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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一些。

他在飒飒作响的树林中不断向上，终于看见老人窗户中

透出来的宁静的橘黄色灯光。旅程的第一阶段已经胜利在望

了。他走出了树林，又进入空旷之地，把身体使劲前倾，顶

着风走到老人的门口，敲了门。

“是谁呀？”老人在里面谨慎地问。

“是我—吕西安。”

屋门立刻敞开了。老人把他拉进了家。

“吕西安，我的孩子，”他惊讶地看着他，大声说，“这

样的天气你还来这里？出什么事儿了？”

吕西安顶着狂风走了那么久，现在跌坐在长椅上，大口

喘着气。他不愿意向老人开口要钱，但是现在什么也不能阻

挡他的决心。

吕西安抬起头望着老人，带着焦急的神色开口说道：

“你以前说过，你有很多钱，想要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找到了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你愿意把你的钱给

我，达尼的腿就能好起来。”

“怎么才能做到呢？”老人问道，专注地看着这个男孩儿。

“我姐姐工作的旅店里住着一个医生，”吕西安解释说，

“他能够治好不能走路的人，把他们的骨头接起来。现在我

想请他来看看达尼的腿，但是我姐姐说他的收费很高。”

“你现在就去吗？”老人重复道，“在这样的天气？孩

子，你肯定疯了！这种天气里，你根本过不了隘口。”

“我觉得我能！”吕西安坚定地说，“暴风雪刚开始不

久，假如我快一点的话，积雪下得还不太深。但是如果没有

钱的话，我去了也没用！”

第 21 章  伟大的冒险

吕西安一进自己的房间，就赶快忙碌了起来。现在一分

钟也不能耽误。

他从衣柜中拿出衣服，戴上头套把耳朵遮住，接着在腿

上缠上绑腿，穿上自己最结实的靴子。然后他给妈妈写了张

条儿，告诉她自己到早晨才会回来。

他蹑手蹑脚地下了楼梯，来到厨房，把一些面包、奶

酪和一盒火柴装进口袋中。然后，他悄悄把后门的门栓拉

开，偷偷溜进了谷仓。防风灯挂在谷仓的墙上。吕西安把

灯点亮了，灯光让他感到些许安慰。他一开始想要带上他

的雪板，但觉得天色太暗，还是算了。他打开了谷仓另一

侧的门，跨入了风雪肆虐的牧场，差点被狂风吹倒在地。

他成功地离开了家。伟大的冒险现在开始了。

牧场这里的风都这么猛烈了，不知道隘口那里的风会

有多么猛烈呢。吕西安心想，他说不定会被吹倒，埋在雪堆

中！反正，隘口的情况等他到了那里之后才能知道。现在他

必须好好想想怎么到老人那里去。

进入树林后，吕西安觉得轻松了一些。虽然这里的树木

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树叶也哗哗作响，发出怪异的噪音，

但是吹到他身上的风没那么大了。林中小路上的积雪也没有

牧场中那么深，他不需要费力地拔出陷在雪中的双腿，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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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吕西安认真地回答，“我要说，这是还债的钱。

我不会忘记的。先生，再见！”

他再次跑进暗夜中。但老人又一次把他叫住了。

“吕西安！”

男孩儿跑了回来，因为来回的耽搁感到有点不耐烦。

“什么事儿，先生？”

“别告诉他钱是我给的，好吗？别告诉他我的名字，好吗？”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吕西安提醒他说。

“那就别告诉他我住在哪里，吕西安！答应我！”

“好的，先生，我不会告诉他你住在哪里。”吕西安回答

说，他非常不耐烦，也没有多想。“我答应你。我只告诉他

这是还债的钱。再见，先生。”

