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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上扎坝的山路沿鲜水河朝南延伸，两岸的山峦阴阳分明。阳山森林茂密，阴山树木甚少，仿佛两个世界。扎西旺吉领着客人转向

一条小溪，沿溪沟上行，不多时便看见田畴村落。走进寨子，房舍层层叠叠，错落散乱。

小娅沿着花园巷走，麻喜婆跟在后边。小娅看见了麻喜婆。小娅经常看见麻喜婆。小娅把饮料给了麻喜婆，然后开始奔跑，跑过巷子，

跑过马路，跑进学校，跑上六楼，把班级门口大垃圾桶里的空饮料瓶装了满满两口袋，没装完的再找不到空口袋装，便塞进裤包里。

父亲有事不得不对母亲讲时，他说喂。母亲微微动动头，表示她听见了。母亲有事要讲，连喂也不说，她像对自己说那样直接把事情讲

出来，我父亲就听见了。星期天一早，我做完作业，母亲牵着我的手出了家门，我知道母亲不愿意那样尴尬地呆在家里，我们沿将军桥缓慢

走动，康定四周的山黄成了一片，太阳在一动不动的云层边很好地照着，天就毫无保留地蓝，像存心要把所有人的心蓝碎。

晚饭
◎尹向东

没开花的花园
◎格尼

女儿谷：1937
◎李左人

达多城情歌
◎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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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真的老了，狗嫌猪不爱的。扎西翁姆黯然
神伤地嘀咕了一句。

她想到杰娜的父亲，她的驮脚娃男人，死在达
多城的异乡人，他从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之日起，
就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他的死亡像一匹长鬃飞扬的
骏马，醉酒的骑手骑在马上一路狂奔，然后猝然消
失在茫茫远方。

死鬼，你倒走得好，把我一个孤零零地留在世
上。扎西翁姆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这口气把她胸中
的郁闷清除了不少。

扎西翁姆被门外三个年轻人所吸引，那汉地来
的姑娘挖掘了她的记忆之泉，使她每天都有事可做，
有事可想，连她自己也被那些愉快的回忆陶醉了。

她从床上坐起，她想，俄洛的故事仅仅是个开
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那么以后，以后
的扎西翁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光里，她
真像做梦似的，她站在俄洛草原的月光下，身后的
背景不断地变幻，许许多多的往事一闪而过。

这个夜晚，她在黑夜里，静悄悄地躺着，雨声敲
打着玻璃窗，是这间紧闭门窗的屋子把自己与他们
隔离开来，她相信，除了死亡，谁也无法将她抛弃，
她决定打开那扇门，当然，作为一个体面的长者，她
并不是要去打扰他们，她要使三个年轻人明白，面
对一位突然出现于他们面前，历经沧桑的老妇人，
他们迷恋的东西是不堪一击的，她会出其不意地吓
住他们，然后让他们大惊失色。

扎西翁姆轻手轻脚地打开门，但很快，她像着
了魔似的，大惊失色，她张开嘴说不出话来。

试想一下扎西翁姆看到的场面吧：两个赤身裸
体的女人，围着一位喝得醉熏熏的男人，他们到底
想干什么？她好像在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噢，对
了！想起来了，在画家的画室里，到处都有赤身裸体
的那些画，有天，她进去做清洁，碰巧遇上画家正在
画一个光溜溜的女人，她不好意思地退出去了。

“阿啧，你们疯了么？”
杰娜觉得脊梁上一阵发冷，她用手抱紧自己的

身体，阿妈的声音夹杂着狂暴的雨点打在他们头
上，他们很快清醒过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惊诧的
目光投射到站在门口的扎西翁姆身上。

扎西翁姆此时进退两难，自己太冒然了，她觉
得自己这时也像没有穿衣裳一样的害羞起来。

天使的反应够快，她抓过一个沙发靠垫朝杰娜
扔去，她自己也拿起一个遮挡在胸前，她闭紧双腿，
微蜷着身子，她调皮地冲扎西翁姆笑了笑。

杰娜被这场不合时宜的大雨淋湿了，她非常兴
奋和紧张，当这种感觉过了头，反而什么也顾不上
了，她已处在一种飘飘欲仙的空白当中，她没有伸手
去接天使扔过来的靠垫，任凭它滚落到地上。她优美
的裸体像一簇临风摇曳的植物被无情的大雨冲刷。

