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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多年，听到过手动敲击出
的铁铃声，也听到过催命一般的电
铃声，如今听到的是从广播里传出
的优美音乐声。多年后，仍觉得儿
时听到从那段铁轨发出的铃声最
悦耳。

我曾就读的村小，坐落在黄土
高原渭水河畔。在那里我度过美好
的童年。学校里，铃声是值日老师拿
着一个铁锤敲响悬挂在一棵老槐树
上的一段铁轨发出的悦耳声。铁轨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我父
亲读书的时候就挂在那。经过多年
的敲打，铁轨被敲击的一端亮晶晶
的，仔细看都有些变薄了。

铃声是神圣的，常年累月和着
悠悠渭水的节律经久不息。铃声是
本村本土人共同的记忆，我的爷爷
辈听过，我的父辈听过，我也听过。
听到了铃声，听得懂铃声，让学校以
及学校周围的生灵无比畅快。

跟很多人一样，最想听到的是
老师持续敲击铁轨的声音，那意味
着下课了。一旦下了课，整个校园会
即刻沸腾起来，老师们也欢喜地看
我们游戏打闹。上个课间没做完的
游戏会在下一个课间接着做，上个
课间没了的矛盾这个课间接着了。
当然了，上厕所的事情也是万万耽
误不得。犹记得有个同学光顾着玩
游戏，在他赢了游戏的时候就已经
快要上课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冲向了厕所，刚蹲下的时候，值日
老师却敲出了上课的当当的铃声。
铃声就是命令，这是老师反复强调
过的。不知道他当时的心里感受。最
终，这位同学硬生生提起了裤子赶
到了教室。在他回到座位坐下的那
刻，他惊叫了一下，随之教室里弥漫
开了一股特殊的气味。从此，这个同
学多了一个绰号叫屎爷！屎爷的名
号追随了他好几年，以至于他的真
姓名都被大家忽略了。直到升初中，
他怕这个绰号再跟他，索性逼迫父
母让他去县城读书，因为以往我们
小学毕业只能到镇上的初中读书，
屎爷最终拿出了要放弃学业的杀手
锏完成了一次择校的壮举。因为屎
爷是个男孩，在重男轻女的时代，他
成功了！这次成功成为他人生的一
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很少人再见到
过他，据说他在南方一个城市混得
很不错，手底下有好几百员工。多年
后，我知道我们对他的种种做法是
错误的，但问题是没有人肯承认自
己的错误。成长中，哪个孩子没一个
绰号，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生
活在群体里，要被接纳是首要的。有
一个绰号，何尝不是融入到群体的
最好证明。

再说说钢轨的事，当时哪位同
学能替老师去敲一次钢轨，算是莫
大的荣耀了。手中握着那段焊接在
铁锤上的钢管，好比德胜凯旋握剑
挥舞的英雄，这比在课堂上受到老
师表扬还要带劲。我的记忆中，总是
那几个带三道杠的同学替老师履行
敲铃的职责。很多人都好生羡慕，什
么时候能带上三道杠。

有一个说法是鸡蛋不能碰石头，
我要说的是人头也不能碰钢轨。有一
次，有个同学绕着挂钢轨的那棵槐树
的花台跑。许是太激动了，不小心额
头撞上了钢轨，随即他就倒在地上，
身体不停地扭曲，手捂着额头，疼得
顾不上哭。跟他一起追逐的同学吓坏
了，很快围了上去，但不知道怎么帮
到他。过了很久，撞钢轨的同学才发
出了几声抽噎声，慢慢靠近的同学发
现他的额头被撞出了一个大包，有些
青紫的颜色。这下好了，有个调皮的
同学喊道：“寿星爷来了”。随即，一大
群人笑出声来。撞钢轨的同学也是又
气又笑的样子，他脸上泪痕到了嘴
角，一起身迈开腿去追打喊他寿星爷
的同学。大家伙又是一阵狂笑。没过
几天，那位同学额头的大包渐渐消散
了，但“寿星爷”的名号一直追随到现
在。万幸，寿星爷命大，至今健在，没
有什么后遗症，即使有他也不会去找
学校的麻烦。钢轨仍挂在那棵老槐树
上，敲击的铁锤不知去向。但寿星爷
的故事却成了老师们教育同学注意
安全的一个真实案例。

