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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术？说得好！这一点，只有你弄醒豁了！”胡仁
济点头道。“所长退据川边后，从教训中悟出了韬略，弄
懂了权术，把政坛法门锤炼得炉火纯青，修炼成‘多宝
道人’。而你，又真正把他讲话的实质领悟到了！”

钟秋果说：“我在大学受过社会学人类学的系
统训练，毕业后又在成都《草野》杂志社当校对，对
培训的那些科目均有所涉猎，学起来就捡了不少
便宜。我的愿望原本是做学问搞学术，父亲也不想
我从政。民国24年夏天，从报上看到西康县政训练
所在成都招收学员的消息，立刻就去报考。之所以
毅然离开成都到边地，就是想像任筱庄先生那样
搞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我们在康定培训的这一届共72名学员，人称
刘门七十二贤。”说起训练所的往事，胡仁济来了
兴致。“算你娃运气最好，给委员长当秘书兼通司。
搞什么学术，你小子从政前途无量哦！”

“运气好？”钟秋果不以为然，扳起指头数道：
“政治时事、保甲制度、机关管理、道德修养，还有藏
文、康藏史地、佛学、教育、射击、国术，卫生等十多门
培训科目，我的成绩都名列前茅，没下过前三名哦。”

胡仁济说他运气好，是客气。培训结束发布任
命时，就有人说小话，说他是攀上了军师王妃才得
此美差。胡仁济不敢直说，却道：“这不假。你也有差
的，忘了？会计，50多分！我得100，全班第一！”

“你就是会算，无论心算笔算珠算，没人赢得了
你。”钟秋果承认。“我还有优势，从小跟随父母在康
定长大，懂得康巴藏话，了解康区风土民情，上课的
教官、教师都喜欢我，结业后就留在建委会了。”

胡仁济本想申明自己还是土生土长的道孚
人，这方面比他更有优势，却忍住了，改口说：“令尊
一定为你感到骄傲！”

钟秋果接着说：“委员长对我们这个班特别眷
顾，亲自担任所长，亲自讲课，查看毕业考试试卷，
逐个接见学员，跟我们个别谈话。”

“当然，所长筹办训练所，就是为建省做人事
准备，县政训练所就是西康的黄埔军校嘛。”

“你老兄也算是西康黄埔中的佼佼者嘛，出山
就是县太爷，正七品呐！”

“你说说，灵雀寺缴枪夺印事变究竟是怎么回
事？我看过二十四军的内部材料和报上有关诺那
之乱的报道。谁会相信，帷幕后埋伏刀斧手，酒席
上掷杯为号，这样老掉牙的故事，居然会在道孚重
演。果真如此吗？”

“怪只怪我们缺个心眼，放松了警惕。”胡仁济
长叹一声。“诺那是中央大员，请我们赴宴，会商地
方税收和防堵红军的事，哪想到是鸿门宴？”

灵雀寺摆下鸿门宴
1935年10月17日，红军击败刘文辉第二十四

军第二旅余如海部，占领丹巴。该部二十一团三营逃
至道孚城，驻扎县立小学。此时，正值诺那活佛率宣慰
使公署和别动大队赴康北，也抵达道孚，进驻灵雀寺。

诺那通知住持麻倾翁和城郊土司头人开会，研
究应对川军之策。扎坝头人不在召集范围，丹增主
动赶去，正遇活佛为信众摸顶赐福，他献上500大
洋，得到摸顶加持。诺那获悉他是土百户，便留下
参加会议。

诺那部署妥当，柬请胡县长和驻军罗营长当晚
前往灵雀寺赴宴。酒席上觥筹交错，言笑晏晏。酒酣
耳热之际，诺那突然掷杯，埋伏在两厢的喇嘛一拥
而上，将胡罗二人擒获。公署武装和灵雀寺喇嘛早
将小学团团围住，待宴会上得手，立即下了大门哨
兵的枪，将睡在教室里毫无戒备的官兵全部俘虏。

丹增想挣表现，挤到最前头，将胡仁济捆在殿
柱上，令其交出县府大印。

胡仁济两撇翘翘胡子颤巍巍抖动着，凛然回
答：“我的大印，是西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陈启图
专员亲自颁发的，怎么能随便给你！道孚县政府属
中央蒋总统领导，你们聚众围攻，该当何罪？”

