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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妈

49日

◎作者：宋晓俐

台海出版社

★接 近 天 堂 的 地 方 ，一
定有美好的爱情发生

★49天之内，

梅朵一定
要找到离家出走的汉族
男友和藏獒， 穿越雪山
和湖 泊 ，在 未 知 的 317 国
道上， 这场关于寻找的
冒险， 却以一种巨大的
转折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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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俩在官网上看了看， 我选
了最喜欢的“玫瑰金”，关一山别出
心裁地喜欢上了“亮光黑”。几天后，
我们俩就迫不及待地上网查了机
票，盘算着一起去趟成都，一是去订
两个新手机， 二是正好可以去玩几
天。 可谁知在我们订好机票的当天
晚上，阿爸打来电话，说他第二天下
午要带着琼达姑妈到拉萨, 有重要
的事情和我商量。 年近七十岁的琼
达姑妈是阿爸唯一的姐姐， 因为腿
不好很少出门。 阿爸对姑妈十分敬
重，所以我也不敢怠慢，虽然有点不
太情愿， 可还是决定留在家里等他
们。没办法，买手机的事就只能交给
关一山了。
上午，关一山就拿了钱走了。我
开始在家里准备一些吃的， 并叫了
小时工把屋子打扫一新， 等着阿爸
他们来。 下午3点多，姑妈和阿爸终
于到了， 一起来的还有阿佳普赤和
元旦。他们几个都穿着新做的藏装，
看上去喜气洋洋的。 尤其是阿佳普
赤，穿了一身紫色的藏裙，脸上还化
了淡淡的妆， 猛地看上去像个新娘

子。森柱看到他们进来，高兴得像个
孩子一样蹦得老高， 硕大的尾巴摇
得像大风吹过， 它一会儿扑到阿爸
身上，一会儿又扑到普赤身上，森柱
聪明，知道关一山不喜欢元旦，所以
独独不理元旦。 元旦想伸手摸摸森
柱，谁知森柱低叫了一声，摇头晃脑
地躲开了他的手扭头进了屋。 元旦
伸出来的手悬在半空许久， 有些不
服气地说：“这个狗东西， 喂它那么
多肉它却总不理我。 ”
我看着森柱的样子， 忍不住笑
出声来， 扭头丢给他一句：“连狗都
烦你！ ”
“阿佳，你好漂亮，打扮这么好
看，你是不是要嫁人了？ ”我跑到阿
佳普赤的身边，拉起她的手逗她。藏
语里，阿佳是“
姐姐”的意思，普赤是
“希望能够带来一个弟弟” 的意思，
汉族人也会给家里的女儿取这样的
名字，一般会叫作“招弟”。普赤比我
大十岁，在我的记忆里，她是我在草
原上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 她身材
挺拔修长，长相甜美温柔。这么多年
来，她比疼元旦还疼我。 小时候，她

陪我睡觉，给我唱好听的歌，给我扎
头发编辫子，帮我洗衣服，教我怎样
照顾自己。 就连我少女时期第一次
来例假都是阿佳普赤照顾的。 我清
楚地记得，那天，她把白色的卫生纸
扯出长长的一段， 细心地叠出一个
正方形， 然后把正方形中的两个角
对折，再对折，很快就叠出一个细长
形状的卫生纸垫， 又悄悄地教我怎
样垫在内裤上才不会让经血弄脏衣
服……她轻声嘱咐我， 以后来例假
的时候不要吃凉的东西， 不要碰凉
水。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阿佳普赤，
纵然阿爸有再多的钱， 我的童年一
定是凄苦的， 是普赤让一个从小没
有妈妈的女孩儿没有受过一点点委
屈，她既是姐姐，又像妈妈……
普赤性格温和， 从来不和别人
争执， 可是当隔壁村子里的坏小子
想要欺负我时， 一向温顺的普赤就
会突然间变成一只凶猛的牦牛，挥
着手上的鞭子， 敢和比她大好几岁
的男孩子动手。
我在普赤的呵护下长大， 一心
巴望着能够像她一样美丽漂亮，可

报到

关东往事

◎作者：石钟山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唯 有 忠 诚 是 信 仰 ，唯
有 信 仰 可 依 靠 ”。 《 激 情
燃 烧 的 岁 月 》《幸 福 像 花
儿一样》 作者石钟山全
新力作