岁月悠悠，渭水东流。在异乡，我
的耳畔依旧传送着那熟悉的铃声。

铃声

村里人性情变化最大的是我的二姨妈。
我的记忆里，二姨妈的家境，一直不太

好，直到前年获得了一笔赔偿，经济才有了好
转。我还记得她家曾经住过的茅草房。茅草
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小板场村已属少
见。除了个别人家的猪圈外，住在茅草房里的
只有二姨妈一家。二姨妈婚后，面对婆婆的刁
难，活不下去，分家单过。她的婆婆只给了些
粮食和杂物，就将他们分出去了。那时，二姨
妈已生了一个孩子，即我的表弟。没有一片
瓦，一根柱子，更没有钱，二姨妈一家人只有
暂时搭了茅草房居住。

大概一年多后，二姨妈一家才搬进了瓦
房里。不久，二姨妈又生了一个孩子，还是男
孩。二姨妈并不想要男孩，她想要女孩。她觉
得，女孩贴心。二姨爹喜喝酒，酒后会和二姨
妈打架。大表弟，调皮，不帮助做事。每天伺候
家里的两个男人，二姨妈有点烦了。

二姨妈生女的希望落空，只有承受着男
人带给她的痛苦。二姨爹力气大，但没有心思
经营土地。大表弟头脑聪明，却不用心读书。
我不记得，大表弟是否读了初中。不知道，他
在哪一年辍的学。二姨妈改变命运的日子，遥
遥无期。相对比，母亲的日子过得舒心又如
意。父亲爱惜母亲，给母亲买泡沫很多的洗发
水，让母亲在村里最早告别了用洗衣粉或肥
皂洗头。两个女儿听话争气，尤其我读书的成
绩在村里位居前列。父亲勤快，又有亲戚帮
衬，不仅在村里最先修了平房，还最先结束了
挑水喝的日子。

对比之下，二姨妈的心越发苦了。她的
苦，在我母亲生了我的弟弟后，达到了极致。
母亲有女有儿了。二姨妈却只有儿。她还是想
要一个女儿。于是，又生了一胎，谁知，生下的
还是儿子。二姨妈彻底绝望了。母亲说，她躺
在床上哭得昏天黑地的。甚至，不想给孩子喂
奶，饿死他。母亲看不过，兑了一瓶奶粉。孩子
握住奶瓶，咕嘟咕嘟地喝。二姨妈的心软了。

多了一张嘴，二姨妈的日子更加艰辛。我
曾看见，二姨妈在田里打土坷垃，手臂举得高
高的，超生的婴孩被放在田坎上。太阳下，二
姨妈的手臂又细又长，我真担心，她的手臂会
折断了。

二姨妈无处述说她的苦。她将愤怒、失望
全都转嫁到母亲身上。她和母亲的姐妹情终
结于她的一次疯狂。二姨妈在母亲每天必经
的路上，码放了很多石头。母亲路过时，二姨
妈找了一个借口和母亲吵架，并将石头砸到
她脚边，做出要砸死母亲的样子。其实，二姨
妈并非有意针对母亲，她只是想发泄。但是，
母亲却寒了心。

那之后，父母离开了小板场村，到公路边
做生意。我也考学走了。不再知道二姨妈的消
息。多年后，我定居康定时，才从母亲那里知道
了一点。据说，二姨妈的三儿子，读高中时，被
学校开除后到上海打工，陷入传销，不知生死。

