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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文学

她戴上老花镜，慢慢展开布包，里面露出来几本薄薄的书，她拿出一本黄色书皮的书，用食指在舌尖上沾一下，翻开一页，然后指着书

上的文字，边划边念……

在冬天的乡下，比起风或者雨，雪的书卷气实在是太浓了。在某个冬日的午后或者深夜，雪便飘飘洒洒的行走在乡下的山水间，一袭

白衣，天马行空，飘逸潇洒，远没有风的萧瑟和雨的嘈杂。风来之时，落木翻飞，杂乱无章；雨过之后，四下泥泞，一片索然。雪飞了，天地间

白茫茫的，浩浩荡荡，熙熙攘攘，却毫无声息，无不让人惊叹如此壮观的寂静。雪一到乡间，处处转瞬便文采斐然了。

那天，伯伯没去我的寝室，匆匆离开学校，他要快快赶回去，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母亲。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

个多小时，伯伯又站在我们的教室门口，他那张因为走路变得红润的脸，映在教室的玻璃窗上。我请假走出教室门，伯伯自责的对我说：

“看，自己今天高兴得，尽然把揣在兜里送你的钢笔给忘了。”说着把钢笔交到我手中。

我叫王莲花，也叫布媞措姆。
在我入学的那一天，我的班主任李晶晶对前来

送我的外婆说，你家孙女的名字比较拗口，而且长，
不好写，取个学名得了，现在都兴这个。

外婆对李晶晶说的汉话一知半解，连忙热切地
用藏语回复道，是，是，是有点长，我家布媞虽然长得
长，但比其他同学年龄小，才4岁，麻烦老师好好照
看，多谢老师！

李晶晶听得懂外婆说的感谢这个词，她觉得自
己大致了解了外婆的意思，点点头说，我听校长说这
娃娃的父亲叫王堆，她就跟着姓王得了，王……莲
花，王莲花怎么样？女娃娃跟莲花一样多好。

外婆说，是，是，旺堆是这娃娃的父亲，在外头忙
着做生意，娃娃的母亲要打理很多家事，娃娃吵着要
上学，我就把她送来了，麻烦老师了，你这么年轻就要
管这么多的娃娃，要是不听话请尽情教训，谢谢老师！

李晶晶说声不客气，在名单上写下了王莲花三
个字，然后扭头对着奶奶身后排队的家长和同学说，
下一个。

从此，我与五家村很多上过学的人一样有了两
个名字，在家我叫布媞措姆，在学校我叫王莲花。

在李晶晶的几次提醒下，我终于记住了我的新
名字——王莲花。我想，我出生的地方乡亲们叫伊尕
门，外地人喊五家村，但说的都是同一个地方，跟我
有两个名字是一个道理。

现在我读三年级，也就是说，我有王莲花这个名
字近四年了，我的班主任依然是学校里最年轻的老
师李晶晶。

李晶晶20出头，留着齐眉的刘海，走起路来马尾
辫一跳一跳，因为戴着眼镜，被五家村的老人们称为

“从玻璃里看出来的老师”。
李晶晶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对教育教学有着

天生的热情，但自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五家村，她
便被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难住了——她要
教的学生几乎都不懂汉语，而她又不懂学生们熟稔
的藏话。除了头一回上课时有本地教师曹建国做翻
译，她上课基本得靠比划。

记得我们入学不久后的语文识字课上到“鸡”这
个字，李晶晶在教室里来回走动着扑扇起了双臂，有
学生看到后指着窗外树梢上的小鸟，说“嘘”（鸟），还
有学生指着蓝天说，“拤”（鹰）……

李晶晶停止动作，她摇摇头，反复地拿手按压着
打开的书页，叨念着说，这课本太不科学了，怎么只
有笔画笔顺没有插图呢？她试着在黑板上画了一些
线条和圆圈，又摇着头擦掉，之后求救般望向窗外，
巴望着此刻学校里窜来几只游荡的鸡。可是，这希望
立刻遭到了破灭——校长刚刚请人安装的围栏安稳
地竖立在门口，上面的油漆鲜艳夺目。

