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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者 作 为 一
名中国人，从不觉
得中国人比外国
人差，但笔者也承
认，把中国人和外
国人放在一起进
行观察比较，发现
国人貌似更加“特
立独行”。譬如两
名中国游客在德
国国民议会大厦
门口行“纳粹礼”
而遭德国警方逮
捕之事，就足以证明国人具有这种特质。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看，两名同胞行“纳
粹礼”并摆个Pose 拍照，不过是“到此一游”
的平常心态，有如大师兄当年在南天柱上撒
尿证明一个筋斗云之远如出一辙，即便是在
外国不允许，也不过随地吐痰一般的处罚
吧？只是，德国人不这么看，德国人认为两
名中国人涉嫌“使用违宪组织标志罪”，所以
他们在每人缴纳500欧元保释金后还有可能
面临刑事诉讼，最高可判处3年监禁。顿时，
两名中国游客懵了：怎么会这样，难道德国
人没一点娱乐精神？

我认为在幽默、诙谐、搞笑方面，国外貌
似更好，但国人似乎也不差，因为国人正面
搞不过“老外”，但更擅长于“恶搞”。“恶搞”，
就是无原则，无下限，无节操，无禁区地乱
搞，甚至还美其名曰“无厘头”。当然，无禁
区是自封的，在国内，“君上”就是禁区，是不
能用来随便乱搞的。

国人的这种无原则、无下限、无节操、无
禁区的恶搞心理，为其辩解的话是某种情绪
的渲泻，标准地剖析是欠缺规则意识与规则
习惯。中国人没有规则么？有人会说问这
个问题的人是白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怎么
会没有规则！但笔者所说的规则，主要是指
法律，国人所缺乏的是以法律为核心的社会
规则意识与习惯，譬如不得横穿马路，不得
乱刻乱画，不得大声喧哗等。

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规则主要是指道德
规则，它以法律规则是不大相同的。说句不
当的话，国人更喜道德规则而不喜法律规
则，原因何在？因为道德规则讲尊卑有序，
是可以拿来训人的，谁开始言说道德，谁就
更容易占据道德的高处，因为道德的标准在
上、在长、在尊，譬如那个“天地君亲师”，在
它面前你还没开始辩论就已经定了输赢。
但法律规则是不同的，因为谁讲法律规则，
等于是把自己也置于法律规则之下了，因为
法律的核心规则是平等，一种要经历切身疼
痛而不能置身事外的规则，谁会喜欢啊？所
以国人总是有意无意地逃避法律规则，更多
的事情都在道德规则之下完成。

然而，即便是这种道德规则，而今也世
风日下。也说“纳粹”问题，既然欧洲人民包
括德国人自己在内都对“纳粹”如此疾恶如
仇，那么国人是否也应该对“纳粹”疾恶如仇
呢？或许有国人会说，“纳粹”关我何事啊？
是的，这话问得好，日本人当年侵略中国，关
欧洲人何事啊！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这是最简单的道德规范，但这个，现在
也不讲。

在笔者看来，两名中国游客在德国国民
议会大厦前行“纳粹礼”，与两名中国游客去
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的性质完全一样：前者
是在欧洲人民胸口上捅了一刀，后者是在中
国人民胸口上捅了一刀。差别在于，在德国
的这种行为属于“使用违宪组织标志罪”，而
在我们，则属于道德谴责的范畴。在德国，
这种行为是要判刑进监狱的，在我国，这种
行为不过娱乐新闻而已。

最近读到很多国人在国外因不遵守规
则而遭到“严惩”的消息，譬如发生在美国的
校园欺凌案里，中国家长贿赂美国官方检察
人员等，笔者觉得这是好事，只有不断地人
来人往，进进出出，反复体验，才能知道国内
与国外的区别。对于那些不喜欢遵守规则
的国人来说，在国内的日子真有如“天堂”，
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而在国外则如地
狱，随时都有可能遭受到规则的惩罚与陷
阱。但笔者以最真诚的态度说，即使这样，
也是国人之大不幸，没有经历过规则规训的
痛苦历程，又如何会有现代社会之文明秩
序！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因为唯
有佛才知道，地狱是通向天堂的唯一道路。

■欧阳美书

当国人的随性恶搞遭遇
德国人的严谨认真

■洛绒呷瓦 本报记者 唐闯 文/图

80 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翻雪山、
过草地，途经炉霍县虾拉沱村，在这里
举办过运动会、办过红军大学，当地藏
族群众为保存红军实力、支持红军北上
抗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80 年后
的今天，当地人建了一座红军纪念碑。