回到小板场村，我看见了二姨妈。此时，
她的两条腿因为劳作已经弯曲，走路佝偻着
背。不变的，只有她的一头黑发。二姨妈自己
配了药方，经常服用，保持头发黑亮。

二姨妈三个儿子，只有大儿子正常地成
家立业。二儿子长期和一个带有孩子的中年
妇女同居。那个女人经常向他要钱。去年，二
表弟终于和一个外省女人结婚了。不过，那
个女人骗取他钱财的目的却很明显。三儿
子，常年不知在哪混，经常打电话向家里要
钱，每次都是好几千。二姨爹已经成为一个
酒鬼，做不了地里的活。家中里里外外，全靠
二姨妈一人干完。

我没想到，二姨妈每天做着繁重的活，她
的脸上却看不到尖刻和愁苦。我听见好几次，
她对人说，有啥子大不了的事哦。二姨妈历经
苦难后，居然放下了所有的抱怨和嫉恨。对于
母亲的好日子，二姨妈并不嫉妒。对于孩子，
二姨妈任劳任怨，不再抱他们回报的希望。二
姨妈还有了快乐。夜晚，她会到村里的广场上
和村民一起跳广场舞。

先生说，在二姨妈的身上，可以看到上
帝之爱的不可怀疑。二姨妈一生受苦，却在
无人引领之下，从心中爆发出了爱，这难道
不是神迹吗？

二姨妈
◎王朝书

拉萨城依旧闪耀着它固有
的神圣金光。而即将到来的夏天，
让整个城市充满活力和希望。

雷维耶他们在曾经的圃巴
仓安顿下来后，在靠近院子的阳
台上，用旧木块拼了个长方形的
花盆。雷维耶让惹索瓦取出从果
洛带来的土，跟本地的混在一
起，再撒上格桑花的种子，最后，
诺雍康卓将西姆措的湖水浇在
上面。

“当秋天花开的日子，我们就
能见如花的故乡。”惹索瓦不经意
的一句，弄得雷维耶开心地揽他
在怀里，一起唱起曾经的民谣：

“转山的卓玛，你将要路过
果洛山的脚旁，你可见额顶的雪
莲啊！在为您开放。

背水的卓玛，你将要来到西
姆措的湖畔，你可见湖中的身影
啊！在为您等待——”

之前，雷维耶跟客栈老板说
好，要长租这里的房子。究竟多长
时间，他也说不上来。本来，他是
可以在附近买上一间的，可在雷
维耶的内心深处，他和诺雍姐弟
唯一的家，是在果洛。他不能因为
在拉萨的生活，重启一处家的概
念。在圃巴仓的租客都是各大藏
区来拉萨朝圣人，他们每日摇动
经筒、唱响经文，行的都是佛事，
所以并不感觉到喧闹。跟这些有
信仰的人住在一起，你只会感知
平静、祥和！雷维耶深有体会。那
么未来会是怎样？未来再说。

再一个慰心的理由是，在斜
对面的仓姑寺打杂的林周县姑
娘央金拉姆，闲下来的时候，就
会跑过来，帮助雷维耶照顾两个
孩子的生活。无论是吃的穿的，
她都能帮上忙。于是，雷维耶在
央金的进言下，弄了套炉灶。

“这样，才像个家呢。”央金
拉姆边清洗着餐具，边背过身微
笑道。

“还真是难为你了，既要照顾
寺里阿尼的衣食，又要来这里忙
活，都不知将来怎样感激你呢？”

雷维耶的话，让央金的脸微
微红了。

“比起你，我哪里做过什么，
你如我们藏族的活佛一样，要感
激，也是感激你才对。”

“嗯，我们不说这个，其实我
也会做简单的藏餐，否则这几个
月孩子们如何生活。”

“会打酥油茶吗？”
“当然，不信明天你过来，我

请你喝呢。”听到雷维耶这样的回
答，央金拉姆的脸又一次红了。

这下子，小猫达娃可开心
了，再不用到央美家的炉边烤火
了。尼珍已回内地读书，每次经
过央美的酥油茶馆前，雷维耶总
要跟她打上招呼，生活中的柴米
油盐，不免要到她那里咨询或借
用一下。

