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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文学

“人老了头发就金贵了。”舅婆取下她的帕子，她不怕被人看见。她小心翼翼将头发梳理一遍，用一根黑毛线扎成两股辫子绕在头上，

毛线比头发长，绕了很多圈。

奶奶的魔芋地只允许舅婆去，她们忙完了就坐在魔芋地边，看地里飞出飞进的雀子，看对面山上的羊群。我像一只小狗蹲在她们背

后，等着她二人可能回头看见我时扔给我一把瓜子。她们磕着瓜子。有时狗也跑去坐在她们身边，她们一声不响，狗也一声不响。

舅婆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摘帕子了。

——《檐上的月亮》

一个人时常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中挣
扎、奋起，能保持昂扬的锐气，克服种种意
想不到的阻碍，披开荆棘，勇拓出一条新
路来。人的成长很快。甚至功成名就。继
而，满足、舒适、惬意等等，像麻醉品一样，
熏心浸体，使人昏昏然而幸福，沉醉于美
好的感觉中。这时，人生陷入了一个“停滞
期”。根据每个人的特质相异，这个过程往
往有长有短，有些人甚至被罩覆了一生，
再也没有了“续集”。因此，一个人在人生
舒适幸福的境遇下，仍然奋斗不止，保持
不熄的锐气，对自己不断“反叛”，创造求
新是最难的，也显得更加可贵。人生旅程
是心路的旅程。但愿我们的心灵像山涧小
溪能千转百迥，能绕山越岭，能高山流水，
最终汇入江河，找到大海母亲。一滩死水因
为没有活水的注入会过早的腐朽而衰老。

公元2003年农历4月前后，是我人生
最为重要的一段日子。我被塑造、被改变，
心血也被换过了似的。像一个迷途的孩子
终于看到了家，就像一个盲人重见了光明，
就像上帝造人时把最后一环最关键的神来
之笔——灵魂和精神安嵌了上去，才使人
活起来，变得生动起来。一个全新的我诞生
了。我第一次听到了内心坚定的声音。那是
关于写作，关于人生、生命，关于爱、美、信
仰，关乎灵魂的指向和光明……不知不觉，
我越过生命的障碍，冲破了人世间染裹在
灵魂之上的一层层污垢的蒙蔽，笼在其外
的铁锁铠甲訇然脱落，灵魂像鲜亮的太阳
冉冉升起，像一只鸟儿欢快地鸣叫着在蔚
蓝的海上高高飞翔起来了。我看到了生命
的面目，聆听到万物的声音，天地生动、活
泛得神采奕奕。我也看到了我人生的指向，
看到了此生真切的面貌。我已经实现了超
越。已经脱胎换骨。曾经那样可怕的盲人般
的迷茫消失了，命运的魔咒被解除。灵魂终
于找到了它的路，望到了它遥远的家园。它
不会再迷失于尘世，迷失于表象，迷失于物
质利益和功名的枷索，迷失于亲情、友情、
家庭的舒心羁绊了。它已经上路。它已经听
到了坚定的声音。可是，多么宁静啊。

我走在傍晚的山间小路上，看着正在
灯火通亮的康定城，沐着那浸透露水和花
香的芬芳气息，沐着淅淅沥沥的雨滴，想：
这时候是多么宁静啊。

那位闭关多年的修行者怔悟后，走出
小屋，据说也是那样的境象：天空中星斗满
天，银河灿烂美丽，那雪山下的草原深处，
只有几只毛狗零落的吠声陪伴着他。一切
多么宁静啊，天空、大地、心灵。可是他已经
成为圣者，却没有欢庆，没有歌声。然而，天
地万物似乎又都在沐浴圣者的甘露，被光
芒照耀。

我面对折多河两岸逶迤的小城，这具
象的尘世，说：没有一个人看到日月换天般
轰轰烈烈的一幕，迷茫中的康定，你知道吗？
一颗全新的灵魂已经诞生。我不无得意地甩
手走着，心欢畅而透亮。我被光芒包围。

我知道，从此以后，我所有的劳作都将
不会再茫然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了生命的
内核，灵魂已经独立、自由；我写下的文字
也不会生涩，它会发出熠熠光彩。此生有福
了！我在心中为那遥遥无期却真实可触的
美而默默祈祷。但是，偶尔，我又禁不住失
神地想：啊，为什么我在三十四岁时灵魂才
被点燃呢？多大的岁数了呀！可是，也不算
太迟罢？一切还来得及，还算幸运。我毕竟
把“她”找到了。凭着这把神奇的钥匙，我从
此可以驰骋天下了，无拘无束，自由坦荡，
而又永无尽头……