李晶晶只好把双臂收回到身体两侧，摇摆着身
体在教室里走动，并且发出“咯哒咯哒”的叫声。

这回学生都懂了，异口同声地欢叫着说，“夏”（鸡）。乘
着教室里活跃的气氛，调皮的男同学李小龙窜出座位，在
教室里演起了母鸡刨食的动作，末了还从衣兜里拿出一
块鹅卵石，嘴里“咯咯哒哒”地叫嚷着生了一枚“蛋”。

这情景让大家哄堂大笑。
李晶晶却没有笑。
看到李晶晶严肃的表情，大家便立刻刹住了笑，

纷纷改用责备的目光盯着李小龙。
李小龙涨红着脸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在大家指

责的目光下慌张地看着李晶晶不断地抿紧嘴巴，最
后眉头一蹙，哗啦啦地流出了泪水。

现在我们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已经基本能听得
懂李晶晶说的汉话，但离她对我们的期望还差了很
远。比如说，我们的语文成绩很不好，不好到什么程
度呢？按照李晶晶的说法，我们的汉语拼音发音不
准，造句是病句，作文是病文。

在那次的语文识字课以后，李晶晶请示校长让
她改教数学或者高年级学生。所谓的高年级，也就是
三、四年级。

听了李晶晶的哭诉，校长说可以试着调换一下。
但是，学校里一共就三个老师，曹建国担任的是四年
级，也就是五家村小学毕业班的主课教学任务，这批
学生毕业后要进入乡里或者县上读书，在这节骨眼
上换老师就等于换一种教学方式，万一学生不适应，
那将直接影响五家村小学的升学率。

另外，三年级也归曹建国负责，这两个年级都是
他从学前班一直带到现在，如果改成上学前班和一
年级，那带毕业班的他将不堪重负。

那么二年级呢，二年级的数学呢？听了校长的
话，李晶晶追问。校长说，一般是由我带，但我的公务
多，不在的时候多，不在的时候，还是由曹建国代教。

可这里不是霍尔家的领地，这是西康省的省会，
藏龙卧虎的地方。眼前这个长相和风致都不凡的家
伙那样不卑不亢，谁知道他后面是什么背景。不知是
因为贡布的长相呢，还是因为贡布的气质，一见贡布
她就有一种好感，不自主的回头对手下人说：“不要
无理。”她微微则了则身子对贡布说：“你走吧。”

贡布早上就听锅庄主说甘孜霍尔女土司到了康
定，他早就听说霍尔女土司是一个美貌绝伦的仙女，
今天看到这气派，这风致，他认定这一定是甘孜霍尔
女土司。

女土司如此雍容大度，贡布见状也赶紧则了身
子说：“还是女土司你先走吧。”

“你怎么知道我是土司？”女土司正欲走上楼梯
却又停下来说。

贡布摘下博士帽对女土司微微欠了欠身说：“草
地里哪一个不知道甘孜女土司的美名，就算是没有
见过孔雀的人碰上了孔雀也会知道那是孔雀啊，因
为只有孔雀才有那么美啊。”

贡布这话说得这样得体，女土司高兴起来说：
“这位先生真会说话，你一定是来自西藏的贵族吧。”

贡布变得十分恭谦地说：“不瞒女土司说，我叫
贡布，是来自加尔各达的商人。”

“啊，原来是贡布大聪本，难怪气质不凡啊。”女
土司也不失时机的回了贡布一个赞美。

贡布赶紧退到梯口微微躬着身说：“刚才的事真
不好意思，女土司请上吧。”

女土司走上楼，随从们也上了楼，女土司在贡布
面前站住说：“我住在陈家锅庄，这是我们在康定的
老房主，贡布先生如果有空可以随时过来玩。”