“哈木果。”丹增被蒙住了，摇摇头。
“哈莫古”是藏话不晓得或听不懂的意思，丹

增把哈莫古说成哈木果，肯定不是城边村寨的人。
胡仁济骂道：“乡巴佬，不懂还瞎闹什么！”
丹增恼羞成怒，一张麻脸胀得通红，猛地扯下

胡仁济一绺胡须，疼得他大声尖叫。丹增晃着带血
的胡须问：“交不交？”

胡仁济噗地吐了他一脸口水。
丹增怒不可遏，咯出一口痰吐在胡仁济脸上，

左右开弓连抽十个耳光，打得他天旋地转，眼冒金
星，口鼻流血。

“格吉己（砍脑壳的），你不交，我把你的胡子
一根根全拔下来！”

丹增属于那种人，在人堆里常常被遮挡，须踮起
脚尖抬高自己；在生活中常常被忽略，要提高嗓门才
能引起大家注意。可他偏偏不安本份，特好表现，往往
轻率冒失，尽干蠢事。他一时冲动拔光胡仁济那两撇
漂亮胡子，在唇上留下一个个洼坑，留下耻辱的标记。

最终，胡仁济捱不住皮鞭交出官印，同罗玉龙连
夜出逃，到雅安向刘文辉报告事变经过。刘文辉没予
追究，留他在康定驷马桥西康农事试验场种菜。

翌日，诺那以西康宣慰使身份，召集土司头人
僧俗民众开会，宣布撤去胡仁济县长职务，解散罗
玉龙的部队。鉴于道孚县城汉民居多，诺那没让丹
增坐镇县政府，委任了汉商熊歧当县长，招募兵
勇，扩编别动队。

二姨爹，姓倪，是我在小板场村记忆深刻
的人之一。

二姨爹进入我记忆数据库的缘由，在于
他对土地的态度。作为一个农民，二姨爹并不
愿在土地上挥洒汗水。一个例子。每年给玉米
锄草时，二姨爹经常锄着锄着就会停下来，看
一眼还没有锄的土地有多宽。一眼之后，二姨
爹会叹一口气。叹气后，他又接着锄草。这一
眼，一叹，不知多少时间过去了。作为农民，必
须是忙碌的。否则，一天甚至一年的活计，都会
被耽误。二姨爹，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农民。

二姨爹曾经走出过农村。他年轻时，当过
兵。据他本人说，他曾到理塘县剿过匪。在二姨
爹二儿子的婚礼上，我看到了他的战友。他的
战友是公务员，有着高工资。同样的当兵，为
何，二姨爹却没有工作，退伍回到老家务农？这
是个谜。

视野曾被打开，这让二姨爹再难安心地
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不仅在劳动时叹气，还在
劳动结束后，喝一杯。喝酒，这对一个农民来
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村子里的农民，大多都
戒烟戒酒。他们要将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比
如给孩子交学费。

然而，二姨爹似乎忘记了一个农民应谨
记的本分。为何，二姨爹会对家人的前景不考
虑，我不得其解。二姨爹的孩子，都是男孩。按

理，他应该为他们花费心血。二姨爹也常以自
己有三个男孩而骄傲。可是，他的行为，并不利
于孩子的出人头地。为何二姨爹不认真履行一
个父亲的责任，这次回家，我大致猜到了原因。

二姨爹，原本有一副好身体。他年轻时，
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据说，二姨妈就是看上了
他的身材而嫁给他的。二姨妈年轻时，应该比
较美丽。现在，六十多岁的二姨妈，依然有着白
皙的肤色和清秀的面容。当我时隔二十年回
到老家后，一眼就认出了二姨妈，但却没有认
出二姨爹。

回家后，我和先生、小琴转路。在村子大道
上，遇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老人拎着一个篮
子，穿着一件黄色的卡其装，像鸭子一样蹒跚着
走路。小琴和他打招呼。他对我们说，他准备到林
子里去拣蘑菇。老人走后，小琴问我，认识这个老
头吗？我摇头。小琴说，他就是你的二姨爹。

小琴的介绍，让我吃惊。二姨爹会是这样
一个老头。正常情况，二十年的时光，不应该带
走了他全部乌黑的头发、挺直的脊椎、强健的
大腿。二十年来，是什么让时光以暴力手段夺
走了他的活力与健康？小琴说，是酒。