康定，濛濛的雪又飘然而临。迷乱了
天地之间寥廓的界线。穿过帘帘细絮如花
的雪舞，我独自踏上回家的路。家,等待着
那颗空寂寥落心灵的歇息。家，旅程中一
方小小港湾，是温暖的幻想之地。一朵朵
雪花飘在身上，然后悄无声息地浸入衣
褶、头发、眼睛里。这时,一股凄凉的情感油
然而生。在这茫茫雪韵幽动的世界里，我
感受到了一种飘盈其中的人生况味。雪的
历程是艰辛的。一滴滴被蒸发的水珠飘升
到半空，这历程中该充满了多少颤栗和惊
险啊；这些带着尘埃泥腥的水珠最终凝结
成一颗颗晶莹如玉的东西，却像孤苦的游
子，飘摇在没有踏实根基永远漂浮的云朵
雨雾之中，幽幽荡荡，犹如面临深渊，令她
们多么无助而绝望啊。可是，她终究历经
曲折，承负一切重荷，诞生了，成为一身洁
白的天使，她们歌唱着，舞蹈着，从天穹深
处，从蓝色的宫殿中，飘然而下，欢乐地扑
向辽阔充实的大地母亲的怀抱。

发

奶奶在老房子下面种了一片魔芋，高的
高，矮的矮，杆子像蛇。我爷爷端着烟杆在黄
果树下说，你奶奶和魔芋是一天生的，一天中
的任何时候看见她，她都在魔芋地边或者魔
芋地里。

确实和爷爷说的一样，奶奶每天都在魔
芋地忙活。魔芋活着的时候给魔芋施肥除草，
魔芋死了给它们收拾残根烂叶。奶奶从来不
准我们去她的魔芋地。

麻脸婶子说，我奶奶年轻时候有一头黑
亮的头发，可是后来再也没看见她的头发了。

奶奶的头发都裹在一条青色的帕子里。
帕子旧扑扑的，在脑袋上缠成一个不太好看
的像魔芋一样的疙瘩。我有一次和麻脸婶子
吵嘴，她骂我是老尼姑的孙子。过了好长时间
我才搞清楚她为什么这样说。原来是因为我
奶奶的头发。我又找麻脸婶子干了一架，追在
她屁股后面大骂。

麻脸婶子放下挑水的担子转身就吼，滚。
其实我也很想看奶奶的头发。但是没有

机会。她从来不当着我们的面摘帕子。
有一天我在奶奶的耳根下看见几丝灰白

的头发，是从帕子里漏出来的，被一阵小风吹
得飘飘扬扬，像白色的雨。“你的头发还在
吗？”我忍不住问。

奶奶怔了一下说，哪个喊你这样问的？
我低下脑袋不敢回话。
我们家背后有几棵花椒树，还有一棵叫

不出名字的树，那棵无名树上缠着许多可以
喂猪的藤子，春天叶子透绿，夏天开着大朵大
朵的白色碎花。奶奶把那棵树当成她自己的，
谁也不准动那棵树上的猪草。她在树下插一
圈小竹竿，将这棵树围了起来。

我有时爬到无名树上藏起来，躲在蓬松
的滕子里，只要奶奶在树下坐着缝衣服，我就
会看见她包着的帕子顶上冒出的几根白头
发，是从单层的青布帕子里钻出来的。比耳根
前后冒出的头发多，在青色帕子的映衬下，那
白发十分显眼。

她一定没有想到有人会爬到树上看她的
头发，所以她看四下无人，就取下她的青布帕
子整理起来。她一摘帕子，我看见那稀少的白
发薄薄地盖在发红的头皮上，她肯定感到有
些冷，快快地解下围腰裹在头上。

“头发是白的。”我在树上自言自语。

“嗯？”她惊慌地四处看了一下，最后发现
我在树上，抄起一根竹竿把我刷了下来。她把
青布帕子整理了重新包上去，钻出来的白头
发又被压下去，看不见了。

“为什么是白的？”我仰着脑袋。
“和你妈一样，话箩箩。”奶奶揪了一下我

的鼻子。
我感觉魔芋才是奶奶的孙子。她即使吃

饭也要端着碗走到魔芋地边，要是看见哪一
棵魔芋倒在地上，她立刻丢了碗就去把它扶
起来。我要是摔了一根头，她只会懒懒散散地
说，“摔得好。”