“啊，太巧了，我也是住陈家锅庄，女土司大概是
昨天刚到吧，这太好啦，能够随时见到女土司的面是
我贡布的荣幸啊，如果不怕耽误土司的时光，我是会
来拜望土司的。”

“贡布先生说到哪里去了，你是做大生意的，我
们土司家也要做生意啊，我还想邀请贡布先生到甘
孜我的领地上去呢，那里的草滩很广，到草滩上遛
马、打猎是很有乐趣的事。”

“只要土司允许，我是一定要到你的领地上去打
猎的。”

“好，我看你也是一位好猎手。”女土司豪爽
的说。

女土司向贡布点了点头飘然离去。看着一群人
簇拥着女土司离去，贡布走下楼才开始后悔自己不
该下楼。可既然下了楼也就不好再上去了，抬他来的
滑杆还在等着抬他回去，他恋恋不舍地上了滑杆。

贡布见了女土司真是不能自已，他觉得自己
的心跳动得特别快，全身血液加快了循环，心中激
动着，有一种说不出的欢娱，这是第一次遭遇让他
如此激动的女子。过去常跟玛格丽特在一起，无论
从哪一点上讲玛格丽特都是一个十分具有魅力的
女人，她吸引着贡布，贡布也觉得玛格丽特这个混
血美女特漂亮，他们朝夕相处，看神父的意思大有
在贡布做完这件事后到国外去完婚。他与玛格丽
特一直交织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中，是情人，是同
事，是兄妹。按理，这种感情应是牢不可破的，可是
贡布在见到女土司后却突然忘记了这位既定的情
人，这说来是非常费解的。

他一路上想着这些乱七糟八的事，不知不觉滑
杆到了锅庄门口，下了滑杆，走进锅庄门，女锅庄主
就招呼上了，立即叫下人把酥油茶送上，可这一阵什
么美食对贡布都没有吸引力，他心里只想着女土司
为什么还不回来，一会儿在床上躺一躺，一会儿到走
廊上踱几步，只要听见锅庄院坝里有人声，他就从窗
户里探出头来看，可就是不见女土司的踪影。太阳落
山了，锅庄里的人送上饭来，贡布问送饭的女人：“那
一位女土司是住在锅庄里吗？”

“你是说霍尔女土司吧，就住在前面，跟你这屋
子隔三间。”送饭女人说。

“怎么没看见过？”
“下半天去泡澡啦，现在还没回来，大概又是被

哪个官家请去了，她到了康定很少有时间住在锅庄
里，请她吃饭的都应付不过来。”

“晚上总要回来嘛。”贡布说。
“那也是很晚的事了，别人要她玩，她又不好推，

有时还要打麻将，她说她到了康定很累。聪本是找女
土司有什么事吧？”

“啊，没有，只是随便问问。”
送饭女人走后，贡布看着桌上的饭却没有心思

动筷子，女土司的翩翩身姿总在他眼前晃动。送饭的
又送上酒来，贡布倒了一木碗酒慢慢喝着，细细的品
味今天二道桥的那一幕奇遇。不知什么时候他睡着
了，当他醒来时听见楼廊上噪杂的人声，知道是女土
司回来了，赶紧跑过去推开窗户，女土司和随从早已
进入了楼廊上的房间，只见则面的几间楼房门开着，
灯光和人影在楼廓间闪忽。

那一夜贡布很晚才入睡，第二天早晨贡布醒来
时女土司早已出门。

没有想到第二次碰上女土司竟然是在自己的瞄
准器里。

女土司啊女土司，为什么我偏偏会在这个关键
时刻碰上你？这不安心要我贡布失败吗？

贡布对于与女土司的意外遭遇和自己反常的举
动说不出的纠结懊恼，他抱住自己的头，坐在大青石
上一动不动。

苻生大肆杀戮，朝中大臣个个感
到危在旦夕。御史中丞梁平老暗中建
议苻坚要设法自保。

苻坚表面上不动声色，背地里跃
跃欲试。他与兄长苻法秘密商议，但
苻法畏惧苻生，不敢轻易发动政变。

一天，太史令向苻生进言道：“太白
犯东井，必有暴兵起于京师。”苻坚听了
这话，害怕苻生怀疑自己，吓得在朝堂
之上几乎站立不稳。没想到苻生狂笑着
说：“太白入井，想是渴了要饮口水，这
与人事有何关系？”说着笑得跌倒了。

