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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情怀

阿妈的酥油灯
1982年，我在西藏日报社任

副总编辑，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

听到一个关于酥油灯的故事。几

十年来，这个故事始终萦绕在我

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一天，天寒地冻，路面因积雪

而变得很滑。部队的三辆军车前往

当雄雷达站运送物资。在一个转弯

下坡处，第一辆车忽然发现坡下来

了一群牛羊，司机连忙踩下刹车，

结果车轮在冰上打滑了，碰巧放牧

的小伙子冲上道路驱赶牛羊，失控

的汽车撞倒了小伙子。后面的军车

立即掉头将受伤的小伙子送往当

雄县医院。遗憾的是，小伙子因伤

势太重没能抢救过来。

出事后的第二天，八名解放

军把小伙子的遗体送回阿妈拉巴

家，她才知道自己的儿子出事了。

拉萨西郊大站的副站长、肇事司

机和其他几名士兵来到阿妈拉巴

家。肇事司机手捧哈达、身背大

米、肩扛茶砖、怀揣一万元现金，

连长带头跪在阿妈拉巴面前赔

罪。阿妈拉巴连忙将连长和士兵

们一一搀扶起来，说道：“你们是

解放军，过去进藏受了苦，现在运

送物资还是辛苦，你们已经够好

了。你们送来的东西我一概不能

要。这钱若是国家的，请用于军队

开支；若是你们个人的，建议拿到

寺庙供灯吧!”

事故发生后的第四天，阿妈

拉巴依照藏族习俗为儿子举办了

丧事。她把儿子放牧的牛羊卖了

三十多只，换得的钱除用于丧事

开销之外，大多布施给穷人。剩下

的牛羊交给亲戚代管，她则在家

中默默地为儿子点上了一盏常亮

的酥油灯。

我们驱车来到阿妈拉巴的

家。她是一位朴素谦和得没有任

何特点的老人，瘦小，黝黑，背已

经很驼了。她的家是一栋牧区特

有的矮小土坯房，只有一扇窗户，

屋子里很暗，却有一盏明亮的酥

油灯供在佛龛前。灯光照亮整个

屋子，一位喇嘛盘腿坐在藏式木

床上，闭目专注地祈诵着超度经。

拉巴阿妈请我们在屋外坐

下，由于她认识尼玛，误以为我是

公安局的领导，还没来得及端上

茶就一再向我解释道：“我的儿子

死了，我不希望再有一个人失去

儿子。哪家小孩不是父母的心头

肉？我原谅了肇事司机，你们也要

宽恕肇事司机。”说着说着，她匍

异乡客
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四人再

次齐聚在尖沙咀二十几层楼高

的酒吧，面向维多利亚海港的点

点华灯干杯时，我们再次谈起自

己为什么要离开家乡。

阿依当年自学日语后只身

到日本读书；田页在国内外几个

城市辗转，最终选择了北京；佳

佳凭着四年前偶然的机会至今

留在黎巴嫩；而我一时冲动，如

今来香港已经七年。

我对她们说，和很多香港本

地人聊过生活理念之后，我觉得

有必要重新和老朋友谈一谈离

开家乡生活的意义。

改变我们的不是视野，而是

痛苦。

我们这一代内地青年，背井

离乡是很平常的事：生在A城，

到B城读大学，毕业后又到C城

工作。我们像候鸟一样从一个地

方飞到另一个地方。

从“逃离北上广，还是回到

北上广”“要不要回家乡发展”这

种大命题，到“过年要怎么回家”