那天我看见奶奶坐在蜂桶边扎扫把，她
和舅婆坐在一起。她们都很老了，眼神不太
好，扫把扎得弯弯扭扭的。

“人老了头发就金贵了。”舅婆取下她的
帕子，她不怕被人看见。她小心翼翼将头发梳
理一遍，用一根黑毛线扎成两股辫子绕在头
上，毛线比头发长，绕了很多圈。

“你还好，白头发不多。我的全都白了。都
不敢摘帕子让天看啦。想想这日子过得多快，
这些娃娃（指着我），昨天还在吃奶，今天就满
地乱跑了。”

“日子快哟……”舅婆没再往下说。她看
我一直在用眼睛瞄着她的头发，赶紧将帕子
包了上去。

奶奶的魔芋地只允许舅婆去，她们忙完
了就坐在魔芋地边，看地里飞出飞进的雀子，
看对面山上的羊群。我像一只小狗蹲在她们
背后，等着她二人可能回头看见我时扔给我
一把瓜子。她们磕着瓜子。有时狗也跑去坐在
她们身边，她们一声不响，狗也一声不响。

舅婆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摘帕子了。

鼻

三婶一早一晚都端着铜镜照她那矮趴趴
的已经瞎了的鼻子。从前这铜镜是不用的，现
在天天摆在她手中。早些天她从麦地里回来，
鼻尖上粘着几粒麦子，三叔说，你的鼻子长庄
稼啦。她没有搭理。现在她话多了起来，“我的
鼻子瞎了。”她说。

这天中午，她又端了铜镜坐在门口。精神
不太好，头发散披着。她用拇指和食指，顺着
两眼之间往下揉，这动作就像她在麦地里扶
那些已经结籽的麦秆：它们倒下去，她用两根
手指将它们挑起来，搭在其它麦子身上。可是
这脸上的鼻子就只有一个，没有另一只鼻子

可以依靠。她将鼻子揉得有些发红，鼻梁上的
黑斑也红了。

我把黄果皮递到她的鼻子前。问，闻得到
吗？她摇一摇头。我又将果皮卷起来挤了一
下，果皮里的水像下雨一样扑到她脸上。她打
了个重重的喷嚏，使劲掐了一下鼻子。

我说，鼻子瞎了，还会再长一只鼻子。我
正在上小学，读到那篇关于壁虎尾巴的课文。

三婶听完大笑。
比土阿妈用她不太通顺的汉话说，你三婶

是你三叔和你爸爸从外面偷回来给你三叔当
媳妇的。看看看，和她的鼻子一样不值钱啦。

比土阿妈这话把我绕晕了。听着好像我
有两个三叔似地。但我还是将它绕给三婶听。
她听完只说了三个字：死彝教。

三婶，我们也是彝教。我怕兮兮地提醒她。
三婶确实是和三叔偷跑来的。在她结

婚的当天从半路上逃跑了，和三叔藏在山
林里，当然还有我爸，还有另外几个人。我
爸是被三叔喊去负责打架的——另外几个
也是负责打架——如果当时需要打架的
话。对方人多势众，他们也人多势众，并且
藏于暗处。他们很顺利地把三婶带了回来。
三婶很多年没有回娘家，直到她的大儿子
出生才敢回去。

这个“不值钱”的媳妇有人喜欢也有人不
喜欢。喜欢的人说她胆子大，敢从结婚途中逃
出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说她丢
本份，从结婚路上跑出来活得脸不红筋不胀，
太臊皮。她们说，这样的媳妇是“养不家”的，
早晚还会跑路。

可是三婶没有跑。
这些旧事都是奶奶告诉我的。她把那些

人的样子和说话的口气都模仿得很到位。那
些人在遇到我的时候，问起关于三婶的事情，
也是那样的动作和语气。

现在，三婶端着铜镜认真修理她的鼻子。
她的动作像在修理那些坏掉的家具。也像在
麦地里捡麦穗。

鼻子瞎了就瞎了。管它呢。三婶自言自
语。太阳落坡时，她将那面铜镜放到高高的窗
台上去了。

奶奶说，你三婶最值钱的就是鼻子。我的
辣椒都是她舂的。我很多别个不愿意做的事
情都是她帮的忙。鼻子瞎了生什么关系？正好
什么味道也冲不着。什么味道想冲也冲不着。
眼睛不瞎就好。大好。

我已经记不起，我们班是初中最后一学
期还是最后一年被打散了，分到各班去的。我
们并不是太淘气，管制不了才打散的，郑东升
老师说，师范校招收了真正的师范生，他要去
教师范生去了，带的我们班只好打散了。