退朝之后，苻坚心里十分惧怕，夜
里不敢脱衣入眠。当夜，苻生梦见大鱼
食蒲，以为不祥，又听到长安有孩童唱
歌谣：“东海有鱼化为龙，男便为王女为
公，问在何所洛门东。”心中甚为不乐。

苻坚是龙骧将军、东海王，府邸
正在洛门东，这歌谣明显指的就是东
海王苻坚。苻坚寝食难安，他觉得自
己已被人陷害，就要卷入一场宫廷斗
争之中，故而第二天称病没有上朝。

幸好苻生当时没有想到是苻坚，
反而怀疑是广宁公鱼遵，便当即下令
将他处死，为了斩草除根，又将其七
子十孙全部杀掉。过了一夜，长安城
中又传唱起另一种歌谣：“百里望空
城，郁郁何青青？瞎儿不知法，仰不见
天星。”苻生听到后，十分生气，命人
将境内的空城全部毁去。

金紫光禄大夫牛夷见苻生太过
暴虐，为避祸乞请外调。苻生狞笑着
说：“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卿忠肃笃
敬，宜跟随朕左右，岂有外镇之理？”
随即任命他为中军将军，并调侃他力
气过人，能负重百石，准备将鱼遵爵
位赏赐于他。牛夷听后惴惴不安，生
怕做鱼遵第二，当天便服毒自杀。

夜里，苻生突然醒悟到东海王是
苻坚，便对宫女说：“苻法、苻坚兄弟
亦不可靠，朕明天一早就除掉他们。”

这宫女近日才调到苻生身边，名
唤鄢紫。其姐鄢红前几日刚刚被杀，原
因是苻生出游阿房宫，路上看见有男
女二人同行，容貌秀美，便让左右拦住
二人，当面质问二人可是佳偶，可否成
婚？二人答是兄妹，不宜成婚。苻生淫
笑着命令这对兄妹即刻成亲，就地交
欢。二人素闻苻生荒淫无道，吓得战战
兢兢，磕头求饶。苻生依然强行要求，
二人宁死不从。苻生恼羞成怒，拔出佩
剑将兄妹二人砍死。嫣红不忍视之，以
手掩面，被苻生瞧见，也一并刺死。

鄢紫好不容易熬过了白天，连吓

带累已经支持不住。谁知夜里，苻生还
要在太极殿大宴群臣，下令众人敞怀
痛饮，极醉方休。尚书辛牢曾因监酒不
力，被一箭射穿脖子。群臣听令，个个
强颜欢笑，不敢不满觥强饮，最后全部
醉卧地上，人人失冠散发，丑态百出。
鄢紫在一旁伺候，生怕苻生发怒，吓得
两股战战，差点摔碎了茶杯。苻生不仅
不怪罪众人有失体统，反而以此为乐，
又连饮几大杯，自觉支持不住，才扶着
鄢紫返身入寝宫而去。

苻生醉醺醺地卧倒在床，嘴里不
停地嘀咕着苻坚和苻法的名字。

这几天，鄢紫亲眼目睹了数起惨
剧，早已魂飞魄散，现在又闻此言，更
是心惊胆战，暗想明天朝堂之上又要
上演手足相残的血腥一幕了。她反复
掂量，难以决断。

苻生禽兽不如，什么伤天害理的
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听嫣红姐姐说苻
生与爱妃登楼赏景，妃子指着楼下一
男子问此乃何人。苻生见是美男子尚
书仆射贾玄石，以为妃子嫌弃自己独
眼，醋意大发，解下佩剑交于卫士，令
取回贾玄石首级。妃子闻言，吓得瘫
软在地。卫士携剑下楼，转眼间就提
着贾玄石首级复命。爱妃又惊又悔，
生怕苻生迁怒于己，匍匐在地上不停
磕头请罪。幸好这位妃子姿色美艳，
正被苻生宠爱，才保住了一条小命。