他在厚厚的积雪中加快脚步，害怕老人再次把他叫住。

走到树林边的时候，他回头冲着那盏灯挥了挥手。老人的门

仍然大开着。透过飞旋的雪花，他还是能够隐隐看到灯光下

老人黑色的身影。

现在，他必须飞速行动。大雪仍然在下。隘口即使现在

还没有被封住，很快也就会无法通行了。

他想，如果他步行去，到达那里的时候隘口肯定已经被

封住了。他得回牛圈里拿雪橇。

他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牧场，每踏一步都深深地陷在雪

里。万幸的是，牛圈的门没有被锁起来。吕西安小心翼翼地

跨入牛圈门。他刚刚拿起雪橇，就听到牛圈的门闩正在被移

动的声音。他刚把防风灯吹灭，牛圈另一侧的门就被“哗”

地一下敞开了。妈妈和玛丽亚走进来，手中拿着一盏摇曳的

灯。吕西安赶紧把雪橇支在墙上，脸趴在肮脏的地上，躲在

老人一句话也没有说，似乎内心中正在挣扎。

“如果那个医生的确很可靠，我会把钱给你。”过了好

一会儿，老人忧心忡忡地说，“但是我不想把这些钱浪费掉，

全部打了水漂儿。我怎么才能够知道他是个诚实可靠的人？

吕西安，他叫什么名字？”

“那位先生的名字叫吉瓦特。我姐姐说他很有名。”

“吉瓦特先生！”

老人用奇怪的语调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仿佛觉得有些

难以置信。吕西安觉得他的脸色有些苍白。但是老人一句话

也没有多说，转身从他亲手雕刻的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把钥

匙，打开床后边墙上的一个壁柜。他从壁柜里拿出一只破袜

子，里面塞的全是钞票。

“全拿走吧，”他说，“把钱全部交给吉瓦特先生。告诉

他，如果他能治好那个男孩儿，这些钱全部都是他的。吕西

安，你还要跟他说……告诉他这是还债的钱。”

老人的声音有点颤抖，吕西安有点惊讶地瞥了他一眼。

但是吕西安太高兴了，也没有多想。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

钱。他把整卷钱塞到衬衫里，用外衣盖住并系好扣子，往门

口走去。

“非常感谢你。真的太感谢了。”他匆忙地说，“等我回

来以后，我会把事情的经过全告诉你。”

老人来到门口，高高举起灯，给他照亮道路，目送他离

开。吕西安刚走了几步，风中就传来了老人的声音：“吕西

安—”

吕西安跑了回来：“什么事儿，先生？”

“你不会忘记我要你捎的信儿吧？”