这种小问题，我们都关心。关于

跨地域生存的所有波澜，就这样

理所当然地镌刻在我们的生活

中。

当我在面对香港的同龄人

时，才体会到这种生活并非必

然。除了小部分人，多数香港年

轻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求学

于斯，工作于斯，死于斯。他们的

意识中几乎没有“离开香港”这

个念头。

他们始终离父母很近。到二

三十岁时，他们平日聚会的一帮

好友依然是中学同学。年少时在

一起的男孩女孩，往往就这样交

往下去，直到结婚。

这就是他们认为的理所当

然的生活。

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这种生存状态会令我们看

世界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曾回家参加以前朋友的

聚会，几个人里除了我，一个在

教育局，一个在开保健品店，另

一个在做微商。席间话题的烟火

气非常浓郁，我根本插不上嘴。

而后他们一时无话，三个人联机

打起《王者荣耀》。那一刻我觉得

他们离我很近，又似乎很远。

我当然不敢也不可能有什

么留学生的优越感，在座的收入

夜雨双唱
立夏时至，薄凉。少了往年

那份早来的湿热。衣衫帘影，楼

应该都比我高。反而是现在的留

学生、海归都战战兢兢的，生怕

国内朋友误会自己有优越感，一

不小心就伤害了对方的自尊心。

就好像生活在我们之间画

了一条线，把人分为“在异乡生

活过”和“没在异乡生活过”两

类。你们觉得重要的事情不一样

了，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了，感兴

趣的内容也不一样了。

带来这种改变的肯定不是

收入。倘若生活的优渥是评判生

活的唯一标准，那当代的异乡人

必然底气不足。

而下一个被提上台面讨论

的是视野。古人爱说“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倘若一个人走

得远，接触了更多新鲜事物，视

野自然就更广阔。

但改变我们的其实是痛苦。

是错位与抽离带来的孤独感和

流离感，是身份重置时面对的认

同迷茫。那些跨地域生活必须面

对的所有痛苦，让我们变成了另

外一类人。

跨地域生活本质上是一种

人为的错位。

如同一个齿轮，把它从舒适

的成长运转中生生地拔出来，安

置在一个陌生的机械中，它试图

重新找到嵌入的位置，开始转

动。结果是，我那些出国在外的

朋友或多或少都受过抑郁的困

扰。

几年前读过一个内地来港

女孩的故事。她觉得香港是个冷

漠无情的金融城市，来港四年，

得到的温暖寥寥，后来抑郁了。

有一天，她在连锁餐厅吃饭，拼

桌的本地大叔突然和她搭话，聊

起自己的好几份兼职：送外卖、

卖水果、做后厨。大叔说香港是

个压力很大的城市。她的眼泪突

然夺眶而出：“我觉得压力好大

啊。”接过大叔递过来的纸巾，她

放声大哭。

跨地域生活过的人对这种

感受都不陌生。这种情绪之下，

是当你“独在异乡为异客”，面临

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的摆放时，

需要面对的自我认知冲击。

当你在家乡生活的时候，民

族认同或者地域认同从来不是

首要问题。而当人客居异乡时，

地域、身份的认同会突然在你的

生活乃至生存中占据重要的位

置。

为了能够融入生活圈子，有

的人会迅速全盘接受所在地区

的一切文化和价值观，讨好本地

居民，甚至对原生地表现出唾弃

和抨击。我们将前一种人称为

“海外留学生小粉红”，后一种人

称为崇洋媚外。

但这背后起作用的，恐怕心

理因素多于价值立场。在外生

活，面临身份错位与落差，人总

需要调整位置以重新达到平衡。

如果这时候再有人问，“你

是哪里人”时，你会回答，我是这

个世界的异乡人。 文/杨不欢

匐在地，双手合十，磕头。

肇事司机叫刘志，出生在河

南。出事后，他的父亲专程从河南

赶来，坐火车、搭汽车、走山路，用

了整整二十五天才赶到当雄。他

给拉巴阿妈带了一堆河南的土特

产和一万块赔罪钱。当时，这可不

是一笔小数目，刘志家是普通的

农民家庭，这笔巨款是他父亲东

挪西借凑来的。没想到，拉巴阿妈

对刘志的父亲说：“你拿来的钱我

一分也不会要，如果是你借来的

钱，以后要还债，你还债就等于我

在还债。请放心吧，我会帮忙保你

儿子出来。我的儿子不在了，你的

儿子不能再失去。我已经把他也

看作我的儿子了。”