一日，苻生上朝时下旨派人修治
渭桥，金紫光禄大夫程肱为了不误农
时，劝谏了几句，苻生勃然大怒，命人
将其斩首示众。不久大风拔起树木，
行人被刮倒在路。宫中讹传有贼，人
人自相惊扰，宫门白天也紧紧关闭。

还有一次，有大臣来报潼关以西，
长安以东，有虎狼跑出荒野吃人。百姓
深以为苦，不敢下田耕作，纷纷躲入城
邑。百官奏请苻生勤政禳灾，苻生狞笑
着说：“上天惩罚百姓，皆因他们罪孽深
重，此乃上天特降虎狼替朕助威，你们
何必多管闲事！”群臣吓得哑口无言。

光禄大夫强平乃苻生亲舅，实在
看不过去，入殿劝谏苻生应爱民事
神。强平话未说完，苻生便命左右用
凿子凿穿强平头顶。强太后听说兄弟
惨死，昏倒过去。

苻生身边宫女太监走马灯似的
轮换，苻生稍不顺心就拿他们出气，
可怜这些宫女太监们几乎都不能善
终。嫣红姐姐在苻生身边伺候没有多
久，便面黄肌瘦，夜里常做噩梦。鄢紫
隐隐约约从姐姐那里得知，宫女们不
光要随时侍寝，还要按照苻生的命

令，脱光衣裳与太监们在大殿上
调笑，如有拂逆，格杀勿论。

如此看来，苻生身边的
仆役早晚都难逃一死。横
竖都是死，倒不如救东
海王苻坚一命。苻坚素
有贤名，如能除掉魔
王，不光是救了自己
和宫里的姐妹，也是
救了普天下的老百
姓。想到这里，宫女鄢
紫痛下决心要救苻
坚和苻法。

鄢紫的父亲虽是
小商贩，却粗通文墨，
见两个女儿生得仪容
不俗，视若掌上明珠，特
意为她们姐妹取名鄢红
鄢紫，做梦都盼望着她们
有朝一日改换门庭，大红
大紫。可怜父亲去世早，要
不然姐妹俩也不至于入宫
为奴。鄢紫趁着苻生昏睡过
去，偷偷溜出寝宫。恰好值更

的皇宫侍卫是与鄢紫一起长
大的大春，鄢紫央他将自己悄

悄送出了皇宫。
无巧不成书。这时，苻法在

梦里也看到一个天神对他说：
“明天，你将大祸临头了。”苻法
吓得醒了过来，赶忙派人出去打
探消息，恰好遇到宫女鄢紫来报
信。苻法听了密报，犹如五雷轰顶，
他来不及穿鞋，当即找到苻坚，兄
弟二人连夜带了三百多名壮士，悄
悄混入宫中。他们小心翼翼，准备
遭遇一场恶战，哪知大殿侍卫大春
等人早就恨透了苻生，看到苻坚他

们不仅不抵抗，还统统扔掉武器，主
动带路。苻坚的队伍一下子壮大了许
多，沿途的侍卫见状全部倒戈，跟到
苻坚后面，叫喊着要去杀掉苻生。

苻生喝得酩酊大醉，躺在龙榻
中，朦胧之中看到四周围满了士兵，
依然像往常一样大声质问道：“什么
人在此吵闹？怎么不拜见朕？”

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苻坚命令
士兵把苻生从床上拖下来，拉出去关
到大牢里，废为越王。

“天助我也！苍天有眼，佑我大
秦，请受我一拜。”事成之后，苻坚仰
天长啸，恭恭敬敬地在殿外跪拜，以
额触地，咚咚作响。众将士一同跪倒，
齐声山呼：“苍天有眼，东海王当立。”