作为物产富饶的虾拉沱村，人们在
广场附近塑了一组铜质雕像，展现着这
片土地悠久的种植历史。

红军纪念碑和铜质雕像，代表着这
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历史。今天，虾拉
沱人秉承着光荣的传统，迈出新的征程，
顽强耕耘自己的未来，向往美丽富饶的
小康生活。

1935 年，红军长征来到炉
霍县虾拉沱村，村民冒着生命危
险，收留了不少红军伤员，留下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红军村”的
美誉由此而来。

今天，面对传统种植业和生
产、生活方式的转型提升，在种
植青稞和大豆的土地上，虾拉沱
人直面现实，转变观念，流转土
地，种下了美丽鲜艳的百合花。

去年 11 月，在一个严寒的
日子，村支书吴福寿在自己的半
亩自留地里试种下了百合花。
这是大胆的尝试，因为这里从来
没有种植过百合花，这也考验了
虾拉沱人的勇气。

种下百合花，吴福寿的心里
没有底：如果百合花不能在次年3
月如期存活、长出足够的根茎，种
植失败的话，有着投资意愿的四
川江油一家农旅公司将不得不放
弃虾拉沱2469亩土地流转。这
就意味着，在合作社遍地开花，土
地流转逐渐改变着许多村庄、土
地和人们生活以及命运的大时代
里，虾拉沱人将失去一次改变生
活方式和增收致富的机会。

百合花喜凉爽，较耐寒，喜
干燥，怕水涝，土壤湿度过高则
引起鳞茎腐烂死亡。经过考证
和调研，虾拉沱的土壤砂石较
多，不易保水，对种植百合花来

说是一个有利条件。但冬季，虾
拉沱的冰冻可达到土层30公分
以下，百合花，这些从内地低海
拔地区运来的种子是否能在虾
拉沱经受严寒的考验？

对于虾拉沱人来说，他们一
天没有看到百合花的影子，便难
以相信这片土地除了传统的青
稞、土豆、豌豆种植外，还能折腾
出什么新花样。当吴福寿开始
试种半亩百合花时，虾拉沱人在
好奇中，心生一份盼望和期许。

吴福寿是个“过来人”，曾经发
生在虾拉沱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上世纪 70 年代，一场百年
不遇的大地震，把虾拉沱的房屋
夷为平地，幸存的虾拉沱人在悲
痛之中，送走了自己的亲人。但
正是靠着祖祖辈辈耕耘的这片
土地，在部队和全国各地人们的
关心和帮助下，在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激励下，虾拉沱人又再次建
起更为美丽的新家园。

如今，虾拉沱再一次走到了
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吴福寿相
信，虾拉沱人未来的出路依然要立
足于眼前这2469亩土地。百合花
种下了，吴福寿每天都去看看，他
严格按照技术人员的要求，只浇了
一次水，板结的冻土下，究竟生长
着什么？是希望，还是失望？

只要一眼看见虾拉沱，它的

宽阔会引发一阵感慨。当地村
民曾用地里出产的青稞养活红
军伤员，也养活了一代代子孙儿
女。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保种繁
育基地，青稞是这片土地延续了
多年的风景和现实。

但对于虾拉沱人来说，今
天，青稞地扬起的“浪头”，却是
心中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2009年，虾拉沱成立了种植
业协会，通过协会的方式，统一销
售成熟的青稞。从2009年至现
在，地里出产的青稞最多达到了
30万斤。30万斤青稞折算成现钱
为70多万元，分摊到全村123户，
青稞的户均收入为5000多元。

如果扣除种子、收割机、用工
成本以及其它农具、农药的成本，
有劳动力的人家只能在种植和收
入之间保持平衡，劳动力不足或者
无劳动力的人家有时只能倒贴。

在虾拉沱，种青稞主要靠天。
老天爷如果降下冰雹，或者

收起同情的眼泪，持续干旱，青
稞的收成就要打折扣。如果再
遇上虫灾，或者管理不善，其后
果不难想象。偏偏虾拉沱又是
个缺乏灌溉水的地方，在不少虾
拉沱人的眼里，靠天吃饭是这里
的现实，也是命。