画家想阻止扎西翁姆的闯入，他要保护两个可
爱的女人，他举起手，夸张地做了一个不要进来的
姿式，像“刷”地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把刀，扎西翁姆
觉得他的这个姿式，如同为女人决斗的达多城汉
子。

扎西翁姆笑了，她尴尬的神情随着笑容消失
了，不知为什么，一种悲悯之心发自她的内心深处，
这群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展示在母亲面前的裸体，
假若时间倒流三十多年，他们用得着这样慌乱，这
样羞愧吗？她真想把那些光洁的身体重新孕育回她
温暖的子宫内。

扎西翁姆的笑容慈爱而宽厚，她对他们撒了一
个善意的谎：“我肚子痛得厉害，我去一趟卫生间。”

趁她说话之际，两个女人迅速穿上衣裳，杰娜
边扣纽扣边说：“阿妈，我去给你找点药吧”。杰娜想
缓解刚才难堪的场面。

“不用，不用，不麻烦你们。”扎西翁姆还没有赶
快离开的意思。

天使端起桌上的一杯酒，径直向扎西翁姆走
去，她没戴胸罩，可以明显地看见圆滚滚的乳房颤
动着，“阿妈，要不要喝一杯酒？”

扎西翁姆乜了她胸前一眼，然后接过天使递来
的酒，挨到画家身旁坐下。

“吃药不管用，酒才是最好的良药。”扎西翁姆
喝了一口，自言自语地说道。

扎西旺吉昨天得县政府通知，说省上特派
员今晚宿俄叠寺，便和管家去迎接，身后，仆人
赶着一头驮着礼物的牦牛。他们爬上嘎山南坡，
听得一声明火枪响，七个蒙面人从林子里跳将
出来，大叫：“站住！”

扎西旺吉的马一惊，马鞍的肚带挣断，连人
带鞍摔下地。见对方持一支老套筒枪，两支明火
枪，其余人拿着藏刀，想来是要劫财，站起身说
道：“莫开枪，我把东西留下。”

拿老套筒的蒙面人大喊一声“打”，众匪徒
蜂拥而上，将他们团团围住。

主仆三人拔出藏刀，背靠背面朝来者，双方
对峙着。扎西旺吉说：“好汉，别乱来，我把驮的
猪肉、青稞酒，统统留给你们！”

“呸，谁要你的东西！上呀，打死他！”
双方械斗，刀起棒落，人影翻飞，鼓噪呐喊，

一场混战。扎西旺吉等渐渐抵挡不住，但无路可
退，只能铆足劲拼死抵抗。

办事处骡马队翻过嘎山坡顶，就听见枪声，
胡仁济道：“有人打猎？”

又传来呐喊呼救声，钟秋果命令：“出事了，
夏班长快！”

夏富成带着护卫队冲上前去，王中一提缰
绳向前赶。端老套筒的家伙想举枪抵抗，被王中
开枪撂倒，当场毙命。拿明火枪的蒙面人慌忙点
燃枪上的火绳，药线吱吱冒烟，夏班长一枪击中
他手臂，枪掉在地上，弹药砰地射了出去，蒙面
盗贼落荒而逃。还好，扎西旺吉只是右臂受了点
皮肉伤，管家崴了脚并无大碍，仆人毛发无损。
管家揭开死者的面罩，是个不认识的人。

马龙给汉官介绍了俄叠土百户扎西旺吉。
扎西头人说，天色已晚请客人去官寨歇宿。原计
划是去大路边的俄叠寺，钟秋果正不想住寺庙，
便答应了。

通往上扎坝的山路沿鲜水河朝南延伸，两
岸的山峦阴阳分明。阳山森林茂密，阴山树木甚
少，仿佛两个世界。扎西旺吉领着客人转向一条
小溪，沿溪沟上行，不多时便看见田畴村落。走进
寨子，房舍层层叠叠，错落散乱。

扎坝民居与一般藏式碉房差不多，皆为石
木结构，厚约三尺，高四五层，结实厚重，既能防
风避寒利于居住，又有碉堡的防御功能。区别在
于，扎坝民居是住房与碉楼的组合，房呈长方
形，青灰色片石垒砌，因与长宽各三丈许的四方
碉连为一体，故称碉房。