一场宫廷政变，没有流血牺牲，
没有负隅反抗，没有任何阻挡抵抗就
结束了。坚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苻生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多少人为
了除掉苻生，反招致杀身之祸。自己
也是密谋多次，始终不敢动手。没想
到因为宫女鄢紫的通风报信，居然轻
易地成功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苻生
落得如此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

苻生醒来以后，发现自己成了阶
下囚，也不叫屈，只要喝酒吃肉。苻坚
命人送去酒菜，苻生一言不发，只管
躺着喝酒。杀人如麻的恶魔不过是个
醉生梦死的废物。侍卫们都暗中发
笑。苻坚派人逼他自杀。苻生自知天
怒人怨，绝无生路，也不惧怕，只求上
路前吃一顿好酒好饭。临刑前，他喝
得酩酊大醉，被使者勒死，结束了他
恶贯满盈，仅仅二十三岁的生命。

国不可一日无君。除掉苻生，就
要考虑拥立新君的大事。苻法年长，
办事稳重老练，但是庶出，不如苻坚
身份尊贵。苻坚虽然年轻，却是苻家
嫡子，世袭家族爵位，威名远扬，是万
人敬仰的东海王。两人推来让去，都
不愿登基。这时，苻坚母亲苟氏当仁
不让地站出来主持大局了。苟氏是苻
家的正室，性格刚强，说话向来极有
分量，但这一次，她像个弱女子一样
一边流泪，一边诉说：“治理社稷责任
重大，坚儿年轻，历练尚少。可怜国家
不幸，主上失德，群龙无首，诸位非要
推他登上大位，他也只能勉为其难
了。只是以后国家若出了问题，你们
也不能全怪坚儿，也要多多担待呀！”

这一席话说得及其婉转，大臣们
一听也全明白了，立即跪下磕头，拥
立苻坚为帝。

苻坚也不好再推辞，勉为其难地即
了皇位。为了表示自己的谦卑，他没有
直接称帝，而是降一级，自称“大秦天
王”，尊母亲苟氏为太后，让哥哥苻法都
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等，并且
把自己东海王的爵位也让于哥哥，使他
成为王室举足轻重的二号人物。

苻坚即位之后，奖罚分明，首先
要奖赏拥立有功之人。宫女鄢紫胸怀
天下，冒死报信，一时被众人称赞为
女中豪杰。大春拥立新王，识时务者
为俊杰，也被列为灭贼功臣，加官进
爵。鄢紫见天下太平，便央求大春带
她远走高飞，大春苦笑道：“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我们逃到那里去？妹妹
拥立有功，自然是要做天王的妃子。”
鄢紫听了，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默
默地走了。后来，在苟太后的主持下，
苻坚迎娶了鄢紫，并册封她为德妃。

苻坚即位之后，与任东海王时一
样勤勉努力，积极进取。他四处寻访
贤士，起用王猛等人，实行了一系列
强国富民的政策，尤其是制止了氐人
等对汉人的残酷迫害，遣散了很多汉
人奴婢，深得中原百姓爱戴。老百姓
们甚至把苻坚美化成天神，民间流传
着各种关于他的故事。

据说苻坚的出生是个谜。他母亲
苟太后婚后多年不育，一次上巳节时
去漳水边祭拜郊媒，当晚梦见一个神
人从天而降，与她缠绵半宿。不久便
有了身孕，十二个月后生下苻坚。

苻坚出生后，父亲苻雄见其背上
有模模糊糊字迹，仔细辨认，原来是

“草付臣又土王咸阳”。“草付”是“苻”
字；“臣又土”是繁体的“坚”字。苻雄
大喜过望，认定这是上天注定的好事
情，于是为儿子取名“苻坚”，希望他
有朝一日在咸阳称王称霸。

五家村
◎央今

康巴女土司
◎牟子

璇玑图
◎梁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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