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蕴藻泽泽燥灶 员
砸葬泽澡蚤凿鸳泽 杂糟澡燥燥造 葬贼 韵噪澡造葬

摇 摇 月葬糟噪早则燥怎灶凿
员援 阅藻造澡蚤，粤早则葬，葬灶凿 韵噪澡造葬：
阅藻造澡蚤 蚤泽 贼澡藻 贼澡蚤则凿 造葬则早藻泽贼 糟蚤贼赠 燥枣 陨灶凿蚤葬援 陨贼 澡葬泽 遭藻藻灶 贼澡藻 泽蚤贼藻 燥枣 泽藻增鄄

藻则葬造 凿赠灶葬泽贼蚤糟 泽藻葬贼泽 蚤灶 粤灶糟蚤藻灶贼 陨灶凿蚤葬援 陨贼 遭藻糟葬皂藻 贼澡藻 糟葬责蚤贼葬造 燥枣 糟燥造燥灶蚤葬造
陨灶凿蚤葬 蚤灶 员怨员圆 葬灶凿 憎葬泽 泽怎糟糟藻藻凿藻凿 蚤灶 员怨猿员 遭赠 贼澡藻 葬凿躁葬糟藻灶贼 糟蚤贼赠 燥枣 晕藻憎
阅藻造澡蚤，源援 愿 噪皂援 贼燥 蚤贼泽 泽燥怎贼澡援 阅藻造澡蚤 贼燥凿葬赠 蚤泽 葬 澡怎遭 燥枣 糟燥皂皂藻则糟藻 葬灶凿
糟燥皂皂怎灶蚤糟葬贼蚤燥灶 蚤灶 晕燥则贼澡 陨灶凿蚤葬 憎蚤贼澡 葬 则蚤糟澡 糟怎造贼怎则葬造 造蚤枣藻援 栽澡藻 则藻泽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贼澡藻 孕则藻泽蚤凿藻灶贼 蚤泽 澡藻则藻援

粤早则葬 蚤泽 贼澡藻 糟蚤贼赠 燥枣 贼澡藻 憎燥则造凿鄄枣葬皂燥怎泽 栽葬躁 酝葬澡葬造，贼澡藻 遭藻葬怎贼蚤枣怎造
贼燥皂遭 遭怎蚤造贼 遭赠 葬 酝燥早怎造 藻皂责藻则燥则 枣燥则 澡蚤泽 枣葬增燥怎则蚤贼藻 憎蚤枣藻 蚤灶 贼澡藻 员苑贼澡 糟藻灶贼怎鄄
则赠援 栽澡藻 粤早则葬 则燥葬凿 憎葬泽，葬灶凿 泽贼蚤造造 蚤泽，燥灶藻 燥枣 贼澡藻 皂葬蚤灶 澡蚤早澡憎葬赠泽 蚤灶 陨灶凿蚤鄄
葬援 陨贼 蚤泽 皂怎糟澡 贼则葬增藻造造藻凿 遭赠 贼澡燥泽藻 憎澡燥 早燥 贼燥 泽藻藻 贼澡蚤泽 葬则糟澡蚤贼藻糟贼怎则葬造 憎燥灶鄄
凿藻则援

韵噪澡造葬 蚤泽 葬 增蚤造造葬早藻 泽燥皂藻憎澡藻则藻 遭藻贼憎藻藻灶 阅藻造澡蚤 葬灶凿 粤早则葬援
圆援 栽澡藻 悦燥灶早则藻泽泽 孕葬则贼赠：
栽澡藻 悦燥灶早则藻泽泽 孕葬则贼赠，枣燥则皂藻凿 蚤灶 员愿愿缘，蚤泽 燥枣枣蚤糟蚤葬造造赠 糟葬造造藻凿 贼澡藻 陨灶凿蚤鄄

葬灶 晕葬贼蚤燥灶葬造 悦燥灶早则藻泽泽援 陨灶 贼澡藻 员怨圆园泽 葬灶凿 员怨猿园泽，酝燥澡葬灶凿葬泽 郧葬灶凿澡蚤
（澡燥灶燥则葬遭造赠 糟葬造造藻凿 酝葬澡葬贼皂葬 郧葬灶凿澡蚤）贼则葬灶泽枣燥则皂藻凿 贼澡藻 悦燥灶早则藻泽泽 蚤灶贼燥 葬
皂葬泽泽 皂燥增藻皂藻灶贼 燥枣 灶燥灶鄄增蚤燥造藻灶贼 灶燥灶鄄糟燥燥责藻则葬贼蚤燥灶援 宰澡藻灶 贼澡藻 郧燥增藻则灶皂藻灶贼
燥枣 陨灶凿蚤葬 粤糟贼 燥枣 员怨猿缘，糟燥灶糟藻凿蚤灶早 葬 皂藻葬泽怎则藻 燥枣 责则燥增蚤灶糟蚤葬造 葬怎贼燥灶燥皂赠，
憎藻灶贼 蚤灶贼燥 藻枣枣藻糟贼，悦燥灶早则藻泽泽 早燥增藻则灶皂藻灶贼泽 憎藻则藻 枣燥则皂藻凿 蚤灶 泽蚤曾 燥枣 贼澡藻 藻造藻增鄄
藻灶 责则燥增蚤灶糟藻泽援 宰澡藻灶 月则蚤贼葬蚤灶 凿藻糟造葬则藻凿 憎葬则 燥灶 郧藻则皂葬灶赠 蚤灶 员怨猿怨，贼澡藻
悦燥灶早则藻泽泽 则藻枣怎泽藻凿 贼燥 泽怎责责燥则贼 贼澡藻 憎葬则 遭藻枣燥则藻 陨灶凿蚤葬 早燥贼 蚤贼泽 枣怎造造 蚤灶凿藻责藻灶凿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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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灶糟藻援 陨灶 员怨源圆，贼澡藻 悦燥灶早则藻泽泽 燥则早葬灶蚤扎藻凿 葬灶凿 造藻凿 贼澡藻 枣葬皂燥怎泽 灶燥灶鄄增蚤燥造藻灶贼
皂葬泽泽 皂燥增藻皂藻灶贼 贼澡葬贼 凿藻皂葬灶凿藻凿 月则蚤贼葬蚤灶 贼燥“择怎蚤贼 陨灶凿蚤葬”援 栽澡蚤泽 则藻泽怎造贼藻凿
蚤灶 贼澡藻 蚤灶凿藻责藻灶凿藻灶糟藻 燥枣 陨灶凿蚤葬 蚤灶 员怨源苑援 杂蚤灶糟藻 贼澡藻灶 蚤贼 澡葬泽 遭藻藻灶 贼澡藻 责葬则贼赠
蚤灶 责燥憎藻则 枣燥则 皂燥泽贼 燥枣 贼澡藻 贼蚤皂藻援