俄叠土百户的官寨面向溪谷，巍峨耸立。院
门前一棵高大的核桃树，绿荫蔽日，显得十分凉
爽。屋顶插着风马旗，空中挂着一串串长长的经
幡，山风吹拂，簌簌作响，仿佛向主宰天地的神
灵絮絮叨叨地念诵经文。

钟秋果等踏进门楼，一条半人高的藏獒从门
后扑出，“恐！恐！”两声吼啸，像闷雷一样沉闷而极
富穿透力，山鸣水应，嗡嗡地回响不息。藏獒两眼血
红，颈毛怒张，尾巴倒卷，活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一
个劲狂叫猛扑，向前扑一下被粗粗的铁链绷了回
去，没等站稳又再次扑来……

“赛虎！赛虎！”扎西旺吉的妻子桑姆快步
上前，一手抓住藏獒的项圈，一手轻轻抚摸爱
犬的狮子头。藏獒立即耷拉下尾巴，用舌头舔
女主人的鞋帮。桑姆对客人们娇媚一笑，说：

“没事，没事！”
扎西旺吉吩咐奴仆将猪肉、青稞酒等礼物

从驮马上卸下，明早跟随办事处骡马队送往雅
卓。钟秋果回赠一只珐琅鼻烟壶，这是出发前他
特地在康定买的。鼻烟壶小巧玲珑，可揣在怀
里，或系在腰带上，不用烟杆、火柴，很适于骑马
游牧的生活。内地很少有人吸鼻烟了，而康巴人
还吸；内地人只作为收藏，讲究鼻烟壶的造型、
质地、图饰，重在其表，他们却贪图吸闻鼻烟的
享受，重在其实。因此，他特别买来赠送头人。

“感谢特派员大人赏赐！”扎西旺吉眉开眼
笑，双手接过。

桑姆听说丈夫受伤，立即拿来药膏给他涂
抹包扎。

扎西旺吉道：“今天幸遇救命菩萨，才得以
脱险。你快给二位大人上茶！”

他讲汉话很吃力，发音不准，吐字不清，怪
怪的，让人听着不舒服。

桑姆捋起衣袖提起茶壶，弯下身子掺茶，脑
后松散的头发下面露出一截白生生的脖子。胡
仁济目不转睛盯着她，扎西旺吉挥挥手，让她去
安排晚餐。

桑姆放下茶壶，回眸扫了一眼客人，长长的
裙摆风一般拂过。

扎西旺吉从腰带上解下镶有金边的鸡血玉
鼻烟壶，双手捧着献给客人。按礼俗客人应双手
接过，倒出少许鼻烟粉末，凑到鼻上吸闻一下，
再将鼻烟壶奉还主人。钟秋果对鼻烟毫无兴趣，
便礼貌地谢绝了。胡仁济只抽纸烟和鸦片，不耐
烦地摆手拒绝，两眼仍望着桑姆飘然而去的空
门洞。

“不好意思，不知道两位恩人不喜欢，那就
请喝茶！”

钟秋果正巧渴了，端起碗就喝，不料茶熬煮
太久，苦涩难咽，只好放下。

父亲有事不得不对母亲讲时，他说喂。
母亲微微动动头，表示她听见了。母亲有事
要讲，连喂也不说，她像对自己说那样直接
把事情讲出来，我父亲就听见了。星期天一
早，我做完作业，母亲牵着我的手出了家
门，我知道母亲不愿意那样尴尬地呆在家
里，我们沿将军桥缓慢走动，康定四周的山
黄成了一片，太阳在一动不动的云层边很
好地照着，天就毫无保留地蓝，像存心要把
所有人的心蓝碎。但是气温不高，有微微的
风吹来时，我缩了缩头。母亲捏着我的手揣
进她的裤兜，她用指甲尖轻轻挤压着我小
小的手指，还不时和熟人招呼应酬。我们来
到百货公司门前，那里摆了一长溜摊子，各
式月饼和点心一丛丛地堆放着，却没多少
人问津。售货员靠在藤椅上懒散地晒太阳。
母亲若有所思地盯着月饼，感叹了一声：

