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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了？ ”看见她们刚刚进到德康大院，

管家洛桑就嚷嚷开了。 接着，洛桑又嘟嘟囔囔

地说，“没有福气，的确没有福气。 ”

二小姐德康·央吉卓玛在八廓街外祖母的

府邸住了一个多月。 奶妈巴桑抱着她的腰，骑

在马背上回到家时，一进德康大院，就撞上管

家洛桑。 刚才，洛桑摇晃着左耳的大金耳环，

皱着眉头满脸显得疲惫地朝她们走来，斜着双

眼把央吉卓玛抱下马， 对奶妈巴桑招呼也不

打，转身摇头离去。

央吉卓玛站在下马石边茫然环顾。 秋日

的阳光下，整座大院寂静冷清，散发出废弃古

庙般荒凉的气息。 她又疑惑地抬头望着奶妈

巴桑，奶妈巴桑只是冲她古怪地笑一下，便牵

起她的手默默地把她带上石阶。

“没有福气的你。 ”

“不吉利的人。 ”

央吉卓玛已经听惯了别人对她说的这些

话，这些话在她的耳朵里已经成了意思含糊的

陈词滥调。 那是以往，一遇到不顺心，她就怀

着一种享乐和恼怒的模糊情绪，扯着嗓门故意

朝眼前的人大哭大嚷，发出一阵略微沙哑的叫

唤，搅得周围的人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儿，对她

怨声叹气，院中有脸面的仆人也会指着她小声

咒骂。

“孩子是无心的，这有什么可骂的呢？ ”每

次听到别人对央吉卓玛的埋怨，管家洛桑那穿

着一身上等协玛黑氆氇的高大身躯便影子般

走过来，漫不经心地拍拍她的后背，或者安慰

地递给她一颗印度糖豆。

“就因为小孩是无心的，这样的哭闹才灵

验呢。 ”每当这时，牵着大小姐德吉卓玛的大

奶妈就会面无表情地跟上一句，仿佛是自言自

语。

“真是妇道人家。 ”管家笑道，无可奈何地

摇着头。 左耳上的金耳环闪出一道亮光。

“难道您已经忘了吗？ 二小姐一出世，整

天就哭个没完，结果第二年少爷就离世了。 ”

“嘘……小声点， 太太听见了又会难过

的。 ”管家惊惶地转过头，望望上房莲花木格

的黄纱窗低声阻止。

“那您说，不是这样吗？ ”大奶妈交叉起双

臂，斜靠着廊柱，冷冷地问。

央吉卓玛手里提着毽绳，在一边和她的姐

姐德吉卓玛踢毽子。 她能感觉到大奶妈在背

后盯着自己。

“这叫劫难。 那年我们家少爷世运不好，

染上了肺热病，所以就凋谢了。 ”管家吸着鼻

烟说。

“哼！ 去年一位化缘的宁玛僧人指着二小

姐说命相不祥。 ”

“是那种疯疯癫癫的云游僧吧？ 我可是领

教过他们的。 二小姐命相不祥？ 命相不好怎么

会投胎到德康家呢？ ”说完，管家带着一种鄙

夷不屑的神情背起手离去。 手腕上的瓦斯针

在阳光下发出刺眼的金光。

大奶妈掏出一条紫绸手帕，望着少爷当年

在世时的卧室抹着眼泪。 这时，奶妈巴桑默默

地走过来，拉着央吉卓玛的手把她领开。

“恶女人的诅咒，才邪毒呢。”回到卧室后，

奶妈巴桑插上门，咬牙切齿地低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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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吉利的人。”“没有福分的你。”“命里没

有造化的人。 ”对这些话央吉卓玛从来就不以

为然，听起来就跟奶妈巴桑催促她吃饭睡觉那

样，平平常常。 她继续玩她的游戏，哭她的不

满，骂她的怨气。可是，刚才管家洛桑冲她嘟囔

的那句 “没有福气 ”的话 ，却使她感到刺耳惊

心，以致久别重返家中的欢快新奇心情荡然消

失。

央吉卓玛一声不吭地站在垫子上，任奶妈

巴桑为自己解带换衣。 外面，除了匆匆走动的

脚步，听不到别的响声。

女仆掀开白底蓝纹的厚门帘，一手拿着一

条粉红的毛巾，一手端着香皂盒走进来。 奶妈

巴桑用一条大白布围住央吉卓玛的前襟，把她

拉到铜盆前。

盆里盛满了水。 央吉卓玛有些不自在，她

闭上眼睛顺从地抬手伸脖子。屋里只有哗哗的

搅水声。 当女仆端着铜盆走出房门，帘子悄然

垂落下后， 央吉卓玛和奶妈巴桑相互望着，暗

自惊讶。

以往洗脸时，央吉卓玛又是喊叫，又是扭

动全身乱踢乱蹬，想尽法子避开脸，厌烦使用

香皂。 奶妈巴桑不是百般讨好就是大声训斥，

硬扳着她的双手和脑袋，女仆也在一旁忙乱地

搭把手。 一时间屋子里弄得闹闹嚷嚷，到处是

飞溅的水珠和泡沫。可是今天，这宅院的寂静，

使央吉卓玛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空旷和冷漠，

感受到弥漫在她周围的一层冷漠和陌生，以致

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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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是在央吉卓玛自己的屋里摆上红漆