★说 一 曲 荡 气 回 肠 东 北
往事， 唱一首家国情仇
爱恨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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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阳从长春坐火车赶到了哈
尔滨。 上火车时，雪一直在下。 坐在
火车上，车窗被霜封死了，外面什么
也看不到。车厢里人不多，稀稀落落
几个人，其他车厢也大抵如此。车厢
里冷得出奇，自己呼出的哈气，一团
一缕的。几个小时的车程有些难耐，
他伸出手掌把车窗融开， 露出巴掌
大的洞，他扭着脖子向外面看，目光
所及之处的田野都是白茫茫的一
片，一个人影也见不到。 不一会儿，
融化开的一小块窗户很快就被霜封
死了，他索性不看了，跺着脚。 他发
现，其他人也都在跺脚。
他的目光很快被角落里的一个
青年女子吸引了， 那女子穿灰色格
子呢子大衣，身上背着个小包，样子
像名大学生。
他定睛地看女孩， 女孩意识到
了，抬眼也向他这里看了一眼，很快
就收回了目光， 专心地在窗霜上画
着图案。 他恋恋不舍地扭过头，心
想：这姑娘长得悦心悦目。因为发现
了这个姑娘，几小时的时间，变得不
再那么难熬了。
那姑娘也在哈尔滨车站下的火

车， 一下车就被另外一个女人接走
了， 两人小声地说着什么， 走得很
快，连头也没回一下。
他在出站口， 看到一个穿警察
制服的小伙子手里举了一块用硬纸
壳写的牌子：马天阳。 他想，接的就
是自己了。他向小伙子走过去，路滑
差点跌倒。他背着行李卷，手里提着
包，这是他的全部家当。小警察咧了
下嘴，吸了吸鼻子问：你就是长春来
的马天阳？ 他点点头说：我是，辛苦
你了。 小警察没搭他的茬， 转身就
走，走了两步才说：跟我来。
他小心地跟着小警察走去，路
都结了冰，他走得分外小心。
不远处，停了一辆三轮车，小警
察把写着他名字的纸壳扔到三轮车
上，冲他说：上车吧。 他把行李和提
包放到平板三轮车上， 小警察从兜
里掏出一枚钥匙，蹲下身去开锁。这
时他才发现， 车轮被一条铁链锁到
树上了。
解开锁，小警察骑上去，头也不
回地冲他说：上车吧。
他犹豫一下，还是坐到车上。 小
警察弓起身子用力地去蹬车。 他心

里有些不忍，不知说什么好，冲小警
察的背影问：贵姓？
姓张，以后你就叫我小张好了。
小警察头也不回地说。
车骑了有一会儿， 从大街上下
来，又走了两条小巷子，最后骑进一
个灰色的门，门上有牌子，牌子上写
着：哈尔滨市道里警察局。
小张把车停好， 帮他拿过车上
的东西，他去抢，小张没理他，仍拿
过东西，向一扇门走去。这是一扇比
其他的门宽大许多的门， 门楣上有
牌子：局长办公室。
小张喊了一声： 报告。 话音未
落，用膀子就把门挤开了，他在后面
忙跟上。
走进屋内，一下子温暖起来，一
只很旺的火炉在屋中央燃着， 铁皮
烟囱呼呼有声。 小张冲坐在桌后的
一个老警察说：局长，人我已经接回
来了。
叫局长的人，“嗯”了一声。
小张把他的行李和提包放在墙
角的沙发上，走到门边，回过头冲局
长道：局长，有事你就喊我。
局长挥了下手，小张就出去了，

重庆出版社
★八十一难，实为八十一
案；十万八千里漫漫取经
路，成为一个接一个的罪
案现场
★名著《西游记》焕发新
奇光彩，妖魔鬼怪一一现
出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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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是关门声。
马天阳立正站好， 打量着眼前
的局长。局长四十多岁的样子，身子
有些胖，身穿警服，一只皮帽子放在
桌角。 桌上放着几份文件， 还有纸
笔， 榆木墩子做的烟灰缸里插满了
烟头， 像一座小山似的矗在局长面
前。局长伸手抓过烟，烟是“哈德门”
牌的，点上吸一口，眯眼看他。
局长问：警校毕业的？
他忙伸手在怀里掏证明信，这
是警校开具的，上面有他的名字，还
有毕业的专业等。他把盖有“
满洲国
警察学校” 印章的证明端正地摆放
在局长面前。
局长没看， 把吸了半截的烟戳
在小山似的烟灰缸里： 那你应该会
说日本话喽？
他立正站好：报告局长，学校里
学过。
局长用一双粗手在脸上撸了两
把：妈了个巴子，不会说日本话，老
被日本人糊弄，这下好了。你以后给
我当副官兼翻译官。
（精彩下期继续……）

西游之前

西游八十一案

◎作者：陈 渐

是长大后，我发现，我的模样永远赶
不上她一半， 就连个子都始终比普
赤矮大半头。
让我奇怪的是，这么多年来，阿
佳普赤一直没有结婚。 提亲的媒婆
差不多挤破了她的帐篷， 可是阿佳
始终没有点头。 她心无旁骛地照顾
我，在我长大离开家之后，又开始照
顾年迈的琼达姑妈， 并不时地帮阿
爸打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 没有人
知道她为什么不肯结婚， 倒是关一
山这个“八婆”曾猜测过，说阿佳普
赤心里一定有人， 只是没办法和那
个人结婚，所以一直单身。
有一次， 他还贱兮兮地扬着又
黑又长的睫毛问我， 阿佳普赤爱的
人会不会是你阿爸？ 没等他说完就
被我一脚从床上踹到了地上。
普赤被我的话逗得红了脸，神
色慌乱地抬眼看了一眼阿爸， 嗔怪
我胡说八道。 我转头看着阿爸一脸
笑意的样子， 走到了阿爸的身边：
“阿爸，你好偏心，你又给大家买新
衣服，为什么没有我的？ ”
（精彩下期继续……）