韵增藻则增蚤藻憎
砸葬泽澡蚤凿鸳 泽 杂糟澡燥燥造 葬贼 韵噪澡造葬，葬灶 藻曾糟藻则责贼 枣则燥皂 贼澡藻 葬怎贼澡燥则鸳 泽 枣蚤则泽贼 遭燥燥噪

匀燥皂藻 贼燥 陨灶凿蚤葬，则藻糟燥则凿泽 澡藻则 增蚤泽蚤贼 憎蚤贼澡 澡藻则 葬怎灶贼 运蚤贼贼赠 贼燥 葬 增蚤造造葬早藻 泽糟澡燥燥造
葬贼 韵噪澡造葬 蚤灶 员怨猿怨援 栽澡葬贼 憎葬泽 贼澡藻 贼蚤皂藻 憎澡藻灶 贼澡藻 悦燥灶早则藻泽泽 孕葬则贼赠 憎葬泽 糟葬则鄄
则赠蚤灶早 燥灶 葬 增葬泽贼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葬造 责则燥早则葬皂 择怎蚤藻贼造赠 葬灶凿 责葬贼蚤藻灶贼造赠，澡燥责蚤灶早 贼燥
遭则蚤灶早 责燥造蚤贼蚤糟葬造 糟燥灶泽糟蚤燥怎泽灶藻泽泽 贼澡则燥怎早澡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贼燥 贼澡藻 责藻燥责造藻 燥枣 陨灶凿蚤葬
枣燥则 蚤灶凿藻责藻灶凿藻灶糟藻 葬灶凿 责则藻责葬则藻 贼澡藻皂 贼燥 葬泽泽怎皂藻 贼澡藻 则藻泽责燥灶泽蚤遭蚤造蚤贼蚤藻泽 燥枣
糟蚤贼蚤扎藻灶泽澡蚤责 蚤灶 葬灶 蚤灶凿藻责藻灶凿藻灶贼 陨灶凿蚤葬援 砸葬泽澡蚤凿鸳 泽 泽糟澡燥燥造 蚤泽 燥灶藻 泽皂葬造造 遭怎贼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藻枣枣燥则贼 贼燥憎葬则凿 贼澡蚤泽 早燥葬造援 陨贼 憎葬泽 葬灶 葬则凿怎燥怎泽 躁燥遭援 栽燥 皂葬噪藻 贼澡藻
泽糟澡燥燥造 葬 泽怎糟糟藻泽泽，砸葬泽澡蚤凿 燥增藻则糟葬皂藻 增葬则蚤燥怎泽 凿蚤枣枣蚤糟怎造贼蚤藻泽 — 贼澡藻 增蚤造造葬早鄄
藻则泽凿藻藻责鄄则燥燥贼藻凿 皂蚤泽早蚤增蚤灶早泽 葬遭燥怎贼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则藻造蚤早蚤燥怎泽 遭葬则则蚤藻则泽 葬灶凿 贼澡藻
造葬糟噪 燥枣 早燥增藻则灶皂藻灶贼 枣蚤灶葬灶糟蚤葬造 泽怎责责燥则贼，藻贼糟援 陨贼 憎葬泽 燥怎贼 燥枣 糟燥怎灶贼造藻泽泽 泽怎糟澡
藻枣枣燥则贼泽 贼澡葬贼 贼澡藻 晕藻憎 陨灶凿蚤葬 憎葬泽 糟则藻葬贼藻凿援

悦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燥灶
员援 贼澡藻 泽贼葬造藻 葬糟糟怎皂怎造葬贼藻凿 澡藻葬贼 燥枣 泽怎皂皂藻则（孕葬则葬援 员）：栽澡蚤泽 蚤泽 贼燥

藻曾葬早早藻则葬贼藻 贼澡藻 澡藻葬贼 燥灶 贼澡葬贼 葬怎贼怎皂灶 皂燥则灶蚤灶早援 陨贼 憎葬泽 泽燥 澡燥贼 贼澡葬贼 蚤贼
泽藻藻皂藻凿 葬造造 贼澡藻 澡藻葬贼 燥枣 泽怎皂皂藻则 澡葬凿 葬糟糟怎皂怎造葬贼藻凿 葬灶凿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藻凿 蚤灶
贼澡葬贼 凿葬赠，葬灶凿 贼澡藻 葬蚤则 憎葬泽 灶燥贼 枣则藻泽澡援

圆援 蚤灶 贼澡蚤糟噪 则藻凿 糟造燥怎凿泽（孕葬则葬援 员）：栽澡藻 凿怎泽贼 则燥造造藻凿 怎责憎葬则凿 蚤灶 贼澡藻
枣燥则皂 燥枣 糟造燥怎凿泽援 栽澡藻赠 憎藻则藻 燥枣 则藻凿 糟燥造燥怎则 遭藻糟葬怎泽藻 贼澡藻 藻葬则贼澡 蚤灶 贼澡葬贼 葬则藻葬
憎葬泽 则藻凿，葬灶凿 贼澡藻赠 憎藻则藻 泽澡蚤灶蚤灶早 蚤灶 贼澡藻 皂燥则灶蚤灶早 泽怎灶援

猿援 贼澡藻 糟葬皂藻造 贼则葬蚤灶泽（ 孕葬则葬援 员）：造燥灶早 造蚤灶藻泽 燥枣 糟葬皂藻造泽 葬造燥灶早 贼澡藻
则燥葬凿

源援 贼澡藻 憎燥皂藻灶 泽贼燥燥凿援 援 援 憎葬贼糟澡蚤灶早 怎泽（孕葬则葬援 猿）：栽澡蚤泽 憎葬泽 遭藻糟葬怎泽藻
贼澡藻赠 憎藻则藻 糟怎则蚤燥怎泽 葬遭燥怎贼 贼澡藻皂援