阿妈拉巴料理完儿子的后

事，就提着酥油茶、带着风干牛

肉，跑去看望拘押在看守所的刘

志。后来阿妈拉巴又跑到拉萨西

郊大站、拉萨市交警队挨个儿给

刘志求情。刘志还是被判了刑，在

阿妈拉巴的苦苦哀求下，判了当

时最轻的处罚———劳教五年。

我再去拜访阿妈拉巴是车

祸发生四年之后的一个夏天，阿

妈拉巴家的老房子还在，里面的

那盏酥油灯仍然摇曳不熄，喇嘛

的念经声时断时续地传到屋外，

不同的是在老屋的另一头，一座

新房的地基已经打好。一个精壮

的小伙子，穿着一身藏装，正在

那里打土坯。阿妈拉巴看见我

后，便向那小伙子招呼道：“阿吾，

快来见见客人。”“阿吾”在藏语里

是儿子的意思。原来，这个小伙

子就是刘志，他已经提前一年结

束劳教，自愿来到阿妈拉巴家。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阿妈拉巴

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整

个藏区。阿妈拉巴家周围有了好几

家邻居，住的都是崭新的房子。我

去的那天，门口站满了大人和小

孩，都穿着藏装，只有阿妈拉巴身

边的一对男女穿着汉装。那男的是

刘志，那女的长发披肩，穿白色短

大衣、黑色百褶裙，面颊红润，在草

原上显得十分时髦和抢眼。阿妈拉

巴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似的，牵着她

的手，笑眯眯地向我介绍说，她是

刘志的女朋友，从河南过来的。

更让我惊讶的是，刘志靠着一

手打土坯砖的好手艺，组织了几十

个藏族青年成立了砖厂。阿妈拉巴

家的新房里，沙发、桌椅、黑白电视

机、卡带收录机、太阳能小型发电

机……一应俱全，拉萨城里许多工

薪家庭还没这么气派。

环顾草原，唯一不变的是，阿

妈拉巴家原来低矮的老屋依然还

在，那盏酥油灯的光明和喇嘛的

朗朗诵经声依然还在。文/丹 增

下竹梢芭蕉叶动。几日里，只唤

来一场短暂雨声。

只在窗前地台，沏一壶茶，

翻几张纸页，凝神时刻，却被一

曲挽留。

应是赵聪演绎的琵琶曲《夜

雨双唱》，婉约之间，好像应和当

下。那浮在雨夜上的时光，漂染

着灯的昏黄，夜的流离，以及了

然于心的促动。

《夜雨双唱》从音箱里慢慢

流出，浅浅地，缓缓地，如暗泉溢

出，漫过卵石。笛声而起，好似只

为幽幽而生，婉转有余。等待着

琵琶声来，却不急，像洇着茶，需

浮出浅叶，催出茶涩后最初的沁

香。中阮琴声起，指拨有力，暗合

琴筝的韵律，像正打开古城之

门，朝霞穿越城砖，有着一缕金

色的光芒，神秘不失庄严。

中阮声色往复，轮回间，只

待琵琶声起。婉转登场。

那期待着的琵琶韵律，终浮

上耳畔。大珠小珠落玉盘，一番

情愫在怀，直抵心扉。冥冥中，一

声声有着跌宕。重复之间，耳熟

之际，应是《夜雨双唱》整曲精华

所在。

一声声琵琶语铺陈，淋漓着

轮指，体现着琵琶的手法，幽怨、

兴奋、高亢、低缓，无不被情绪左

右。好像在即来时刻，君问归期

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有着

这样倾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

话巴山夜雨时，有着这般作答。

一曲收敛，半晌时刻，沉静。

窗外雨也住，那乐器上浮动的音

符，开始在暗夜中徘徊，迟迟不

去，迂回在空间里。心绪早已被

撩拨，像半饮了酒，在不知不觉

中，默然着，独守空旷与阒寂。飘

缈着，若即若离的神伤。浅醉着，

不知为何而来，不晓为何而去。

想起宋人蒋捷，在一首虞美

人中填词。“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不知是

否也是在这样的雨夜，年少时

分，红烛盏盏，昏暗灯光下罗帐

轻盈。而光阴后，已为中年，客居

他乡，蒙蒙细雨间，茫茫江水，孤

舟上，水天里，西风吹，孤雁横飞。

音律轮回 ，像是往复十年

梦，何其匆匆。“而今听雨僧庐

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

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人

老鬓白，再听雨时，匆匆而就浮

生过往，悲欢离合总无情。俱往

矣，任凭雨打窗棂，点滴间雨水，

已撩拨不了逐年苍老心。

一阵风吹，又一初夏时来，

莫不感喟，春又走，一年既已达

半。世人忙碌，只在一年又一年

时节中穿梭，像越过山岗竹林，

皎洁月色，旭日暖阳，不经意间，

走失了缘分，忘记了约定，消失

了约伴的人。

一任阶前，夜雨双唱，点滴

过往，转身望去，那些人，那些

事，不免又心生牵挂。不妨暂缓

脚步，等等我们早已走失的灵

魂。 文/杨 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