多年来，在虾拉沱，一户人
家如果有两个劳动力，必须安排

一人管护地里的青稞。这片土
地在养育虾拉沱人的时候，也把
虾拉沱人一部分的生命和时间
捆绑在了这片土地上。

土豆是虾拉沱出产的另一
种经济作物。相比于青稞，土豆
的产量高，市场价也不错，但种
植土豆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

从种下土豆种子到获取收
成，至少要 10 个劳动力参与。
除草是整个种、收过程中的常规
工作。土豆每长 10 公分，需要
松土一次，每生长 10 至 15 公分
必须盖土。如果缺失了这一管
护过程，土豆不仅没有卖相，也
将丧失食用的品质和口感。

在全人工种、收的情况下，
为了保证收成，虾拉沱人种下土
豆，也就意味着没有更多的时间
外出务工，没有更多的时间从事
其它的事情。在虾拉沱，种地就
是和土地签下了一纸合同，这个
合同的兑现，是当地人被牢牢束
缚在这片土地上，以付出时间为
成本实现的。

2016 年 10 月，虾拉沱村老
红军李峰明曾向记者回忆说：

“（当时红军）没有吃的，就由群
众凑，他们就把糌粑，面麸面凑
起拿来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离了
船就推不成磨，虾拉沱的人支持
我们，他们也来帮到拉（船）。”

百合花开

“红军村”绽放百合花

联系到这段历史，今天，州
委、州政府、当地的党员干部们思
谋这片土地的未来，在这片土地
上流转土地、种植百合花，改变虾
拉沱传统的种植方式和生产生活
方式，把父老乡亲从土地的束缚
中解放出来，就不仅仅是一次产
业发展思路上的调整和尝试，它
更增加了深刻的历史意义。

今年3月，吴福寿试种的半
亩百合长出了3公分的根茎，远远
超出了百合种植技术人员的预
计。受此鼓舞，在当地干部的引
导下，今年4月6日，虾拉沱人流
转800多亩土地，用于种植百合。

4月的虾拉沱，土地刚刚从
冰冻中复苏，老老少少来往穿梭
于曾经种植青稞和土地的土地
上，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小心

翼翼地种下一株株百合。
根据协议，虾拉沱村村民流

转一亩土地将获得 580 元的流
转费。从种植百合到收获百合
的整个过程中，虾拉沱村民还将
通过务工的形式获取务工收入。

8 月，百合花渐次开放，村
民们开始轮流摘取百合花。这
些百合花将送往内地制成茶叶
上市，等到10月，村民又将挖取
百合花的根茎，一部分用于制作
化妆品，另一部分将作为中药，
进入市场。

记者走进虾拉沱，吴福寿摊
开着十指，开始算账。吴福寿告
诉记者，全村通过流转土地将获
得120多万元的收入，每一户将保
底收入1万多元；从种植百合到收
获百合，预计全村123户将投工

8000个，每投一个工，村民将获得
100元收入，全村将收入80万元，
户均收入又将增加6000多元。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虾拉沱
非常适宜百合露天种植，且不需
要过多投入人力，土地流转种植
百合后，村民可以更加自由地支
配自己的时间，无需整日在土地
上耕耘。

吴福寿告诉记者，未来，随
着百合花的观光价值逐渐凸显，
虾拉沱将进一步打造美丽新村，
发展民居接待，搭上旅游发展的
好势头，坐在家里挣钱。

村民温世军共有20多亩土
地，没有富裕的劳动力，和家人
商量后，他流转了 19 亩种植百
合。现在，50 多岁的温世军把
往日种地的时间利用起来，忙

起了菌子和虫草生意，搞起了
自己的副业。

现在，温世军又忙着收拾打
理自己的房子，为民居接待做准
备。他告诉记者，今年一位来自
重庆的游客已留下自己的联系
方式，待温世军的崩柯房重装完
毕，他将带客人前来体验虾拉沱
的生活。

明年，一条正在修建中的
水渠将建成投入使用，易日河
水将充分灌溉虾拉沱2469亩土
地。届时，虾拉沱的青稞将得
到充分的灌溉，青稞和百合花
将在这里共同铺开一幅更加美
丽的家园美景。

红军故地，百合花开，虾拉
沱正在开启一段新的征程。
（本版照片由易晓峰 文琼 摄）

“红军村”

游客拍摄百合花。

种植在庭院里的百合花。

温世军的家里也种上了百合花。

吴福寿正在管理百合花。

孩子们在百合花丛中嬉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