—圆—



缘援 蚤贼 憎葬泽灶鸳 贼 贼燥燥 藻葬则造赠 贼燥 泽贼葬则贼 造燥燥噪蚤灶早（孕葬则葬援 源）：陨贼 憎葬泽 澡蚤早澡 贼蚤皂藻
枣燥则 葬 早蚤则造 燥枣 员苑 贼燥 泽贼葬则贼 造燥燥噪蚤灶早 枣燥则 葬 澡怎泽遭葬灶凿援 陨灶 陨灶凿蚤葬，蚤贼 憎葬泽 糟燥灶泽蚤凿鄄
藻则藻凿 葬 皂蚤泽枣燥则贼怎灶藻 燥则 藻增藻灶 葬 泽澡葬皂藻 枣燥则 葬 皂燥贼澡藻则 蚤枣 澡藻则 凿葬怎早澡贼藻则 燥枣 皂葬则鄄
则蚤葬早藻葬遭造藻 葬早藻 则藻皂葬蚤灶藻凿 泽蚤灶早造藻 燥则 早燥贼 皂葬则则蚤藻凿 贼燥燥 造葬贼藻援

远援 枣造怎蚤凿 耘灶早造蚤泽澡（孕葬则葬援 缘）：枣造怎藻灶贼 耘灶早造蚤泽澡援 栽澡藻 憎燥则凿“ 枣造怎蚤凿”
皂藻葬灶蚤灶早“葬遭造藻 贼燥 枣造燥憎 葬泽 造蚤择怎蚤凿泽 凿燥”蚤泽 怎泽藻凿 枣蚤早怎则葬贼蚤增藻造赠 贼燥 泽怎早早藻泽贼
贼澡葬贼 砸葬泽澡蚤凿 泽责燥噪藻 增藻则赠 早燥燥凿 耘灶早造蚤泽澡援

苑援 蚤灶 葬 泽怎凿凿藻灶造赠 枣造燥则蚤凿 贼燥灶藻（孕葬则葬援 远）：泽怎凿凿藻灶造赠 蚤灶 葬 泽澡燥憎赠 贼燥灶藻
憎澡蚤糟澡 糟燥灶增藻赠泽 澡蚤泽 责则蚤凿藻 葬灶凿 泽葬贼蚤泽枣葬糟贼蚤燥灶 葬灶凿 葬 凿藻泽蚤则藻 枣燥则 运蚤贼贼赠 葬灶凿
杂葬灶贼澡葬 贼燥 泽澡葬则藻 澡蚤泽 枣藻藻造蚤灶早泽

愿援 贼澡蚤泽 蚤泽 灶燥贼 葬 责则藻泽藻灶贼援 援 援 栽澡葬贼 造蚤藻泽 憎蚤贼澡 贼澡藻皂援（孕葬则葬援 远）：宰藻
糟葬灶灶燥贼 葬糟贼 葬泽 糟燥灶凿藻泽糟藻灶凿蚤灶早 泽葬增蚤燥则泽援 粤造造 憎藻 凿燥 蚤泽 贼燥 澡藻造责 贼澡藻皂 则藻葬造蚤扎藻
贼澡葬贼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蚤泽 枣燥则 贼澡藻蚤则 早燥燥凿 葬灶凿 早蚤增藻 贼澡藻皂 糟燥灶糟则藻贼藻 澡藻造责援 宰藻 糟葬灶
责怎泽澡 贼澡藻皂 贼燥 藻凿怎糟葬贼藻 贼澡藻皂泽藻造增藻泽，遭怎贼 澡燥憎 皂怎糟澡 贼澡藻赠 葬糟澡蚤藻增藻 蚤灶 藻凿怎鄄
糟葬贼蚤燥灶 凿藻责藻灶凿泽 燥灶 贼澡藻皂泽藻造增藻泽援

怨援 贼燥 早葬怎早藻 皂赠 则藻葬糟贼蚤燥灶（孕葬则葬援 远）：贼燥 藻泽贼蚤皂葬贼藻 燥则 躁怎凿早藻 澡燥憎 陨 则藻鄄
葬糟贼藻凿 泽燥 葬泽 贼燥 凿藻糟蚤凿藻 蚤枣 澡藻 泽澡燥怎造凿 早燥 燥灶

员园援 贼澡藻赠 憎藻则藻 则藻葬造造赠 早藻贼贼蚤灶早 泽燥皂藻贼澡蚤灶早 枣燥则 灶燥贼澡蚤灶早（ 孕葬则葬援 怨）：
栽澡藻赠 憎藻则藻 则藻糟藻蚤增蚤灶早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枣则藻藻 燥枣 责葬赠皂藻灶贼援

员员援 栽澡藻赠 憎藻则藻 枣则葬灶噪造赠 泽噪藻责贼蚤糟葬造（ 孕葬则葬援 怨）：栽澡藻赠 燥责藻灶造赠 葬灶凿
糟造藻葬则造赠 藻曾责则藻泽泽藻凿 贼澡藻蚤则 凿燥怎遭贼泽 葬遭燥怎贼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援

员圆援 粤早葬蚤灶泽贼 贼澡葬贼 葬则早怎皂藻灶贼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糟葬则则蚤藻凿 造蚤贼贼造藻 憎藻蚤早澡贼（孕葬则葬援
员园）：“栽澡葬贼 葬则早怎皂藻灶贼”则藻枣藻则泽 贼燥 贼澡藻 责则藻增蚤燥怎泽 泽藻灶贼藻灶糟藻；贼澡葬贼 蚤泽，糟澡蚤造鄄
凿则藻灶 燥造凿 藻灶燥怎早澡 贼燥 憎燥则噪 蚤灶 贼澡藻 枣蚤藻造凿泽 憎藻则藻 藻糟燥灶燥皂蚤糟葬造造赠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贼燥
贼澡藻蚤则 枣葬皂蚤造蚤藻泽援 栽燥 贼澡藻皂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皂藻葬灶贼 灶燥贼澡蚤灶早 蚤枣 蚤贼 糟燥怎造凿 灶燥贼 遭则蚤灶早
葬灶赠 藻糟燥灶燥皂蚤糟 遭藻灶藻枣蚤贼泽 贼燥 贼澡藻蚤则 枣葬皂蚤造蚤藻泽援

员猿援 责蚤糟藻（孕葬则葬援 员员）：葬 糟燥蚤灶 怎泽藻凿 蚤灶 月则蚤贼蚤泽澡 陨灶凿蚤葬援 栽燥凿葬赠 责葬蚤泽葬
蚤泽 怎泽藻凿，贼澡藻 员园园贼澡 责葬则贼 燥枣 葬 则怎责藻藻援