*Treasures of the Snow*

164

* 我爱吕西安 *

165

晚中，每个人都待在家里面。村庄坐落的峡谷空地上，几乎

没有什么风，给了跟狂风搏斗很久的吕西安短暂的安宁。路

旁木屋中的灯光也给他更多勇气。

村子广场的喷泉已经上冻了。吕西安穿过寂静的广场，

沿着山坡向下滑行，经过了村里的牛奶场、车站和横跨河流

的小桥。在这里，他停下来休息了几分钟，喘口气，因为他

已经到达了峡谷的谷底。接下来，他必须再爬上前面大山的

斜坡，再下去之后就是两山之间的隘口了。

他担心地回头看了看，希望伯尼尔先生还没有追上来。

但是看到身后空无一人，他忽然又觉得非常孤单，有些渴望

自己现在是在温暖木屋中的橘黄色灯光里。那一刻，他甚至

希望伯尼尔先生能够追赶上自己，但是他很快赶走了这些想

法，开始向上攀爬。

峡谷中山路上的雪还不算太厚。吕西安把雪板扛在肩膀

上，不太费力地往前走着。山上树林中还在传来狂风的怒吼

声，但是雪似乎已经停止了。

吕西安径直进入树林中，继续向上爬山。这里可不是

他所熟悉的山上的树林，这里很黑暗，到处是奇形怪状的树

木。吕西安又累又怕，有些搞不清自己是不是还走在大路

上。如果他已经偏离了大路，那么他很有可能会摔在某处悬

崖的脚下。四周除了烈风的咆哮声，还能够听到激流的怒吼

声。吕西安觉得自己的雪板越来越沉重了。

吕西安在树林中走了 3 个小时。他头脑中的恐慌和惧

怕越来越多。雪崩、危险的雪堆和断裂的树干……过去听

过的危险的山难故事全部涌上了心头。他想到，有的阿尔

卑斯山獒接受过训练，能够拯救失踪的旅游者。不过，附

最大的一头奶牛身后。

“他不在这里。”妈妈用手中的灯把牛圈照了一圈，焦急

地说。她的声音因为焦虑变得非常尖锐。“玛丽亚，你说得

很对，他一定是去见那个医生了。他现在可能正在山路上一

步步费劲地往前走呢。这个傻孩子，连雪橇都没有带。不知

道能不能请伯尼尔先生把他追回来，他步行应该还走不远。”

“我想我们最好这么做。”玛丽亚同意了。她的声音听

起来也非常焦急不安。“伯尼尔先生用雪橇很快就能追上他，

在他还没有走到危险地方的时候，把他带回来。我们现在就

去找伯尼尔先生吧。”

她们匆忙离开了。吕西安用手扶着奶牛的腰跳了起来。

他一刻也不能耽搁了。

她们需要两三分钟穿上滑雪衫和靴子。在这种天气下，

她们要 15 分钟才能到伯尼尔家的木屋，再用 5 分钟把事

情讲清楚。接着伯尼尔先生再拿上灯，穿上靴子，拿上雪

橇……吕西安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吕西安只是一个体重很轻的小孩儿，伯尼尔先生是个技

术娴熟的大块头男人，滑起雪橇来要比吕西安快多了。

吕西安加上十二分的小心，把刚才吹灭的防风灯再次点

亮，把雪板系紧，从牛圈中溜出去。暴风雪打得他睁不开眼睛，

他小心地逆着风往前滑行，把灯伸到前面，头压得低低的。

他滑过了牧场的草地，来到森林中的小路上。这时他

能够看清前面的道路了。当他走到村边的低地时，这里的

风没有那么猛烈了，他能够看清楚前方，走得就更快了。

吕西安穿过悄无声息的村子，担心地往四周看着，害怕

有人看到他，会纠缠住他问个不休。但在这样大风大雪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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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大的人，忽然间来到吕西安身边，拉起他的手，向山上

指去。

“耶稣，请你驱散我的恐惧好吗？”

他扛起雪橇，继续往前走去。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他反复低声对自己讲着

这句话。事实的确如此，他不再觉得那么惧怕了，因为他已

经不再感到孤单。

他到了森林的顶端，走到了一处开阔之地。现在他头脑

中除了如何继续向前，其他念头。

烈风夹杂着寒气逼向他，他磕磕绊绊地陷入没过膝盖

的雪堆中。刚刚成形的雪堆非常松软，他费尽力气才挣扎

出来，再次退回到树林中，把雪板穿上绑好。接着，他把

身子弓得比平时低了很多，挣扎着向前滑雪前进。寒风仿

佛小刀一样刮在脸上，让他难以忍受。

幸好雪已经停了，天空已经不再是泼墨般的黑漆一片了。

苍白的月亮不时从匆匆移动的云絮中露出来。此刻，吕西安

如果抬头往两边看的话，就能够看到两边拔地而起的怪石。

沿着这条路直走，再过一段时间，他就能够到达隘口了。

吕西安觉得自己这样走了很长时间。又一阵强风吹来，

吕西安被吹得向后倒退了好几步，摔倒在雪地中。

“我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吕西安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心里对自己说。他已经筋疲力尽，也不想再站起来了。接