“咦！又快到中秋了。”看见月饼，我开始发
扬扭股糖精神，“妈妈，月饼。”我说。她点点
头，我捏紧了她的手，她低头看看我，我实
在忍不住了，说：“我想吃。”她从兜里掏出
钱来看了看，她似乎下了啥决定，拉着我就
进了公司。“在外面买啊。”我说。“让你爸爸
给你买，我钱不够，我要买别的东西。”她坚
定地说。我们去了卖毛线的柜台，母亲买下
几圈不同颜色的毛线，拉着我就向家里走。
当我看见她把所有钱都用来买毛线时，心
里那个难受劲一串一串往上涌，眼泪悄悄
淌开了。我故意放慢脚步任她拖着我走，
走了一小段路，她看见我泪流满面，一巴
掌拍在我脑袋上说：“你这孩子，咋不听
话。”我的扭股糖精神彻底失败，母亲将我
拖回了家，她兴致勃勃地找出毛线针又准
备出门。不知父亲去了哪里，宋瑜也溜掉
了，母亲不愿意再领着我，她说你一个人
呆着吧。我缠着她，死死不放她的手，眼泪
和鼻涕混合着淌在嘴唇上，母亲恼火地看
着我说：“缠死人了。”

我们再一次来到街上，看见有在街边打
毛线的女人，母亲就直奔过去和别人攀谈，
又比划着毛衣的款式学习怎样织。后来我们

坐在大礼堂广场边上。母亲开始织那件毛
衣，她的双手像两只小鸡，一啄一啄快速地
穿针引线，我看了看街上奔走的人流，看了
看对面跑马山绵延的群峰，不知过了多少时
间，看见太阳都已偏西，我的肚子咕咕叫起
来，我拉了拉母亲的手，“别影响我织毛衣。”
她说，她已织出一个手肘长，我再次拉了拉
她，她扬头骂到：“你这孩子，烦死人。”我说我
饿了，她看了看表说：“快三点了，不知不觉
的。”她拉着我往家里赶，在即将穿越情歌广
场时，我们看见姐姐宋瑜走在街上，她显然
也看见了我们，她和同走的几个男孩拉开一
段距离，她都没叫母亲一声，她们像两个陌
生的路人。母亲下意识地把手中的毛衣藏到
身后，久久注视着远去的姐姐。

把饭蒸好，父亲就回了家，母亲继续不
理他。我看见父亲提着月饼，所有不快瞬间
就消失了，我拉着母亲的手不停摇动。

“你这讨命鬼，又想干啥？”母亲说。
“月饼。”我说。
父亲这时候说话了，“快到中秋节了，我

买了些月饼。”
“给他一块，他馋死了。”母亲说。
“只能一块，别的留到中秋吃。”
父亲拿块月饼给我，就向母亲走去，他

们终于说话了。
“我想，宋瑜的工作可能有点办法。”父

亲说。
“咦！真的，啥办法？”母亲停住手里的毛

线活，惊喜地问。
“纺织厂厂长得胆结石住院了，我是他

的主治医生。”
“就这个？”母亲有点失望地说。
“我今天特意去医院里陪他，他一再要

求快点做手术，好回家过中秋，我把变更手
术日期的困难给他讲了讲，然后答应他明
天就安排做，明天我要给他做一个漂亮的
手术，让他来得及回家过中秋。他已经有感
激的意思了，让我有啥事就说，能帮他一定
帮。我想做完这个漂亮的手术，给他提提宋
瑜的事。”