小几吃的。 奶妈巴桑没有带她去餐室。 回到家

中已经小半天了，只有大小姐德吉卓玛走过来

看妹妹，陪妹妹玩了一会儿用绫锦纱罗缝制的

小娃娃，便无精打采地离去。 央吉卓玛忘了把

一路上想好的许多话告诉姐姐，忘了把舅舅去

英吉利语学校的路上如何遭到僧人谩骂的事

告诉姐姐，还有自己和小姨姨赛尊在夜壶下钉

钉子，结果挨外祖母训斥的事。 只是经奶妈巴

桑的提醒才想起拿出外祖母捎给姐姐的一盒

印度口香糖。

“奶妈，今天家里好古怪哟。”傍晚，当央吉

卓玛过早地被奶妈巴桑服侍进被窝后，她才在

幽暗中朝奶妈巴桑无所顾忌地瞪着两只闪闪

发亮的眼珠，吞吞吐吐地说。

“有什么古怪呢？ ”

“和过去不一样。 ”

“嘘，闭上眼睛，不要说话。”奶妈巴桑用一

只手点了点央吉卓玛的嘴唇，另一只手轻轻地

拍打着她。

窗外，月亮还没有出来，院子里刮着一股

低沉的风。 央吉卓玛听见落叶唰唰地飞卷，还

有断断续续的窗门扇动。

“管家为什么骂我？”央吉卓玛突然委屈地

问。

“骂你？ 没有呵。 ”

“骂了，他骂我没有福气。 ”央吉卓玛噘起

嘴。

“别人有时不也这么说你吗？ ”

“他的骂和别人不一样。”央吉卓玛不满地

说。

奶妈巴桑苦笑一下， 把缎被往上拉了拉：

“你呀，人小心大，还是睡觉吧。 ”

（《无性别的神》央珍/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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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上海》

刘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版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 重现了

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计划解放大
上海到 1950 年国民党军从舟山群岛
撤退的“大上海解放史”。本书摆脱了传
统军史写作的框架，将目光投射到上海
解放的全貌，将更多笔触放在为恢复这
座城市的生机和运转，中国共产党采取
的打击投机、稳定市场；改造旧社会、注
入经济活力等种种举措。 这样的写法，

更能凸显解放上海的深远意义和内涵。

《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

张经纬/著
铁葫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年 12 月版
作者跳出历史叙事的套路，用文

物背后的信息拼接出鲜为人知的历
史真相，用开放的多学科视角刷新我
们的固有认知。 博物馆里的每件文物
都不再是沉默无语的：你可以通过玉
器了解中国史前文明的 “满天星
斗 ”， 借助青铜重器探索周代的江
南 ， 可以从东汉时期的壁画解开鲜
卑族崛起的秘密 ， 还可以从唐代的
茶叶与瓷器故事中发现茶马古道的
踪迹……

《陆上行舟：赫尔佐格谈电影》

[德]赫尔佐格 [英]保罗·克罗宁/著
黄渊/译
雅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
2018 年 12 月版
在本书中，赫尔佐格全面回顾了自

己的电影生涯，其中涵盖《阿基尔：上帝
的愤怒》《卡斯帕·豪泽之谜》《陆上行舟》

等作品的台前幕后， 以及他为拍摄这些
作品而深入荒漠、雨林、高山等蛮荒之
地进行的冒险与探索。 赫尔佐格在本书
中给予观众的除了艺术上的启示以外，

还有超越电影与艺术的人生洞见。它关
乎勇气、真实与意志力，而这正是赫尔
佐格那些“疯狂行径”背后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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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家境一落千丈，自小被视为不祥的二小姐央吉卓玛，被母亲打发到乡下，

在不同庄园之间流动迁徙、寄人篱下。她因此见识到生活和人心的种种，贪婪、狡黠、势利、

残忍、陈旧、虚弱、愚昧……当新的历史强力推开西藏的大门，梦想与追求也叩响了央吉卓
玛年轻的心扉。

央珍，藏族作家。 1963 年生
于拉萨。 198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中文系。 2017 年 10 月 12 日在北
京因病辞世。长篇小说《无性别的
神》初版于 1994 年，经作者生前
精心修订， 于 2018 年推出最新
版。 2002 年，小说被改编为 20 集
电视连续剧《拉萨往事》在中央电
视台播出。 部分作品被翻译为英
语、 匈牙利语等语种出版。 另有
纪念文集《拉萨的时间》。 曾获全
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精彩点评

在很多人心目中， 西藏
是神秘的 ， 但在央珍的笔
下，没有神鬼，也没有怪异 ，

一切都那么本色 ， 那么和
谐 ，不回避野蛮 ，不回避落
后 ， 也不消泯它的超凡入
圣。 她像是在写她的家事 ，

有爱，有恨，这爱与恨常常是
交织在一起，难以理清，又都
那么入情入理。

———韩石山

《无性别的神》是当代西
藏文学史上的一部杰作 ，虽
然篇幅不长， 却显示了广阔
的社会生活面， 在历史风云
的展现和人物心灵的细腻刻
画方面， 堪称当代西藏文学
的典范。

———徐琴

央珍以对一个时代高屋
建瓴又细致入微的把握 ，以
她深厚坚实的民族文化生活
的积累， 使这部作品在相当
程度上成为表现那一时期西
藏社会的百科全书， 西藏特
色的“清明上河图”。

———严英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