玄成法师是玄奘深为敬仰的高
僧， 玄奘兄弟二人一到益州就居住
在空慧寺，受到玄成法师的教导。这
位高僧心地慈善，当时中原战乱，益
州安定，无数僧人都逃难至此，空慧
寺虽然也不宽裕， 但玄成法师敞开
大门，来者皆纳，庇护了无数僧侣。
他对长捷和玄奘极为喜爱， 甚至将
长捷定为自己的衣钵传人， 赞誉兄
弟二人为“
陈门双骥”。
玄奘甚至一度怀疑， 哥哥不跟
着自己游历参学， 是不是惦记着玄
成法师的衣钵，舍不得走。 没想到，
仅仅四年的时间， 居然发生了这么
大的惨剧！
玄奘曾在长安城里详细打听，
不过这里的僧人都是听人相传，也
不太清楚其中的内情。 后来他遇见
一个在益州时认识的僧人， 才问出
了详细的经过——
—所谓详细， 也就
是官府介入后的过程， 对长捷为何
杀师，又逃向了哪里，其中有什么隐
情，却说不上来了。

玄奘当即赶往益州， 走访了昔
日旧识。当地的佛门僧徒深恨长捷，
对玄奘倒没有太大的怨恨， 但他也
没了解到更多的内情， 他甚至拜访
了官府， 才知道官府对长捷杀师一
案也没个头绪， 根本找不到任何动
机。 玄成法师的衣钵无人与长捷相
争。最近几年玄成法师身体抱恙，空
慧寺大小事务，都是长捷一言而决。
益州路总管酂国公窦轨对长捷又赏
识，长捷地位显赫富贵，怎么会做出
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呢？
玄奘百思不得其解， 怏怏地回
了长安。
可去年， 却忽然听到有人谈起
发生在河东道的一桩旧案， 说是一
个僧人， 无名无姓， 不知是什么来
历，闯入了霍邑县衙，与县令谈了一
席话，居然让堂堂县令自缢而死。若
是这县令做了什么贪污不法之事还
好说，可晋州刺史调查之后，发现这
个县令为官清正廉洁，政绩卓著，口
碑之好，在整个河东道都是有名的。

这样一个前途远大的县令， 居然被
一个和尚给说死，实在不可思议。
玄奘详细打听， 发觉这个和尚
跟自己的哥哥年纪相近， 身高也相
仿，他不禁开始怀疑，那是不是自己
的哥哥长捷。
从贞观元年起， 玄奘在长安见
过天竺来的高僧波颇蜜多罗之后，
就动了西游天竺的心思， 这波颇蜜
多罗是中天竺高僧戒贤法师的弟
子，佛法禅理便已如此透彻深厚，那
他师父又是何等的高僧？ 若是自己
去天竺， 能受到这位高僧的亲自指
点，岂非一大幸事？
这么多年来，玄奘游历天下，名
气越来越大，对禅理却越来越困惑，
因此便下定了西游的决心。 然而茫
茫西天路，数万里之遥，其间隔着大
漠雪山，又有无数异族，这一去，十
有八九会死在半路， 能够抵达的机
会极为渺茫， 能够返回大唐的机会
更是万中无一。
可是自己的哥哥身负杀师的罪

孽和官府的通缉，至今下落不明，若
不能查个清楚， 只怕会变成心中永
远的魔障，再无解脱之日。
玄奘于是发下宏愿， 一定要找
到哥哥，查清其中的内情，然后就踏
上西天路， 走上那没有归途的求佛
之旅。
听玄奘说完，郭宰陷入沉默，看
着玄奘的神情颇有点复杂， 半晌才
低声道：“法师的心愿， 下官深感钦
佩。 若能够有所帮助，下官必定竭尽
全力，只是……”他犹豫了一番，颓
然道，“对这个和尚， 实在没有半点
眉目，说句不恭的话，下官是县尉出
身，若是有这个和尚的下落，早就将
他缉捕归案了。 ”
“贫僧自然明白大人的心思。 ”
玄奘道，“贫僧来找二兄， 并非要洗
脱他的罪名，世上自有法理，杀人偿
命，这既是天理，也是人道，贫僧怎
么敢违背？ 只是想寻到二兄的下落，
问明其中因由罢了。 ”
（精彩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