村子里，他拥有不少铁杆粉丝，

经常有人悄悄问他媳妇才什杰：“他又在写吗？这

次写的什么？”“快完了吗？书出来先送我一本。”

知道索南才让在创作或者外出参加什么活

动，村民们就会主动过来帮才什杰装卸草料、剪

羊毛。连不识字的岳父岳母也特别关注“写作”

这样一件对他们来说无比神圣和遥远的事情。

记得有一天，老岳父特别激动地给女儿才什杰打

电话：“电视里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弄

得女儿一头雾水，老岳父对她的表现很不满意：

“你男人是个作家，你连作家们的事都不关心

吗？”这事让索南才让笑了很久，也感动了很久。

他知道，对于一个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

来说，这几句简单的话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其中

包含了多少对自己的关爱和鼓励，又有多少打心

眼里冒出来的自豪与骄傲啊！

在长期的摸索与学习中，索南才让逐步掌握

了如何抓住内心的冲动适时进行创作，他对创作

节奏的把控日臻成熟。2014 年元月，他正式动

笔创作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野色失痕》。作为

福克纳的狂热喜爱者，索南才让在这部长篇处女

作中显露出了福克纳作品对他的熏陶和影响：小

说中的人物、动物均以自己的视角讲述，相互交

叉着构成整个故事，还有对细节的关注、意识流

般的心理描写等等。

索南才让的文学创作渐渐有了狂飙突进的

势头。长篇写作的同时，他还写了《我是牧马人》

《德州往事》《寻牛记》等七个短篇和若干首诗歌、

散文。其中，《我是牧马人》《原原本本》和《寻牛

记》从结构、叙事到语言，他自己都比较满意。

这一年，在青海省作家协会的努力下，索南

才让怀揣文学梦想，参加了“鲁迅文学院浙江作

家高级研修班”的学习。短暂的学习生活让他大

开眼界，结识了一批优秀作家和评论家，也让他

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一次认真而又从容的梳理

与思考。

2015 年，蓄势待发的索南才让再次全身心

地投入到长篇小说《野色失痕》的创作当中。当

年 3 月，他完成了这部长达 25 万字的小说初稿。

不久，该作品被青海省作家协会申报为“中国作

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因为

项目要求当年截稿，所以在剩下来的 9 个月时间

里，索南才让必须倾注精力完成这部作品的修改

和打磨。与此同时，青海人民出版社也约他写一

部儿童长篇小说，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他愿

意在文学的道路上做更多的尝试。

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同时面对两部不同题材

的长篇小说。为了不影响作品质量，不造成相互

干扰，索南才让每天清晨五点半就起来写三个小

时的儿童长篇《小牧马人》，之后又忙家里的各种

活计，等吃过晚饭再坐下来修改已经有了初稿的

《野色失痕》。

就这样，借助白天和晚上的不同时段，他于

当年如期完成了《野色失痕》的定稿和《小牧马人》

的初稿，并创作了短篇小说《秘密》和《来者不善》。

2015 年年底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召开的文代

会上，索南才让被授予“2009—2015 年度全州文

艺创作优秀作者”奖。

2018年，索南才让参加了鲁迅文学院第 34期

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在长达四个月的学习

中，他又一次经历了文学观念和思想观念上的冲

击与洗礼。他笑着告诉我：“我们班全是硕士博

士，像我这样小学没毕业的还真找不出第二个。

刚开始的时候挺自卑的，但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拥

有独特的创作资源、独特的经验，自信才一点点地

又回来了。我从研讨班上结交了很多朋友。真

好！”