员源援 贼澡藻赠 造燥泽藻 贼澡葬贼 蚤灶凿藻责藻灶凿藻灶糟藻 燥枣 泽责蚤则蚤贼（孕葬则葬援 员源）：宰澡藻灶 增蚤造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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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葬早藻则泽 燥憎灶 造葬灶凿 葬灶凿 憎燥则噪 燥灶 蚤贼，贼澡藻赠 澡葬增藻 葬 噪蚤灶凿 燥枣 蚤灶凿藻责藻灶凿藻灶贼 泽责蚤则鄄
蚤贼援 月怎贼 贼澡藻赠 造燥泽藻 蚤贼 燥灶糟藻 贼澡藻赠 皂燥增藻 贼燥 糟蚤贼蚤藻泽，憎澡藻则藻 憎蚤贼澡燥怎贼 责则燥责藻则贼赠 燥枣
贼澡藻蚤则 燥憎灶，贼澡藻赠 澡葬增藻 贼燥 憎燥则噪 枣燥则 燥贼澡藻则泽 贼燥 皂葬噪藻 葬 造蚤增蚤灶早援

员缘援 砸葬泽澡蚤凿 造燥燥噪藻凿 葬贼 皂藻 责蚤灶噪造赠（ 孕葬则葬援 员愿）：匀蚤泽 枣葬糟藻 贼怎则灶藻凿
责蚤灶噪 憎澡藻灶 澡藻 造燥燥噪藻凿 葬贼 皂藻援 匀藻 憎葬泽 藻皂遭葬则则葬泽泽藻凿 遭赠 憎澡葬贼 运蚤贼贼赠 澡葬凿
泽葬蚤凿，遭藻糟葬怎泽藻，葬泽 澡藻 藻曾责造葬蚤灶藻凿，澡藻 澡葬凿 灶燥贼 贼葬噪藻灶 贼澡藻 枣蚤则泽贼 泽贼藻责 贼燥 燥则鄄
早葬灶蚤扎藻 贼澡藻 憎燥皂藻灶鸳 泽 糟造葬泽泽援

员远援 糟葬则则蚤藻凿 澡燥皂藻 枣葬增燥则葬遭造藻 则藻责燥则贼泽 贼燥 贼澡藻蚤则 责葬则藻灶贼泽（孕葬则葬援 员愿）：
杂燥皂藻 燥枣 澡蚤泽 责怎责蚤造泽 早葬增藻 贼澡藻蚤则 责葬则藻灶贼泽 葬 枣葬增燥则葬遭造藻 葬糟糟燥怎灶贼 燥枣 贼澡藻蚤则 泽贼怎凿鄄
蚤藻泽，泽糟澡燥燥造 造蚤枣藻，贼澡藻 贼藻葬糟澡藻则，藻贼糟援

员苑援 陨 则藻葬糟澡藻凿 葬 泽燥造怎贼蚤燥灶 贼澡葬贼 责造藻葬泽藻凿 葬造造 责葬则贼蚤藻泽（孕葬则葬援 员愿）：栽澡藻
泽燥造怎贼蚤燥灶 泽葬贼蚤泽枣蚤藻凿 葬造造 泽蚤凿藻泽，葬造造 贼澡藻 责藻燥责造藻 蚤灶增燥造增藻凿—贼澡藻 皂藻灶，贼澡藻蚤则
憎蚤增藻泽，葬灶凿 贼澡藻 贼藻葬糟澡藻则援

员愿援 晕燥贼 糟燥怎则葬早藻 泽燥 皂怎糟澡 葬泽 澡葬则凿 憎燥则噪 葬灶凿 皂燥灶藻赠（孕葬则葬援 圆员）：
栽澡蚤泽 藻造造蚤责贼蚤糟葬造 泽藻灶贼藻灶糟藻 糟葬灶 遭藻 早造燥泽泽藻凿：栽燥 糟葬则则赠 贼澡则燥怎早澡 葬 泽糟澡藻皂藻
造蚤噪藻 则怎灶灶蚤灶早 贼澡藻 泽糟澡燥燥造 灶藻藻凿泽 澡葬则凿 憎燥则噪 葬灶凿 皂燥灶藻赠 则葬贼澡藻则 贼澡葬灶 糟燥怎则鄄
葬早藻援 砸葬泽澡蚤凿 皂蚤泽怎灶凿藻则泽贼燥燥凿 憎澡葬贼 贼澡藻 皂燥贼澡藻则 皂藻葬灶贼援 匀藻 贼燥燥噪 蚤贼 葬泽 贼澡藻
糟燥怎则葬早藻 贼燥 凿藻枣赠 贼澡藻 葬怎贼澡燥则蚤贼蚤藻泽，贼燥 糟葬则则赠 燥怎贼 贼澡藻 责则燥躁藻糟贼 凿藻泽责蚤贼藻 贼澡藻蚤则
燥责责燥泽蚤贼蚤燥灶援 栽澡葬贼 蚤泽 葬造泽燥 憎澡赠 澡藻 泽葬蚤凿 贼澡葬贼 贼澡藻 燥枣枣蚤糟蚤葬造泽 凿蚤凿 灶燥贼 则藻葬造造赠 蚤灶鄄
贼藻则枣藻则藻 蚤灶 皂葬贼贼藻则泽 造蚤噪藻 贼澡蚤泽援

员怨援 贼澡藻则藻 葬则藻 藻增藻灶 泽燥皂藻 造葬憎泽 贼燥 贼澡葬贼 藻枣枣藻糟贼—枣燥则 葬造造 贼澡藻 早燥燥凿 贼澡藻赠
凿燥（孕葬则葬援 圆圆）：栽澡藻则藻 葬则藻 藻增藻灶 泽燥皂藻 造葬憎泽 糟燥灶糟藻则灶蚤灶早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枣燥则 葬造造
责藻燥责造藻援 栽澡藻 贼燥灶藻 澡藻则藻 蚤泽 泽葬则糟葬泽贼蚤糟，泽澡燥憎蚤灶早 澡藻则 泽糟燥则灶 枣燥则 贼澡藻 燥枣枣蚤糟蚤葬造泽
葬灶凿 贼澡藻 造葬憎泽援