作为一个外国人，雷维耶费
了许多周折才把两个孩子送进当
地的学校。简单地，也只有读书才
能改变他们的命运。雷维耶如释
重负般地行走在八廓街的转经道
上，过去的一幕幕早已经过去，如
今他也请了把铜质的经筒，转在
手上。他也不明白信仰于己现在
的生活有没有关联？其实这并不
重要，虔诚的人多了，这世界会变
得越来越纯粹、宁静。

有时候，他也跟央金探讨这
方面的话题。如果像自己所想，
每日在尼姑庵打杂的她是否就
有了佛性？

“央金拉姆啊，你如此虔诚，
为何不去做个阿尼呢？是你的父
母亲不同意吗？”

“我们藏族的父母没有不同
意自己的孩子去寺庙的。孩子多
了还会主动送呢。我是准备着削
发为尼的，但这拉萨城唯一也是
最大的尼姑庵，可不是说进就能
进的。需要很多的手续，要经过
考核的。另外……”说到这里，央
金又红了脸俯下身子。

“另外什么？”粗心的雷维耶
并没留意央金的表情，手捧茶
碗，望向窗外。 （未完待续）

哈达
◎田勇

购物中心的大屏幕开着，尊客理发店的旋转
霓虹灯开着，大刀回锅肉的招牌灯开着，银行的
电子屏幕开着，医院的电子屏幕开着。这些灯光
透过雾霾照在刘凤兰身上。

刘凤兰躺在医院台阶下方，穿得灰旧，身下
铺个毡垫，薄得能见到盲道上的凸起。毡垫有些
短，顾了头，脚在外面，顾了脚，头发便铺在水泥
地上。昨天下了些雾雨，今天下霾，刘凤兰的头发
黏在泥糊糊的地上，远到尼伯利亚的寒流，祖国
西部的风沙，近到省城春熙路的黏痰，再到市医
院的厕所，花园巷外溢的下水道，整个世界的寒
气和脏污都沿着刘凤兰的发梢逼近身体。

刘凤兰躺下来，那些来来往往的脚到了跟前
便要做个转折，中国人的脚走过去了，韩国游客
的脚走过去了，印度学生的脚走过去了，美国外
教的脚走过去了。无数只脚走过去了，无数只脚
走过来了，无数只脚拐了个弯。有些不情愿拐弯
的人嘴里嘟哝说：“这是人躺的地方吗？”有人停
下掏出毛票，没看到烂碗或破盆，又揣回去。

几位妇女轮番来到刘凤兰身边，手里举个十
字架形状的木牌，向刘凤兰讲话。

“歇旅馆，要不要歇旅馆？”
“便宜哟，两小时四十块。”
“跟我走吧，给你便宜十块，算你三十，有热

水，安逸得很。”
刘凤兰一次次被吵醒，都朝她们摆摆手。之后，

干脆头也不抬了。有位妇女生气地说：“是个死人。”
过一会儿，城管来了，撵刘凤兰。有着稚嫩脸

颊的年轻城管员好心告诉刘凤兰：“找个好地方
睡多舒服。”

刘凤兰站起来以后，医院保安死死盯住她，刘
凤兰往医院里走，保安便跟着走。医院过道安了病
床，没地方躺，楼道太阴冷，停车场不能躺，外面的
长椅总是满着，又不能离重症监护室里的丈夫太
远。两天两夜没合眼，刘凤兰实在太困，身上那点
钱，怎么也不能花在睡觉上。午后是一天中最温暖
的时候，刘凤兰选择这个时候打打盹，身体不至于
垮下来。刘凤兰拎着破毡垫站在医院大门口，呆呆
望着来往人群。保安见她没动静，便走回去。过会
儿又走出来说：“你去后门歇吧，巷子里没人管。”