2018 年应当是索南才让的丰收之年吧。从

鲁院回来不久，他就以青海省青年作家代表的身

份参加了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他完成了系

列短篇《接下来干什么》《滑冰》《蹲守》等六篇小

说的创作。筹划了两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哈桑的

岛屿》也再次被列入“2017 年中国作家协会少数

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并且如期完成。

短短几年时间，这位蒙古族青年完成了从牧

民到作家的华丽转身，他的作品登上了《小说月

报》《青年作家》《民族文学》《青海湖》《文学港》等

省内外文学刊物。他不醉心于民族习俗和民族

性格乃至民族生活中某种神秘性和宗教性的揭

示、铺陈，而是始终关注并着力描绘少数民族群

众的生存状态。牧民的放牧、转场、赛马、饮酒、

爱情等日常生活，一直是他小说创作的主要内

容。这使他和许多少数民族题材的写作者有了

明显的区别。他创作的潜力和实力已经引起了

文坛的广泛关注。

尽最大可能去寻找
属于自己的句子

那卡诺登山下的百灵鸟多得数也数不清，它

们婉转动听的歌唱陪伴我们走进索南才让的家。

这是一片长 3800 米、宽 200 多米、两侧都有

网围栏的长方形牧场。就在这片土地上，索南才

让的父母养育了他们姐弟三人。如今，索南才让

把父母居住过的老屋改造成了自己的书房。那

长条形的书案上摆着他的书法作品，整洁的书桌

上有他正在阅读的书籍和手写的文学作品。靠

墙的书柜里摆满了书籍和一幅成吉思汗画像、一

个地球仪。除了少数大块头作品外，索南才让的

大多数作品都是手写而成。这让我们有些意外，

看着那一行行整齐的钢笔字，一本本装订成册的

手写稿，我们感受到了索南才让对文学的虔诚和

用心。书桌正对的墙上是一幅“观海听涛”的书法

作品，旁边的一座土炕，成了索南看书的好地方，

他常常半躺在那里，对着窗外明亮的阳光，一看就

是一个下午。

每天早晨天不亮，索南才让把自家养的二百

多只羊放出羊圈，让它们一路撒欢去享受自由和

青草，而自己则回到书房，开始一天的写作。偶

尔，他会骑上摩托车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羊群。大

多时候，他不用操心，只在黄昏来临时去把羊群

赶回羊圈。他心爱的马儿如今也只剩三匹了。

为了更好地解决创作时间和经济压力的冲突，索

南才让养的羊不多，他把 500 亩春秋牧场以每年

3 万元的价格租了出去。对他而言，最理想的状

态就是每天依旧生活在自己的牧场上（用他的话

说，这是善待心灵最好的方式），但却不用为生计

奔走，可以心无旁骛地写作。

索南才让的家和“书房”相距不到十几米，爱

人才什杰把这里收拾得同样干净整洁。地上摆放

的一盆紫色三角梅开得热烈奔放，墙上挂着的红色

“奔马”英姿勃发。这是才什杰亲手绣制的钻绣，那

红与黑的色彩在阳光下闪现出钻石般的光芒。说

起丈夫的创作之路，这位朴实、秀气的蒙古族女人

有些腼腆又有些骄傲：“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没觉

得他会当作家。他顾家，对我和家人都好。他既

然喜欢写文章，那我就支持他。每次见到我母亲，

她都会告诉我，索南去外面参加活动就让他去，你

啥也别说。村里人对我们特别好，有啥事大家都

来帮忙。他现在都快成我们村的骄傲了。我的小

女儿不懂事，老跑到学校给老师夸耀‘我阿爸出书

啦’，回来我说她她也不听，还悄悄拿上书去送老

师和同学呢。大女儿从来不这样。”