圆园援 陨 凿蚤凿灶 鸳 贼 皂藻葬灶 贼澡葬贼 噪蚤灶凿 燥枣 糟燥怎则葬早藻（孕葬则葬援 圆源）：陨 凿蚤凿灶 鸳 贼
皂藻葬灶 贼澡藻 噪蚤灶凿 燥枣 糟燥怎则葬早藻 赠燥怎 葬则藻 贼葬造噪蚤灶早 葬遭燥怎贼援 陨 皂藻葬灶 贼澡藻 糟燥怎则葬早藻 贼燥
遭怎蚤造凿 葬 憎燥则造凿，贼澡葬贼 蚤泽，贼燥 早藻贼 则蚤凿 燥枣 责藻燥责造藻鸳 泽 燥造凿 蚤凿藻葬泽，贼燥 糟澡葬灶早藻 贼澡藻蚤则
燥造凿 憎葬赠 燥枣 造蚤枣藻，糟怎泽贼燥皂泽，藻贼糟援

圆员援 陨 噪灶燥憎 蚤枣 陨 澡葬凿 贼澡藻 躁燥遭援 援 援 憎澡葬贼 贼燥 责怎贼 蚤灶贼燥 蚤贼援（孕葬则葬援 圆源）：陨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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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 憎藻则藻 贼澡藻 贼藻葬糟澡藻则，陨 憎燥怎造凿灶鸳 贼 噪灶燥憎 憎澡葬贼 贼燥 泽葬赠 憎蚤贼澡燥怎贼 糟葬怎泽蚤灶早 贼则燥怎鄄
遭造藻援

圆圆援 悦葬灶 赠燥怎 泽葬赠 援 援 援‘ 陨贼 蚤泽 憎则燥灶早 贼燥 皂葬则则赠 贼憎蚤糟藻’？（孕葬则葬援 圆源）：
陨泽造葬皂蚤糟 则藻造蚤早蚤燥灶 责藻则皂蚤贼泽 责燥造赠早葬皂赠援 陨灶 枣葬糟贼，葬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贼澡藻 则藻造蚤早蚤燥灶，
葬 酝燥泽造藻皂 糟葬灶 澡葬增藻 怎责 贼燥 枣燥怎则 憎蚤增藻泽 葬贼 贼澡藻 泽葬皂藻 贼蚤皂藻援 匀蚤灶凿怎泽 糟燥灶泽蚤凿藻则
糟燥憎泽 葬灶凿 泽灶葬噪藻泽 泽葬糟则藻凿 葬灶蚤皂葬造泽，葬灶凿 贼澡藻则藻枣燥则藻 贼澡蚤灶噪 蚤贼 泽蚤灶枣怎造 贼燥 藻葬贼
遭藻藻枣，躁怎泽贼 葬泽 酝燥泽造藻皂泽 贼澡蚤灶噪 蚤贼 泽蚤灶枣怎造 贼燥 藻葬贼 责燥则噪援 栽澡藻 皂燥贼澡藻则 怎泽藻凿 贼澡藻泽藻
贼憎燥 藻曾葬皂责造藻泽 贼燥 蚤造造怎泽贼则葬贼藻 憎澡葬贼 葬 枣则蚤早澡贼藻灶蚤灶早 则藻泽责燥灶泽蚤遭蚤造蚤贼赠 蚤贼 蚤泽 贼燥 贼藻葬糟澡
贼澡藻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 葬灶赠贼澡蚤灶早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枣则燥皂 糟燥灶增藻灶贼蚤燥灶葬造 蚤凿藻葬泽援

圆猿援 陨灶 贼澡藻 宰藻泽贼 贼澡藻赠 早藻贼 燥怎贼 燥枣 蚤贼 藻葬泽蚤造赠援（孕葬则葬援 圆源）：“ 陨贼”蚤泽
增葬早怎藻造赠 怎泽藻凿 澡藻则藻 枣燥则 憎澡葬贼 蚤泽 怎灶凿藻则泽贼燥燥凿 枣则燥皂 贼澡藻 糟燥灶贼藻曾贼援 栽澡藻 泽藻灶鄄
贼藻灶糟藻 皂藻葬灶泽 贼澡葬贼 蚤灶 宰藻泽贼藻则灶 糟燥怎灶贼则蚤藻泽，责藻燥责造藻 糟葬灶 藻葬泽蚤造赠 葬增燥蚤凿 糟葬怎鄄
泽蚤灶早 贼则燥怎遭造藻 憎澡藻灶 贼葬造噪蚤灶早 葬遭燥怎贼 泽燥糟蚤葬造 贼葬遭燥燥泽援 栽澡藻赠 凿燥 泽燥 遭赠 藻灶糟燥怎则葬鄄
早蚤灶早 贼澡藻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 贼燥 怎泽藻 贼澡藻蚤则 糟燥灶泽糟蚤藻灶糟藻泽援

圆源援 砸藻造赠 燥灶 赠燥怎则 糟燥灶泽糟蚤藻灶糟藻（孕葬则葬援 圆源）：悦燥灶泽糟蚤藻灶糟藻 蚤泽 贼澡藻 蚤灶凿蚤鄄
增蚤凿怎葬造 泽藻灶泽藻 燥则 躁怎凿早藻皂藻灶贼 燥枣 憎澡葬贼 蚤泽 则蚤早澡贼 燥则 憎则燥灶早援 陨灶 贼澡藻 宰藻泽贼，葬糟鄄
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贼澡藻 皂燥贼澡藻则，贼澡藻赠 贼藻葬糟澡 贼澡藻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 泽贼则蚤糟贼造赠 憎澡葬贼 贼澡蚤灶早泽 葬则藻，
遭怎贼 凿燥 灶燥贼 枣燥则糟藻 贼澡藻皂 贼燥 葬糟糟藻责贼 憎澡葬贼 蚤泽 贼葬怎早澡贼援 悦澡蚤造凿则藻灶 葬则藻 藻灶糟燥怎则鄄
葬早藻凿 贼燥 怎泽藻 贼澡藻蚤则 燥憎灶 躁怎凿早藻皂藻灶贼 贼燥 凿蚤泽贼蚤灶早怎蚤泽澡 早燥燥凿 枣则燥皂 遭葬凿援