刘凤兰朝着保安手指的方向走，一直走到停
尸房，看见了后门，看见了和停尸房一墙之隔的
郑四方餐馆，看见了和传染科一墙之隔的周幺妹
杂货铺，看见了郑四方餐馆前的报刊亭，最后向
右转个弯看见了废弃的方形花园。雾霾天，太阳
也有个方向，午后的浊光恰好抵达废弃的花园，
那面斑驳脏污的墙，有了些许暖意。刘凤兰收拾
了花园里的垃圾，铺开毡垫靠着墙躺下去。在墙
的里面，医院的停尸房内停放着一具女尸。她们
隔墙躺着。死了的人躺在洁白平展的床上，活着
的人躺在废弃的脏污之地。

不管怎样，霾正散去，渐渐散去。
中午十二点四十八分，医院后门响起了鞭炮

声，停尸房送走了一位逝去的人。接着，医院前门
响起了鞭炮声，庆祝一位病人康复出院。同时，两
百米外的宇帝大酒店门口也响起了鞭炮声，一对
新人的婚礼正式开始。

后门鞭炮的碎屑飞溅到郑四方餐馆门前，蹦
到李记者脚下。李记者不愿坐在餐馆里边，嫌弃
墙的那边停着尸体。李记者选择门外的桌子。李
记者见到鞭炮碎屑，一边挪开了他的脚，一边把
写好的菜单摔给服务员小玉。

“快点给我收拾干净。”李记者厌恶地说。
小玉送了菜单跑出来扫地，李记者说：“快点

上菜，等半个小时了。”
小玉说：“不是刚点吗？”
李记者说：“什么刚点，谁告诉你的，我说半

小时就半小时。”
小玉瞪李记者一眼，李记者说：“你啥子态

度，叫你老板过来。”
郑四方甩着大裤裆从里面跑出来，泼掉李记

者面前冒着热气的茶，换了一杯新的。
郑四方说：“李老师，稍等下，马上就来。”
李记者说：“马上，马上，天天马上。”
郑四方说：“马上，马上。”
郑四方进厨房催菜，听见江师傅对着李记者

写的菜单大骂：“又是那龟儿子，写烂字，还不如
小学生，还喊他老师，锤子老师。”

郑四方说：“你娃给我小点声。”
江师傅说：“怕他个锤子。”
李记者喊：“我的菜，快点，快点。”
郑四方说：“快点，李老师的菜。”
李老师的菜要有三足，分量足，油量足，肉量足。

（未完待续）

没开花的花园
◎格尼

全市最高的楼下，正面是医院的大门，市中心花园位于大门右侧，左侧为花园巷入口，巷子旁是高档的购物中心大楼，属全市第二
高大楼。大楼十层以上是报社和一些公司、集团公司写字楼。购物中心大楼里，欧式螺旋吊灯发出金光，照着细腻润泽的大理石地面，
照着女人的头层牛皮高跟鞋，照着男人的鳄鱼皮鞋，照着衣橱里那些万元的高档服饰。购物中心大楼外的广场，停着他们的百万轿车。

身处学校多年，听到过手动敲击出的铁铃声，也听到过催命一般的电铃声，如今听到的是从广播里传出的优美音乐声。多年后，仍
觉得儿时听到从那段铁轨发出的铃声最悦耳。

雷维耶他们在曾经的圃巴仓安顿下来后，在靠近院子的阳台上，用旧木块拼了个长方形的花盆。雷维耶让惹索瓦取出从果洛带来
的土，跟本地的混在一起，再撒上格桑花的种子，最后，诺雍康卓将西姆措的湖水浇在上面。