小琴描述，二姨爹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
起来了，倒上一杯酒，打开电视。他边喝酒，边
看电视。他并不关注电视剧。他看时政新闻，看
农业频道，看财经频道。他将所看的知识，装在

脑海里。他摆给村子里的人听，却没有一人愿
意搭理他。都认为，他在说疯话。

小琴说，二姨爹早起饮酒，练出了一个本
领。他在地里干活时，能将头靠着锄把，站着梦
周公且不倒。小琴说，看见他在地里，偏来偏去
的像个不倒翁，实在好笑。

小琴的描述，让我明白了，原来，二姨爹
是个土地上的做梦者。所以，二姨爹并不踏实
在土地上劳作。他在梦中，也许梦见了欧洲现
代农业，也许梦见了以色列的先进灌溉技术，
也许梦见了小板场村建立了现代的养殖业，
也许梦见他的小儿子从城市里回到了老家。

因二姨爹的不负责任，终究他的三个儿
子都没有稳定工作。但没有一人安心在家务
农。他们都遗传了二姨爹不安分的因子。大儿
子在开罐车。二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三儿子，则
独自一人在外闯荡。村里人已经很久没有见
过他了。以至，有人传言，他被传销掌控了。

二姨爹一家的故事，让我想到了奥尼尔
笔下的《天边外》。一样地对土地绝望，一样地
对未来怀揣梦想。然而，为何，二姨爹一家无法
走向现代农业？

先生说，欧洲走向现代农业，和走向资本主
义的背后原因，是相同的。因为，上帝启示了人的
觉醒。如果，二姨爹得到了启示，也许，他会是一
个冒险家、梦想家，而不会是这样的一个酒鬼。

年初生日宴的香气似乎还未散尽，年
底家婆就去了。现在想起我的家婆，觉得她
身上散发出一股迷人的气质，一个世纪的
岁月里，苦难与她如影相随，但她几乎很少
提，对哪一个阶段的生活都保持接受和知
足的状态。家婆常说的一句话是，别把自己
的生活说得太坏，又没有人拿好的生活跟
你调换。家婆爱美，四季常用时令水果擦
脸，冬天的时候则做了一种叫猪胰子的东
西护肤。所谓猪胰子就是年猪宰杀过后，从
猪身取下来一种叫胰的器官，不能吃，通常
都给扔了。家婆却小心的把胰给收起来，等
忙过了把胰和了酒揉搓，挤出的汁液放在
瓶子拧紧，可以用一个冬天。后来，家里条
件相对好了一些，我们姐弟几个轮着给她
买首饰、新衣服和护肤品，家婆最爱要的还
是，香香，给我买点香香。家婆把所有的护
肤品都称作香香。

家婆身上有一股非常迷人的气质，那
就是她任何事情从不迷恋，不深究。二家婆
所有的嗜好她都会，但她没有一样是有瘾
的，酒没少喝但从来没有醉过，烟没少抽，
但她从来没有瘾。像她的衣服，从来没有凌
乱不堪过，永远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家婆想
我们的时候就拄着竹杖立在老家门口，朝
着我们的方向喊我们的名字，于是在街上
就有邻居告诉我们。我想家婆的时候，我又

变回了那只忧伤而柔软的白鸽，我不断的
思念，直至思念无枝可栖。

我不断的去想那些死了的人，比如家
婆、二家婆，对了还有青家婆婆。青家婆婆
无疑是康家地最丑的老人，她的下巴向上
扯着，硬生生的与眼睛挤在一起，眼睛与右
嘴角之间只有二指宽的褶皱。她说话含混
不清，时不时有口水顺着嘴巴流到衣服上，
而她自己则毫无感觉，她胸前的衣服常常
是硬邦邦的结板了。