着，他又一次想到了完全的爱，他感到救主正紧紧地陪伴在

他身边。这次，他没有祈祷，而是高高地举起双手，仿佛等

人把他拉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觉得身体有了些力气，挣扎着站了起

近没有狗，如果他真迷路了，可没人能来救他。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原路返回。

吕西安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想着这个以

前从未出现过的想法。他只要把雪板穿上，沿着树林中蜿蜒

的道路小心地下山回家就好了！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可以这样告诉大家，“但是我

没能到达隘口。”他努力到这种程度，在伯尼尔一家眼里，

一定已称得上是英雄行为了。

可怕的狂风还在咆哮着，大树发出呜咽声，树枝也被刮

得东倒西歪。吕西安现在几乎到了森林的最高处。在隘口那

样荒无人烟的地方，大风很可能会把他卷起来，像一片雪花

似的甩到大石头上。想到这里，他意识到自己害怕得牙齿打

颤，哽咽着哭出声来。

“我好害怕。”他抽泣着自言自语，“我不能再往前走了。

我知道，我一定会死在隘口那里的。要是伯尼尔先生现在能

赶来就好了。”

就在他弯腰穿上雪板的那一刻，他想到了和安妮特、奶

奶一起围坐在火炉边时那温暖安全的一刻。那时，奶奶讲到

了惧怕和恐惧。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要是真正相信主

用完全的爱爱着我们，就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觉得惧怕。既

然他以完全的爱爱着我们，也不会让任何事情伤害我们。”

吕西安想到这里，已经放在雪板扣带上的手也停住了。

这么说他并不孤单。安妮特的奶奶说过，耶稣正用完全的爱

爱着他。既然他的爱是完全的，就不会把任何一个孩子留在

黑暗和危险中。就好像有一个比夜晚、烈风、恐惧和黑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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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西安冷得已经感觉不到丝毫寒意了。他坐在雪橇上，

毫不费力地往下滑着。他甚至在想，自己是不是会睡着。一

种昏昏沉沉的麻木感渐渐弥漫他的全身。突然，他感觉到一

阵剧烈的颠簸，发现自己不再顶着风往前走，而是撞入了雪

堆中。

他抖了抖身上的雪，往四周看了看。他又到了一片森林

中，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风止住了。他记不得过去几分钟发

生的事情，他知道，也可能他已经这样过了几个小时。但是，

很显然，上帝完全的爱一直引导他，因为平滑的林间小路就

在他的脚下，蜿蜒曲折地通向树林中。他并没有走错路。

吕西安站起身来。天色很黑，手中的防风灯只能照亮前

面一小段的道路。前面道路弯弯曲曲，他必须小心看着路走，

否则他很可能会掉下山崖或者撞在树干上。但是在树林里，

他至少能躲开那仿佛把他掏空、令他浑身麻木的劲风了。现

在，他又觉得四肢是属于自己的了：它们生疼生疼的！

向下，向下，再向下。树林中现在相当宁静，因为他到

了一处深深的峡谷中。他有时候站着滑行，有时坐着滑行。

将近凌晨的时候，浓云一点点消散，月亮的光芒从树冠中照

射下来。最后，当他滑行到一片开阔之地的时候，他看到宁

静的银白色大地上，黑暗的城市就在下面了。再有半个小时

的时间，他就要到城里最大旅馆的大门口了。他会用力敲

门……既然耶稣真的以完全的爱爱着我，他就不会让我白白

地走这么长一段路。吕西安累得什么也不愿意去想了，向下

冲去，穿越了草地。

来。他发现，面前是一片平缓向下延伸的山坡。他已经越过

了隘口。

现在，他心里非常感谢刚才那阵强风。他的腿已经又疲劳

又麻木，根本控制不了雪板。要不是隘口的那阵劲风顶着他，

他刚才滑行的速度就会太快，非常容易出危险。现在他顶着这

股风慢慢地向前。他蹲着滑行了一段路，直到他的腿疼得不能

打弯，他就坐在雪板上，像坐平板雪橇那样向前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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