索南才让疼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逢年过

节，这位浪漫多情的蒙古族汉子都忘不了给妻子送

件礼物，他说，妻子对他创作上的支持实在太大了，

家里很多事情都不让他操心。去年去鲁院正值最

忙的季节，自己有些犹豫，是妻子硬逼着他去的。

那天，我们跟随索南才让从他的家，从他的

冬窝子驱车一直走到了他的秋牧场。哪里有个

坑，哪里有个小山包，哪条路上夜晚会遇到狼，索

南才让都了如指掌。这样辽阔的家，对于城里人

来说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啊。

天空湛蓝，云朵悠悠，草地是那样厚实绵软，

耀眼的太阳被大片大片的云团簇拥着，散发出一

道道五彩的光芒。一抹弯弯的月亮也淡淡地挂

在不远处的苍穹之上。

坐在秋牧场的绿草坡上，听索南才让讲述自

己的文学梦想、创作中遇到的瓶颈以及对未来的

展望……

那一刻，云淡风轻，时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

的心跳。

正在创作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游牧手札》让索

南才让感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开始时打算写春夏

秋冬四部。最早写的一万六千多字在《青年作家》

上发表了，他不大满意，于是推倒重来，又写了三万

字，可还是没能找到自己向往中的那种感觉，只好

再一次另起炉灶。他说，他不想永远把自己定位在

一个牧羊人的身份上，他得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

去审视、回望他生活的德州。他佩服作家阿来对理

性的梳理能力，他说自己有点过分依赖经验。

怎样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更好地把握草原

人的生存和梦想？怎样呈现更真切、更深邃的审

美体验？怎样在众多的细节之外让关键处沸腾？

怎样以更为宏阔的文化视野展示自己的文学力

量？怎样让短篇小说中的故事成为背景而人性成

为主角？这些都成了索南才让内心的焦灼与困

惑。

陈忠实说过：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

实说白了，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在文学的道路上，索南才让无疑是幸运者。

天赐的禀赋让他拥有比别人更敏锐的观察和感

觉，草原民族独有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心理也早

已成为他的血液，流淌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之中。

他的作品辨识度很高，不仅带有鲜明的民族、地

域特色，字里行间也处处渗透着他自己独有的创

作体会和生活体验。如今，在创作之路上遇到瓶

颈未必不是好事，一旦走出来，突破它，就必然会

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

“我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怀疑过自己 ，否

定过自己，想过放弃，想过离开这条艰辛异常

而 又 深 不 可 测的河流，但事实上，我却从未离

去，更不曾停下。我知道文学这条河流永远走

不到尽头，但那又有什么关系？我爱这条河，

并且愿意永远航行在这条滔滔不绝、永不停息

的大河之上！”索南才让这样抒发他对文学的

热 爱 与 痴

迷。

我们真

诚地祝愿这

位年轻的蒙

古族作家能

够找到属于

他自己的句

子 ，在 文 学

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

———访我省蒙古族青年作家索南才让—访我省蒙古族青年作家索南才让

□□王丽一王丽一

那 卡 诺 登 山 下 的 书 写 者那 卡 诺 登 山 下 的 书 写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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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征文

个人简介：
索南才让，蒙古

族，1985 年生于青海
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托
勒草原。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鲁迅文学院
第34期中青年作家高
研班学员。在《青年
作家》《小说月报》《民
族文学》《青海湖》《滇
池》《文学港》《青海日
报》等报纸杂志发表
过作品。曾获第六届
青海青年文学奖，青
海省“五个一工程”
奖。著有中短篇小说
集《存在的丰饶》《我
是牧马人》，长篇小说

《野色失痕》《小牧马
人》。

白天，他跟着羊群游走在山坡草地，读书、思考；夜晚，他趴在厨房
的一张母亲用作案板的桌子上，构思、创作。从随意的写作走向有目的
的创作，索南才让开始用一个写作者的眼光去打量身边的山山水水、一
草一木。

在文学的道路上，索南才让无疑是幸运者。天赐的禀赋让他拥有
比别人更敏锐的观察和感觉，草原民族独有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心理
也早已成为他的血液，流淌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之中。他的作品辨识度
很高，不仅带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字里行间也处处渗透着他自己
独有的创作体会和生活体验。如今，在创作之路上遇到瓶颈未必不是
好事，一旦走出来，突破它，就必然会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