圆缘援 陨灶凿蚤葬灶泽 葬则藻 则葬贼澡藻则 则葬贼蚤燥灶葬造 责藻燥责造藻（孕葬则葬援 圆源）：陨灶凿蚤葬灶泽 贼藻灶凿
贼燥 躁怎凿早藻 贼澡蚤灶早泽 燥则 葬糟贼 蚤灶 葬糟糟燥则凿葬灶糟藻 憎蚤贼澡 则藻葬泽燥灶援 砸藻葬泽燥灶 蚤泽 贼澡藻 皂藻灶贼葬造
责燥憎藻则 燥枣 躁怎凿早蚤灶早 则蚤早澡贼 燥则 憎则燥灶早 枣则燥皂 责则蚤灶糟蚤责造藻泽，则藻造蚤早蚤燥怎泽 糟燥凿藻泽，燥则
糟燥灶增藻灶贼蚤燥灶葬造 皂燥则葬造 糟怎泽贼燥皂泽援 云燥则 藻曾葬皂责造藻， 泽燥皂藻 则藻增藻则藻灶贼 匀蚤灶凿怎泽
憎燥怎造凿 则葬贼澡藻则 凿蚤藻 燥枣 澡怎灶早藻则 贼澡葬灶 藻葬贼 遭藻藻枣援

圆远援 杂澡藻 泽皂蚤造藻凿 凿蚤泽葬则皂蚤灶早造赠（ 孕葬则葬援 圆源）：杂澡藻 憎葬泽 葬枣则葬蚤凿 贼澡葬贼
砸葬泽澡蚤凿 皂蚤早澡贼 灶燥贼 葬早则藻藻 憎蚤贼澡 澡藻则，泽燥 泽澡藻 泽皂蚤造藻凿 蚤灶 泽怎糟澡 葬 憎葬赠 贼澡葬贼
憎燥怎造凿 责则藻增藻灶贼 澡蚤皂 枣则燥皂 枣藻藻造蚤灶早 遭葬凿援

匝怎藻泽贼蚤燥灶泽
员援 宰澡燥 蚤泽 贼藻造造蚤灶早 贼澡藻 泽贼燥则赠？宰澡燥 蚤泽 贼澡藻“ 陨”蚤灶 贼澡藻 枣蚤则泽贼 泽藻灶贼藻灶糟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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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 宰葬泽 贼澡藻 粤早则葬 则燥葬凿 葬灶 葬泽责澡葬造贼 则燥葬凿 燥则 葬 凿蚤则贼 则燥葬凿？宰澡葬贼 早蚤增藻泽
贼澡藻 糟造怎藻 贼燥 赠燥怎则 葬灶泽憎藻则 蚤灶 贼澡藻 贼藻曾贼？

猿援 宰澡葬贼 憎藻则藻 贼澡藻 枣燥怎则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泽 燥枣 贼澡藻 泽澡燥责 燥憎灶藻则 葬贼 韵噪澡造葬？
源援 宰澡葬贼 贼蚤皂藻 凿蚤凿 泽糟澡燥燥造 遭藻早蚤灶？宰澡赠 凿蚤凿 蚤贼 遭藻早蚤灶 泽燥 藻葬则造赠？
缘援 宰澡葬贼 泽蚤早灶泽 燥枣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葬造 葬糟贼蚤增蚤贼赠 葬皂燥灶早 贼澡藻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 凿蚤凿 贼澡藻

贼憎燥 增蚤泽蚤贼燥则泽 灶燥贼蚤糟藻？
远援 宰澡葬贼 凿蚤枣枣蚤糟怎造贼蚤藻泽 凿蚤凿 砸葬泽澡蚤凿 澡葬增藻 蚤灶 责藻则泽怎葬凿蚤灶早 贼澡藻 增蚤造造葬早藻则泽

贼燥 泽藻灶凿 贼澡藻蚤则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 贼燥 澡蚤泽 泽糟澡燥燥造？匀燥憎 凿蚤凿 澡藻 皂葬灶葬早藻 贼燥 凿燥 贼澡葬贼？
苑援 宰葬泽 贼澡藻 泽糟澡燥燥造 糟燥鄄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葬造？宰葬泽 糟燥鄄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糟燥皂皂燥灶 蚤灶

陨灶凿蚤葬灶 糟蚤贼蚤藻泽 贼澡藻灶？宰澡葬贼 凿蚤凿 砸葬泽澡蚤凿 泽葬赠 贼澡藻 则藻葬泽燥灶 憎葬泽？
愿援 匀燥憎 凿蚤凿 砸葬泽澡蚤凿 皂葬灶葬早藻 贼燥 则怎灶 贼澡藻 憎燥皂藻灶鸳泽 糟造葬泽泽？宰燥怎造凿 赠燥怎

泽葬赠 蚤贼 憎葬泽 葬 泽怎糟糟藻泽泽？
怨援 砸葬泽澡蚤凿 凿藻灶蚤藻凿 贼澡葬贼 蚤贼 贼燥燥噪 糟燥怎则葬早藻 贼燥 燥责藻灶 贼澡藻 泽糟澡燥燥造援 宰澡赠

凿蚤凿 澡藻 凿藻灶赠 贼澡葬贼？宰澡葬贼 凿蚤凿 澡藻 泽葬赠 蚤贼 贼燥燥噪？
员园援 栽澡藻 皂燥贼澡藻则 泽葬蚤凿 贼澡葬贼 砸葬泽澡蚤凿 澡葬凿 葬“ 枣则蚤早澡贼藻灶蚤灶早 则藻泽责燥灶泽蚤遭蚤造蚤鄄

贼赠”援 宰澡赠 凿蚤凿 泽澡藻 贼澡蚤灶噪 蚤贼 憎葬泽 枣则蚤早澡贼藻灶蚤灶早？
员员援 宰澡葬贼 凿燥藻泽 贼澡藻 皂燥贼澡藻则 泽葬赠 葬遭燥怎贼 则藻葬泽燥灶 葬灶凿 糟燥灶泽糟蚤藻灶糟藻？
员圆援 宰澡葬贼 凿燥 赠燥怎 贼澡蚤灶噪 燥枣 砸葬泽澡蚤凿 葬泽 葬 责藻则泽燥灶？
员猿援 匀燥憎 凿燥 赠燥怎 藻增葬造怎葬贼藻 贼澡藻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葬造 糟葬皂责葬蚤早灶 蚤灶 陨灶凿蚤葬？
运藻赠 贼燥 耘曾藻则糟蚤泽藻泽

陨援 栽则怎藻 燥则 枣葬造泽藻
员援 栽 圆援 云 猿援 栽 源援 栽 缘援 栽 远援 云 苑援 云
愿援 栽 怨援 栽 员园援 云 员员援 栽 员圆援 栽 员猿援 云 员源援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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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陨援 耘曾责造葬灶葬贼蚤燥灶
员援 宰藻 皂怎泽贼 遭则蚤灶早 贼澡蚤泽‘责燥造蚤贼蚤糟葬造 糟燥灶泽糟蚤燥怎泽灶藻泽泽’贼燥 贼澡藻 皂蚤造造蚤燥灶泽 燥枣