先生说，在二姨妈的身上，可以看到上帝之爱的不可怀疑。二姨妈一生受苦，却在无人引领之下，从心中爆发出了爱，这难道不是
神迹吗？

◎何锋

全市最高的楼下，正面是医院的大门，市中

心花园位于大门右侧，左侧为花园巷入口，巷子

旁是高档的购物中心大楼，属全市第二高大楼。

大楼十层以上是报社和一些公司、集团公司写字

楼。购物中心大楼里，欧式螺旋吊灯发出金光，照

着细腻润泽的大理石地面，照着女人的头层牛皮

高跟鞋，照着男人的鳄鱼皮鞋，照着衣橱里那些

万元的高档服饰。购物中心大楼外的广场，停着

他们的百万轿车。

王庄地势偏僻，庄户人靠山
吃山，在梯田里刨食，日子过的
紧紧巴巴的。

老王生在王庄，长在王庄，
庄上的大街小巷，犄角旮旯都留
下了他那或溜达，或劳作的脚
印。山上哪块地土质好，哪块孬，
适合种什么庄稼，心里门清。

老王有一个外号，叫老抠
——铁公鸡，一毛不拔。

有一回，老王在山上刨红
薯，自行车躺在地头上。旁边一
块地里，他的邻居临时有点急
事，瞄上老王的自行车，想借用。

邻居说，王叔，借你自行车
用用，一个小时后就还你！老王
支支吾吾，老半天，才说，骑车仔
细点，别磕着，碰着，别骑太快，
车子比人还金贵呢！

邻居心里有事，着急，就边
答应，边来扶自行车。

刚起身骑上自行车，就听到
背后老王大喊，下来！下来！哎呦
呦，车轱辘都碾烂糊了，下来！

邻居只好刹车，满腹狐疑地
看着老王。

你看！你看，这小道上，净是小
石子，这些小石子都长着尖脑袋，
车轱辘可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你
得扛着自行车走过这段小道。

邻居一听，这是人骑车，还
是车骑人呀？您这活得太仔细
了。这车我可是扛不起，不借了。
转过身，嘟囔一句，抠搜的！

本来是无心的一句话，却慢
慢在庄上传开了，人们背后都叫
他老抠。

老抠很会过日子。一双塑料
凉鞋穿了好几年，开胶了，在锅
灶前，把铁烧火棍伸进火里，烧
得通红，把断口的塑料零件安顿

好，烧火棍一烙，“嗞”地一声，一
股青烟冒出，再看塑料鞋稳妥地
胶在一起。老王就乐开了花。只
是，胶合处黑不溜秋的，不过，不
伤大雅，能穿就行。又不是大姑
娘，哪来那么多讲究呀！鞋帮坏
了，一剪子下去，得，塑料凉鞋变
身成拖鞋，还能将就一伏天。

老抠的老婆铁灵稀罕喇叭
裤，庄上的老娘们几乎都穿上了
喇叭裤，喇叭裤好看呀，一走一
甩，扫帚一样。人前过，一股风，
那是庄上女人掀起的喇叭风。铁
灵眼馋呀，念叨了好几天。老抠
说，有什么好看的，格外多出几
尺布料，这些娘们真败家。不穿
喇叭裤，庄上住不下是咋的？

可这股风不听老抠的话，连
老太太也偷摸地穿起喇叭裤了。
铁灵坐不住了。拿钱偷偷去买一
条喇叭裤，先斩后奏，看老抠能
咋地？

老抠倒也没咋地，自从他看
到老婆腿上的喇叭裤，一声没
吱。十八块钱呀，要了老命了，汗
珠子摔成十六瓣，才能攒齐十八
块钱呢！可生米煮成了熟饭，他
能咋地呢？

第二天，老抠的腮帮子鼓出
二里地，牙疼！

一股春风吹绿了王庄，王庄
被开发，集旅游与农家乐为一
体。王庄的人都富裕了。

老抠抠了一辈子，生命也走
到尽头。这天，他叫来铁灵，颤抖
着掏出一个小手巾，一层层打开，
里面一个是一个金镯，金光闪闪
呀！老抠拿在手里，千斤重！他用
尽全力戴到老婆手上，断续地说

“一——万——三！”
铁灵手抖，身子也抖……

金镯
◎宫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