“金玉，你回来呐”这几个字从青家婆
婆嘴里吐出来要费好大的劲，抱在怀里的
儿子被吓得哇哇大哭。

康家地有一种传说在私下流传，传的
久了就变得像真的一样了。她们说，在闹饥
荒的年代，青家婆婆是吃过死人肉的，她们
说得很恐怖，说那些人还没有最后断气时，
等吃人肉的人就已经排成了队。再看青家婆
婆，她那丑陋的模样就多出了一份狰狞。康
家地的小孩都害怕接近她，还记得那时候，
邻居有个红白喜事都会一起吃桌席，每每吃
饭，青家婆婆都会事先为青家爷爷占个位，
青家婆婆会不停的给青家爷爷夹菜，生怕青
家爷爷吃不到，一边夹一边说，多吃点多吃
点，一幅好像永远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我
就信了那些传说，饭也就吃得潦草了，她夹
过菜的地方我们都不再伸筷子，一桌席吃到

一半我们就跑得一点踪影都没有了。
母亲说青家婆婆是凤的母亲。母亲还说她

以前很好看，是那回救女儿被电击致残成这样
了，只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她好看的样子。

青家婆婆会养花，在食不裹腹的年代，
每家人只有一小块自留地，青家婆婆家的
自留地在她的屋后，是一块与房子同样狭
窄的土地，地的中间种了茄子、海椒、黄瓜
之类的蔬菜。边角上则种满了芍药、棋盘、
玫瑰花，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弄来的花籽，那
些花长满了这块狭窄的土地，有些并不按
主人的想法开在边角上，冷不丁的往地中
间一冒便在菜地间开得艳丽无比，主人也
不去拔它，而是任由它开放。每到夏季，康
家地七八个小伙伴总会跑到青家屋后偷
花，然后，和柳枝混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招摇
过市。于是，几乎在整个夏天都能听到青家
婆婆站在屋顶上骂人的声音，声音含混不
清，大抵就是偷了她的花还踩坏了她的菜，
没有好报之类的话。她站在房背上骂，我们
就学着她口齿不清的骂，等她找根荆条下
来撵我们时，我们又一哄而散了。

母亲说，凤特别喜欢各种花花，那些花
儿，会不会有一朵是凤的样子？

回忆是把割在皮肤上的钝刀，看不见
血流的样子，但依旧会疼。我们注定都是那
群飞不起来的鸟，也活该终身被鸟笼囚禁。

外婆去世一年了，她的房间依旧保持着原样。
坐在木制扶手的老式沙发上，阳光从微开着的门
缝里照进来，地板映得亮晃晃的，阴影里的大衣柜
暗红的漆色愈加陈旧、柜门上的锁已锈迹斑斑。阳
光中微尘飞舞，亿万微粒翩跹忘我地舞蹈......

太阳升起来时，满院子金光耀眼，几桌宴席
就摆在院坝里，院里的腊梅花朵饱满绚丽时有
香味逸出，亲人们围坐愉快相谈。我找外婆，她
扎着围裙，忙里忙外的，招呼客人、安抚哭闹的
孩子......我和几个姐妹早早离席，来到外婆屋
里。听见外婆边跟大家道安好边向屋子走，我们
立刻活泼起来，外婆推门的一瞬，我们欢喜地奔
向了她。外婆挨个地拉着我们端视，拍拍我的
手：“你生下来手腕才我的大拇指这么粗，都说
带不大了。现在好了，长大了。”拉过二丫头贴着
她耳朵：“犯没犯倔？听没听话？”我们叽叽喳喳
答应包围住外婆，每一张小脸都红朴朴的，外婆
把每一个人都安抚好，就在包里摸索，拿出一串
钥匙，我们安静了，她转向大衣柜，打开柜门，叠
放整齐的衣服中间露出一点鲜艳的红色，外婆
轻轻拨开衣服，双手抱出一个漂亮的红色铁罐。
长方形铁罐上绘着大朵浓艳的牡丹，糖罐精致
大气，是装高级糖果的铁罐，我猜一定是谁孝敬
给外婆的。外婆用力揭开圆形金色的盖子，我们
立刻看见里面装着的糖果，透明的“玻璃糖纸”
包裹着甜蜜的诱惑，糖纸上红色的纹饰漂亮喜
庆，北京两个字醒目。我们齐发出：“呀，北京
糖。”禁不住有点馋涎欲滴，“这是北京酥心糖，
给你们留了好久，来一人一块。”一颗糖像它的
名字一样舒心地放在我们手心，真有点舍不得
吃，外婆说：吃吧吃吧。轻轻地剥开糖纸，白色、
一条养得胖胖的蚕宝宝样的糖，用口轻轻一咬，
表面一层脆薄的酥皮发出“咯吱”的脆声，里面
有象岩石断层一样褐色的馅，浓浓的甜味带着
芝麻香，害怕像猪八戒样的囫囵吞下人参果被
嘲笑，也怕美妙的滋味太快跑走，我们都细品慢
咽，让一颗糖的甜蜜，在舌尖开出花朵的芬芳，
把一颗糖给予的满足感让平日滋味清淡滋养出
的敏感味蕾激发出来。