怎灶藻凿怎糟葬贼藻凿 陨灶凿蚤葬灶泽 憎澡燥 葬则藻 怎灶葬遭造藻 贼燥 藻曾责则藻泽泽 贼澡藻蚤则 蚤凿藻葬泽 糟造藻葬则造赠援
圆援 栽澡藻 糟燥造燥则泽 贼澡葬贼 贼澡藻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 皂葬凿藻 葬灶凿 怎泽藻凿 糟燥皂藻 枣则燥皂 憎蚤造凿

责造葬灶贼泽，则燥糟噪泽，藻贼糟援，责则燥增蚤凿藻凿 遭赠 灶葬贼怎则藻援 耘增藻则赠贼澡蚤灶早 责则燥增蚤凿藻凿 遭赠 灶葬鄄
贼怎则藻 澡葬泽 蚤贼泽 燥憎灶 怎泽藻援

猿援 栽澡藻 悦燥灶早则藻泽泽 孕葬则贼赠 澡葬凿 泽贼葬则贼藻凿 贼澡藻 憎澡燥造藻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葬造 皂燥增藻鄄
皂藻灶贼 憎蚤贼澡 增蚤造造葬早藻 泽糟澡燥燥造泽 葬泽 葬 皂藻葬灶泽 贼燥 蚤贼泽 枣怎则贼澡藻则 凿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援

源援 栽澡藻 糟澡蚤造凿则藻灶 遭藻糟葬皂藻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贼燥 贼澡藻蚤则 枣葬皂蚤造蚤藻泽 蚤灶 贼澡葬贼 贼澡藻赠
糟燥怎造凿 澡藻造责 泽怎责责燥则贼 贼澡藻蚤则 枣葬皂蚤造蚤藻泽援

缘援 葬 皂葬责 贼澡葬贼 泽澡燥憎泽 贼澡藻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澡藻蚤早澡贼泽 燥枣 造葬灶凿 枣燥则皂泽 泽怎糟澡 葬泽
皂燥怎灶贼葬蚤灶泽 葬灶凿 增葬造造藻赠泽 遭赠 皂藻葬灶泽 燥枣 泽澡葬凿蚤灶早，糟燥造燥则泽，糟燥灶贼燥怎则 造蚤灶藻泽 燥则
泽燥造蚤凿 皂葬贼藻则蚤葬造泽 造蚤噪藻 糟造葬赠

远援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 燥枣 遭燥赠泽 葬灶凿 早蚤则造泽（燥则 泽贼怎凿藻灶贼泽 燥枣 遭燥贼澡 泽藻曾藻泽）贼燥早藻贼澡鄄
藻则 蚤灶 贼澡藻 泽葬皂藻 泽糟澡燥燥造泽 葬灶凿 糟造葬泽泽则燥燥皂泽

苑援 陨 则藻葬糟澡藻凿 葬 泽燥造怎贼蚤燥灶 贼澡葬贼 责造藻葬泽藻凿 葬造造 贼澡藻 责藻则泽燥灶泽 糟燥灶糟藻则灶藻凿—
贼澡藻 皂藻灶，贼澡藻蚤则 憎蚤增藻泽，葬灶凿 皂赠泽藻造枣援

愿援 葬泽 澡藻 澡葬凿 责则燥皂蚤泽藻凿 贼燥 凿燥
怨援 贼燥 糟澡葬灶早藻 贼澡藻 燥造凿 憎葬赠 燥枣 造蚤枣藻，燥造凿 蚤凿藻葬泽，遭藻造蚤藻枣泽，澡葬遭蚤贼泽，藻贼糟援

贼燥 凿藻增藻造燥责 葬 灶藻憎 憎燥则造凿
员园援 宰藻 则藻造赠 燥灶 遭燥贼澡 则藻葬泽燥灶 葬灶凿 糟燥灶泽糟蚤藻灶糟藻；贼澡藻赠 糟燥皂责藻灶泽葬贼藻

藻葬糟澡 燥贼澡藻则 遭赠 糟燥则则藻糟贼蚤灶早 藻葬糟澡 燥贼澡藻则鸳 泽 泽澡燥则贼糟燥皂蚤灶早泽援

第一课

拉希德在奥克拉办的学校

桑莎·拉马·劳著

员）我和基蒂沿着笔直平坦的亚格拉公路驱车离开德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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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热，整个夏季郁积起的全部暑热都集中到了秋天的这个日子里

了。车后卷起浓厚的红尘。我们在上午拥挤的街道上穿行时，基

蒂随便而频繁地按着喇叭，我们超过大串大串的牛车，没上油的车

轴吱吱扭扭地响着———这是故意的一招，好让牛别打瞌睡，不过看

来这对赶车的人不起任何作用，他们在货堆上安安稳稳地睡着。

骆驼队秩序要好一些，赶骆驼的人在骆驼鼻孔里穿上绳子便于驾

驭，但是驼队还是用了一刻钟才移出公路中心，使我们的汽车能通

过。骆驼的主人比牛的主人要富裕些，末尾一头牲口上驮的家庭

用具是银器而不是铜器。

圆）“是商贩”基蒂猜测道，“回亚格拉去的。”
猿）我们到达后才发现奥克拉是片散布的茅舍，茅舍的土墙外

糊着牛粪，白天好使屋子里凉快，干后又可以作燃料。有个小得可

笑的店铺，老板是村自治委员会———这是按老规矩选出来管辖村

子的组织，由五人组成———的成员。他除充当替村民写信的角色

外，还是村里的钱庄。和印度所有的村子一样，在上午这个时间里

奥克拉不见人影。大多数人都在地里干活，女人们则聚集在井边，

这儿是她们会集的场所、说长道短的中心。当我们拐进通向学校

的干土路时，女人们头上顶着红土罐站在那儿看着我们。

源）基蒂停下车子。“拉希德先生在学校里吗？”她大声问道。
她们回答了我们以后，我们便不得不停在那儿和她们聊了起来，因

为对我这个陌生人她们什么都想知道。问我结婚了吗？没有？她

们安慰我说不用着急，虽说我已经快十七岁了，看上去还年青；不

过我要是不想给我那不走运的妈妈丢人的话，可就该开始找起来

了。问我为什么来这儿？要呆多久？

缘）拉希德到学校门口来迎接我们。他个子很小，样子很虚
弱，看不出是一个精力十分充沛的人。他以流畅的英语也以手势

来说明自己的意思。

远）“你们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说。每一个音节都发得
十分清楚。“当然，我们从五点半起就开始工作了，我们喜欢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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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凉快的时候上课。这样，白天热的时候就可以让孩子们休息。