“做一个漂亮的手术。”母亲高兴起来。
“我去做饭。”父亲说，父亲也高兴起来。
“快点做，就为给宋瑜赶毛衣，我都快饿

昏了。”
“你替宋瑜织毛衣了？”
“不织还行？不织这个家连过中秋都四

分五裂的。”
“我马上去做。”父亲激动了。
坐在饭桌上，父亲斟了杯久违的酒叹口

气说：“可惜宋瑜没回来。”
“中秋能回来一家人过就是好事。”母

亲说。
父亲开始憧憬中秋的晚饭，他甚至理

了菜单，一盘月饼、一盘青椒肉丝、宋瑜爱吃
的宫爆肉丁、几样素菜、一瓶六十度的江津
白酒。

“有月亮就好了。”父亲说。
“我把毛衣赶出来，你把她的工作落实

了，在那天晚上一起给她，这比有月亮更好。”
母亲说。

那几天，母亲随时随地都拿着毛线织，
连上班也带着。据父亲第二天下午回来讲，
他的手术非常成功，他从那个姓李的厂长胆
里，一共取了四颗胆结石，其中一颗有胡豆
大，这几颗胆结石让姓李的厂长痛了整整两
年，油腥的东西一点也不敢吃，他说他都快
成素食动物了，现在他一身轻松，就等着伤
口恢复，到中秋大吃海喝。父亲天天去陪他，
有时候还熬一罐滋补的汤提去。直到中秋前
一天，姓李的厂长办出院手续，父亲将他送
到医院大门，才把宋瑜的事说起，厂长说是
小事情，中秋过后纺织厂要招一些女工，厂
长记了宋瑜的名字，让去报名就行。

中秋这一天早晨，父亲特意敲开了姐姐
的门，他对睡意犹存的宋瑜说：“下午一家人
团团圆圆吃顿晚饭好吗？”

姐姐揉着眼睛点点头说：“就这事把我
叫醒啊。”

父亲应着宋瑜的话，准备出门了，又扭
身叮嘱到：“下午记着早点回来，我有重要的
事给你讲。”

唐先生偏头厉声说：“她喜欢小娅，那
是个可怜人。”

“她可不可怜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应
该管好小娅的成绩。”

“你给我指条路，我怎么管才能把她
成绩管好，我照着办就是。”

“你是当父亲的，女儿就要父亲来管，
如果生的儿子，你想管都要靠边去。再说，
小娅唯独数学不好，别忘了你是数学老师。
噢嗬，也难怪，小学数学老师，怎么能给高
中孩子教数学。怪来怪去，那是你们家根上
就有毛病。啊，对了，凭什么每次报纸钱都
是你来给啊，他又不是你一个儿子？”

“你真是个刁钻女人，我爸当然不止
我一个儿子，就因为我娶了个怪癖老婆，
一栋楼住着，他进不了我这个儿子的门。”

“你说谁怪癖……”
“我不跟你吵，打住，我们就商量小娅

的成绩，好好商量。”
唐先生软了口气，吴女士也软下来。

“家教请了，补习班上了，该想的办法全
都想完了，成绩就是上不去，就是上不去，就
是上不去。真是愁死了，心都操碎了。”

唐先生回到沙发坐下，吴女士和唐先生
绞尽脑汁研究如何提高小娅的分数，可以循
序渐进，哪怕一次进步两分也好，从四十分
到四十二，再到四十四，只要良性上升，到达
八十分不成问题，说不定还能到九十分呢。
吴女士和唐先生被九十分这个庞大数字做
了番虚拟惊喜，然而一想到满分一百五，那
些刚刚升起的虚拟成就瞬间塌陷。

吴女士和唐先生努力研究小娅的分
数，他们的窗外向上四十五度角，斜边百
米左右的楼顶，坐着他们的女儿小娅。小
娅在努力研究到底要不要跳下去。

下午五点半，城市灯火次第点亮，小
娅从楼顶下来了。小娅走进昏黄的街道，
双脚踩着飘忽的灯影，踩着众多人踩过的
地方，觉得有些恍惚。小娅来到医院正门，
没看见躺在地上的刘凤兰，看见了跪在街
边的李美丽。李美丽边哭边痛诉骗子如何
迷幻她，如何偷她给儿子治病的钱，害她
连回家筹钱的路费都不够了。来往的行人
都认为李美丽是个美丽的骗子，这种伎俩
一点也不新鲜，没人给李美丽钱。小娅掏
出十块钱给了李美丽，这是李美丽跪了一

下午，哭诉一下午的所有成果。李美丽颤
巍巍站起来，多少钱已变得不重要，重要
的是终于有人相信她了。她要拿着这份信
任重新想办法生活。

小娅拐进花园巷，来到周幺妹杂货
铺，站在周幺妹面前。周幺妹慢慢抬头，既
而倏然起身：“小娅，你放学了呀？”

小娅点点头。
周幺妹战战兢兢说：“小娅，阿姨想

……”
不等周幺妹说完，小娅拉起周幺妹那

双潮湿的手。小娅说：“阿姨，你摸吧。”
周幺妹忽然捂住脸，发出一声呜咽。

又慌忙抓住小娅的手，像多年不见那般
说：“哎呀，长这么大了，比我都高了。”