糖是维持生命的重要营养素，外婆有低血
糖，为了补营养，她会在头晕时喝点白糖稀饭，
糖果是奢侈品的年头，两位舅舅和几位姨母都
会想办法给她买白糖，她总是省下些分给我们，
我们尽量克制自己不去馋嘴。外婆却总会令我
们惊喜，总能找到“藏着的糖罐”来给我们解馋。
春来，潮润的空气里散发着小草清芳，跟在外婆
身后，拔开田埂上茅草，用镰刀撬开松软泥土，
露出雪白的根，用手一扯拔出皮筋一样的茅根，
一路低头拔，各人手里握着一大把了，拿回家清
理掉上面的须根、洗净，放到嘴里咀嚼，汁液微
甜带着泥土味。夏天，玉米长得比大人都高了，
我们开始钻玉米林。怕把玉米踩倒，都学外婆猫
着腰、缩着身子，选中那种未结玉米或玉米结得
小的青青玉米秆，动作利落地“喀嚓”折下，剥除
叶子，再分成几段每人一段用牙齿撕开外皮，咬
一口，甜得堪比甘蔗。有“甜玉米秆不结棒，结棒
的玉米秆不甜”的经验，我们也无须为少结玉米
发愁。秋后，可以欢天喜地跟在翻地的耕牛后面
拾捡一点遗留的茨菇儿，留在地里的茨菇儿都
是个儿小的，捡起来，赶紧擦干净，暗红的皮、扁
圆像颗新蒜的身，咬一口，脆甜雪白的汁液流得
满口。地里还可以捡到红薯、芋头拿回家丢在灶
里烤着吃。伴着甜蜜来到的冬天，不用到野地里
去寻，守着家里就会有甜蜜的味道，拿出家里的
黄豆，挑捡干净，炒熟，再放红糖炒成糖豆，糖豆
既有黄豆的香脆又有糖的香甜。过年了还要炸
糖酥干，一年辛勤劳作的收成酿成浓浓的甜蜜。
农村人宴客有个习俗，可以把酒宴上的糖酥干
打包带回家，是为没能赴宴的留守孩子准备的。

年深日久，那个漂亮的糖罐褪去了鲜艳。外
婆腿脚不好要坐上轮椅才能出门了，去吃酒碗
（赴宴），她仍不忘拿起主人家准备的纸袋，往里
面夹糖酥干，我们知道糖果已经不是稀罕物，但
还是帮她装上糖酥干把纸袋收好，带回家里分发
给孩子们。

那个漂亮的糖罐已经陈旧得辨不出昔日的美
丽和高级。一缕甜蜜，一丝温暖，定格其间，仿佛尘
埃落定间。

小 说 连 载

散 文 连 载

记 者 笔 汇

寒 灯 旧 事

1935年10月17日，红军击败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第二旅余如海部，占领丹巴。该部二十一团三营逃至道孚城，驻扎县立
小学。此时，正值诺那活佛率宣慰使公署和别动大队赴康北，也抵达道孚，进驻灵雀寺。

先生说，欧洲走向现代农业，和走向资本主义的背后原因，是相同的。因为，上帝启示了人的觉醒。如果，二姨爹得到了启
示，也许，他会是一个冒险家、梦想家，而不会是这样的一个酒鬼。

家婆身上有一股非常迷人的气质，那就是她任何事情从不迷恋，不深究。二家婆所有的嗜好她都会，但她没有一样是有
瘾的，酒没少喝但从来没有醉过，烟没少抽，但她从来没有瘾。像她的衣服，从来没有凌乱不堪过，永远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太阳升起来时，满院子金光耀眼，几桌宴席就摆在院坝里，院里的腊梅花朵饱满绚丽时有香味逸出，亲人们围坐愉快相
谈。我找外婆，她扎着围裙，忙里忙外的，招呼客人、安抚哭闹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