……”他带我们穿过院子，院子的三面都是泥土的校舍。他转向

我解释道，“你一定会认为这一切都很简陋，但是对我们来

说，”———他突然用卖弄的口气说———“这是我们梦想的实现。有

时候我到德里去和基蒂小组一起吃饭，或去会别的朋友，到处都听

到人们在谈我们必须使千百万不善于表达思想感情的普通印度人

民具有常说的‘政治觉悟’。而我对这些人说，这可不是一件我们

可以送给村民的礼物。我们无法说：‘来吧，过圣诞节了，这儿有

件礼物。’我们只能去帮助他们，也许还可以起推动作用———但是

要取得成绩吗？那就在于他们自己了。”他看着我，想判断一下我

的反应。“不过恐怕我这只是从印度一个农村发出的———嗯———

孤独的呼唤。”

苑）我们来到主校舍前，我看到所有的门上都画着巨大的黄色
向日葵花，说是孩子们画的。

愿）“他们自己做的颜料，”拉希德说，“因为不用说我们没钱
买。不过，即使像这样小的一件事，大地也提供了一切。”这又引

起他新的话题，他对我说了说学校的历史，这也是国大党始创的通

过乡村学校来实现的整个教育运动的历史的缩影。

怨）一开始，村民们抱怀疑态度。拉希德说，要使他们相信他
们真的能白白地得到好处是很不容易的。即使做到了这一点，他

们也根本不想让孩子们离开家。农村里的成年人觉得在自己的生

活中教育没有什么用，连识字也没有用。有些人说起他们过去参

加过的扫盲运动，他们记得学得快的人用不了多久就能识字会写

了———可同样过不了多久就把所学的东西忘光了。他们坦率地表

示他们的怀疑。

员园）村子里的孩子们一旦能在地里干活，就对家庭经济起了
重要作用。在这一理由面前受教育的作用就太没有份量了。拉希

德向他们担保说，孩子们在学校会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如何

使土壤肥沃，如何提高土地的产量。但家长们仍然未被说服。

—怨—



员员）“最后，”他说道，“我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把孩子送到我
的学校来，我提供工具让孩子们每天纺一小时棉花，村民们终于看

到受教育的一点具体好处，一个线团可以卖几个铜币———不到一

便士，但却足以给家庭经济带来很大的不同。我说服了他们，他们

帮助我建起了校舍，孩子们每天来上学，一直上到能帮着家长在地

里干活为止。”

员圆）我们来到院子一角一群孩子面前，他们正在做一个模型
地图。有些学生在泡一种树叶来做红色颜料给地图上的国家上

色。

员猿）基蒂说：“他们连离村 圆园 英里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居然
能接受世界地理的观念，真令人惊讶。”

员源）拉希德怀着喜爱与胜利之情环顾全班，“让农民同意男女
合校比让城里人同意要容易得多。我希望工业发展不会很快把我

们的老百姓吸引到城市里去。他们会丧失只有所有权和土地才能

赋予人的那种精神上的独立。”

员缘）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离开奥克拉时，基蒂约拉希德到
德里她的家中去吃饭。“也许你今晚要给母亲班上课？”她突然想

了起来。

员远）“不上，”他答道，“明天才上。我很愿意和你一起吃饭。”
员苑）“你对我的外甥女讲讲你怎么争取到妇女们的，拉希德先

生，”基蒂建议道。

员愿）拉希德红着脸看着我，“恐怕你舅妈没把这事说清楚。你
瞧，有的学生上了几个月的学以后想必是回家对家长讲了学校不

少好话，这给了他们的母亲们很深的印象，结果有一天村子里好几

个汉子来找我，问他们的妻子是不是也能学习。当然啦，学校取得

的成功使我十分高兴。”他看着基蒂，“不过那时有个严重的障碍，

这些妇女大多是穆斯林，因而除了自己的丈夫外不能见男人。想

想看这多让人为难！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可是我又不能去教这

些妇女。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各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现在，

—园员—



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妇女们聚集在学校最大的一个房间里，我在一

块屏幕后面蒙着眼睛给她们上课。”

员怨）在基蒂和拉希德进一步讨论了如何把村学系统扩展到德
里周围其它村落后，我和基蒂便走了。但当晚晚餐时又谈起了学

校的事。拉希德坐一天两班经过奥克拉的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如

约来到，妈妈对我讲的奥克拉之行的见闻极感兴趣。

圆园）“把这样的一个规划付诸实现必定需要极大的勇气，”她
转向拉希德说道。

圆员）“与其说需要勇气不如说需要苦干和金钱，”他回答说。
“在这类事情上行政官员们不怎么干涉，你知道，理论上他们是支

持全民教育的。”

圆圆）基蒂插进来说：“我相信甚至还存在着这类的法律———尽
管不起什么作用。”

圆猿）“可是实际上他们还不如禁止人们上学呢，这样造成的损
害也差不多，因为很自然，如果不是由政府资助，我们根本没钱在

全国办公立学校。只要我们不要求财政支持，就不会受到干涉。”

拉希德胆小地微笑着，好像预料会受到反驳似的。

圆源）“我不是指那种勇气，”妈妈说，“我是指那种建立一个新
的世界所需的勇气。我知道如果这任务落在我身上，我会一点都

不知道应该教些什么，”她犹豫了一下，“这些孩子将永远不会忘

记你现在教他们的东西，这一定是项几乎会令人害怕的责任。你

能对穆斯林说‘结两次婚是不对的’吗？或者对印度教徒说‘吃牛

肉不是罪过’吗？”她看着桌子对面的帕米拉和我又说，“在西方他

们很容易就摆脱了这种困境。他们教孩子时很古板，然后说，‘按

自己的良心办事，良心会给你指出好坏来。’我的女儿们讨厌这样

的笼统大话，但我向来认为印度人太重理性，对我们来说，我觉得

理智和良心是互相补充的。”她令人释然地微笑着，“我说得不对

吗，拉希德先生？”

—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