小娅说：“是的，我很能吃，我的头发
也长得快。”

周幺妹回头喊：“妈，妈，快给小娅拿
瓶热饮料。”

辣嘴婆已很久没听见周幺妹喊妈。那
年的中午孩子睡着，周幺妹担心母亲忙不
开，来铺子帮忙，每天都这样，谁知那天孩
子中途醒来爬到窗口找妈，家家都有防护
栏，只她们家没有。孩子没了，辣嘴婆没怪
周幺妹，周幺妹没怪辣嘴婆，但她们互相
埋怨互相可怜。多年后，辣嘴婆听见女儿
喊妈，忙不迭想答应，却应不出声。

辣嘴婆湿着眼把微波炉里的热饮料
递给周幺妹，周幺妹递给小娅，小娅接了
饮料，谢过周幺妹，谢过辣嘴婆。小娅朝她
们微笑。她们目送小娅走远。

小娅沿着花园巷走，麻喜婆跟在后
边。小娅看见了麻喜婆。小娅经常看见麻
喜婆。小娅把饮料给了麻喜婆，然后开始
奔跑，跑过巷子，跑过马路，跑进学校，跑
上六楼，把班级门口大垃圾桶里的空饮料
瓶装了满满两口袋，没装完的再找不到空
口袋装，便塞进裤包里。小娅提着两大包
往楼下跑，跑出学校，穿过熙熙攘攘的学
生们，一直跑到巷子里，找到麻喜婆，将手
里鼓鼓的塑料口袋和裤包里的空瓶一股
脑塞给麻喜婆。

小娅跑出麻喜婆模糊的视线。
在郑四方餐馆门口，小娅看见了对面

小区门口坐着的唐太爷。同时，小娅也看
见了五个不同寻常的男女，他们风一般越

过小娅的身体，到了郑四方餐馆，奔向里
面独自用餐的老人。郑四方没想到这些人
今天要来两次，正不知如何应对，小娅掏
出手机报了警，并朝他们大喝：“我不怕你
们，我报了警。”

周幺妹正要过来保护小娅，谁也没想
到，五男女疯狂逃窜，像隐藏在砖头下的
一窝蟑螂，转眼不见了。

小娅对郑四方说：“郑老板，在你店里
作案，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郑四方说：“小娅说得对，他们再来，
老子要吼，怕个毛。”

小娅没再说什么，穿过街道扶起唐太
爷慢慢往小区里走。

小娅说：“爷爷，我送你回家，你给我
讲，我今天有时间，我妈也不在。”

唐太爷看看小娅，有些不相信。小娅
说：“爷爷，你给我讲。”

唐太爷说：“真的？”
小娅说：“真的。”
唐太爷说：“好好好，我给你讲……我

给你讲，上甘岭战役，我带十一个兵，我们
在峡谷里走，地上全是尸体，到处是尸臭，
美国兵在山顶吆喝，他们看不见我们，我
们能听见他们……我们悄悄走，面前一下
拱个牛高马大的人出来，我的兵把他按
住，捂他的嘴，绑了他。绑回去以后……”
唐太爷对小娅说：“你认真听，精彩得很。”
小娅点头。唐太爷说：“抓回去以后，我的
兵给他洗澡，我们以为他把自己全身抹黑
了好隐蔽，结果怎么洗也洗不掉，怎么洗
也洗不掉。”唐太爷开始笑，小娅也笑，笑
了好一阵，唐太爷才说：“结果啊，那是个
外国黑人，我们谁也不晓得世界上还有黑
人。”唐太爷哈哈笑，小娅也笑。

小娅把爷爷送到三楼后，没有回五楼
的家，又到了小区门口。小娅听爷爷讲的
时候，看见了刘凤兰。刘凤兰在小区门口
买了个馒头在啃。

小娅没有跳楼，正是因为去跳楼的路
上看见了地上躺着的刘凤兰。小娅选择下
楼时只有一个想法，把刘凤兰带回家睡一
觉。而此时，小娅觉得还有许多事没有干，
比如明天给麻喜婆拿空瓶，听爷爷讲当年
的故事，还有后天，大后天……比如，她想
把花园巷废弃的花园种上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