我分到二连四排，从楼上第一间教室
的一连一排。掉到楼下最后一间教室的二
连四排，好像一本书的封面和封底，正好读
完了就滚出师范校了。

开始了两门很新鲜的课：化学和地理。教
化学的杨友豪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和蔼，脸苍
白，身体有些虚弱的中年老师。他一进教室就
说，我身体不好，爱坐在板凳上讲课，不知道
会不会影响你们听讲？当然不会了，因为没几
个人想听那些奇奇怪怪化学符号。有一天上
着课，他突然停下了，脸上带着奇怪的笑，端
起茶缸子喝了一大口说，你们中有一个人上
化学课入了迷吧？他正悄悄地用镜子照自已
的脸，是在瞧自已脸上的化学反应吧？

我们都笑了，朝左右瞧着，看是谁在用
小圆镜瞧自已的脸。开始我们怀疑是个女
生吧，只有女生才爱照镜子。杨老师又说，
别乱朝女生身上瞧，女生照镜子是没有化
学反应的。男生才能瞧出化学反应。

哈哈，我们都笑了，就东找西找，想找
出那个男生。当然谁也没找出来。

下课后，有个女生说，她知道是谁。她
的同桌是那个姓屈的男生，此时正捂住脸
埋头坐在那里，好像很害羞的样子。姓屈的
男生也承认，自已是脸上发了好些青春痘。
他让我们瞧，我们却啥也没瞧到。

教地理的那位老师是从康中校借过来
的，姓余。他讲课像讲评书，整整一堂课都
不枯燥，安安静静没一个人讲话。我们都叫
他余壳子，就是最会吹壳子的人。他讲印度
闹饥荒，印度总统解决饥荒的办法是，叫所
有的饥民喝饱了水在太阳下晒肚皮，说是
那些可以增加叶绿素，肚子就不会感到饥
饿了。真的，在我们初中最混乱的一学期，
能遇上这样的老师，是我们的幸运。因为他
不仅把枯燥的课讲得生动有趣，还教了我
们学地理的方法，就是记忆地图，按地图的
方位来记忆，像读顺口溜一样从东到西，从
南到北，国家环境气候生存情况文化历史
民俗全清楚了。

二连四排是个全新的环境，没有我们
一连一排时的活跃，可读书的氛围要浓得
多。读书的样子长在脸上，就是话语不多的
成熟。再也听不见那种用尖厉的童音大声
叫嚷了，当然，是好些男生再也叫不出了，
他们的嗓音变得像公鸭子一样的怪一样的
难听了。

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中学时期最好的
两个朋友，肖洪全和张超。我是在语文老师
读一篇学生的作文时，认识肖洪全的，他的
作文写得真好，就是一件小小的事，他也写
出的真情与细节。不像我们的作文，就那样
干巴巴的把事情写出来，喊几句口号来结
尾巴。我很佩服地看着这位个子不高，背有
些扛的小男生，问他有没有好看的书，我们
交换着看。我正好有一本苏联反特小说，也
不知道是向谁借的，头尾都撕掉了，但中间
还是很好看。他把我的书翻翻，说自已手里
暂时没有好看的书，有几本《朝花》杂志，不
知道我愿不愿意读。我说行。

张超家住撒公馆那个小院子里，他父亲
也是刚从关外调到康定。他告诉我，正在背
唐诗，说熟背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溜。
那时，还不知道诗是啥玩艺，就去他家里瞧。
他拿出那本线装的纸张都有些粉了的书，随
便翻开两页让我读上面的文字，我怎么也读
不通。他读，读得很有味道，说读着舒服像尝
着好吃的东西，就是诗。他也练毛笔字，有一
本墨拓真迹本苏东坡的《醉翁亭记》，他让我
瞧上面的字，他满眼都是崇拜，说这是他见
过的最雄浑豪气的字，像苏东坡的文章与诗
词一样。我问他，苏东坡是谁？他有些不相信
我的无知，盯了我好久，说宋朝的大文豪，郭
沫若最崇拜的人。他拿了一本郭沫若的字帖
让我看上面的字，说全是学苏东坡的字体。
那一刻，我对这位瘦高个的眼睛有些细小的
同学崇拜极了，他懂得太多了。

少年志
◎嘎子

檐上的月亮
◎阿微木依萝

在雪山和城市的

边缘行走
◎格绒追美

草原之恋。苗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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