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先枣

把枪里填上火药，又特意在铅弹上用刀
划成刺状的小口，带上“划刀”，苏老汉儿顺
着牛的蹄迹开始去寻找那畜牲。但是，庄稼
地四周不比去浸水塘的那条独路，牛蹄迹很
快就消失在地边的树林里、灌木丛里，要找
到它往哪个方向去了很难，苏老汉儿一连两
天连它的粪便也没有发现。

搬粮食回屋，又上山穿林子，几天下来
把父子俩累得够呛。那天，天还没黑尽，父
子俩就倒床睡觉。前半夜雷鸣电闪，大雨
如注，没有吵醒这累泥了的父子俩。天快
亮时，忽山崩地裂似的声响把父子俩惊醒，
苏老汉儿抓起枪就朝门外冲，迷雾细雨中
什么也看不清，可苏老汉儿却看到自家用
来堆放粮食、柴草的那间棚子倒了，走过去
细看，才知道，小锅粗细的两根木桩全倒
了，苏老汉儿心里正奇怪，不料不远处传来
一阵急促而高亢洪亮的牛叫声。这畜牲！
苏老汉儿大骂出声，忘了还下着雨，摆弄了
一阵火药枪，便朝传来牛叫声的方向勾动
扳机，“啪”地一声，引火的火炮受了潮，那
一枪没放出去，气得苏老汉儿在泥泞里顿
起脚骂天骂地。

天大亮了，雨小了一些，但没有要停下
的样子。苏老汉儿看清了，竹子编成的墙壁
倒在稀泥之中，柴草散开，堆在棚子一角的
粮食被雨水泡得发胀了。紧靠棚子的老屋
此刻显出了它衰老的面容来，露出石墙的柱

子发黑，明显的朽了。在细雨中，发黑的泥
水顺着墙壁流着、浸着。如果让雨水再直接
冲刷，墙要倒、老房子也要倒。

苏老汉儿叫苏狗儿把锄头、斧头准备
好，先得立起桩来，把棚子搭好，不能让雨水
冲刷老墙。粮食可以放到太阳出来以后再
说。他嚷了半天，没人答应，没有动静，苏狗
儿也不见了。这狗日的难道也跑了？苏老
汉儿发狠道：都跑，都滚，老子懒得再去撵哪
个，都滚，老子一个人来。

年近六旬，却强健异常的苏老汉儿冒着
雨挖坑下桩，忙得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停了。
时时、事事少了个帮手，做起活来极不方便，
老汉儿想着、想着就骂人，后来竟骂起自己
来，说：我这是为了哪个啊！不想这时一下
来了好多人。原来苏狗儿跑到下面村子里
找他的大姐去了，大姐家一听房子倒了，便
约上几个年轻人赶来帮忙。

下午的时候，苏狗儿住在公路边的三姐
家也上来一拨人，人多做事果然不同，天没
黑断，该收拾的就收拾完了。不过天黑路滑
下山怕出危险，苏老汉儿就留众人在自己家
过夜。大姐、三姐去收拾饭菜，苏老汉儿就
生起一堆火，人多没地方睡，烤一夜火，权当
睡觉。山里人就在火边吃饭也别有一番风
味，来帮忙的人中有苏老汉公路边的亲家，
借着酒意，亲家就说，记得老辈人原来都要
敬就山上的牛王菩萨，你老哥不说是敬他，
怕不要再去惹他才会安宁哟。也是借点酒
意，苏老汉儿说，说句不怕你老弟生气的话，

我这一辈子就是不怕它狗日的，啥子鸡巴牛
王菩萨，它是牛魔、魔头，它欠我一条人命！
老子迟早要收拾了它，骨头用来熬锅汤，不
怕它的都来喝一口。欠你一条命，不晓得你
欠了这山上好多条命！亲家心里说，嘴上不
好再说，说过了头，伤和气，便埋头吃饭。苏
老汉儿是个从不会自己挑头说个话的人，也
闷头喝酒。幸好人多，七嘴八舌，倒没显出
尴尬。

第二天苏老汉儿送大伙儿下山他也下
了山，过了一天回来时背了一筐铁皮罐头
盒盒，那是他特意在公路边到处捡回来
的。他在他的老房子周围又打下些木桩，
木桩上拴上细棕绳，棕绳上挂起罐头铁皮
盒子，风一吹，叮咚直响。苏老汉儿想的
是，那畜牲或许怕声响就不敢走近房屋，即
使它真的来了，这些铁皮筒筒就给自己报
了信了。

不料，那牛又没了踪影，一年、二年、三
年多过去了，苏老汉儿时常想，那畜牲这回
怕真的老死了。苏狗儿长得高大魁梧，越发
不听老头子调教了，有一天突然跑回来说，
他要走了。还没让他老子开口，他补充说他
要去当兵去了，体检、什么手续都完了，只等
走了。苏老汉大吃一惊，这狗日的事前一点
风声也没漏！可老汉儿心里明白，苏狗儿的
走不同他老二的走。他也就听从了小儿子
的话，到公路边三女儿那里去，说一说苏狗
儿走后两个女儿怎么照料他的事情。谁知
乡上也有个干部在那里，说了一阵后，那干

部忽然把脸放了下来，说，你再到山上去乱
整，法律不饶人哩。苏老汉儿说，球！那牛
欠我一条人命，你们咋不把它逮去坐班房？
保护它，也要保护人。

干部急了，说，你不整它，它会来惹你？
现在你是军属了，年纪又大了，还是搬到村
子里来住为好。再说，白沙沟也要封山了，
你开的那些地，村里要安排人去种上树，这
是国家规定，退耕还林。苏老汉儿前些日子
就听说过有个不许种庄稼但要栽树子的话
头，苏老汉再倔，也知道这回是倔不过去
了。经亲戚女儿又劝又捧，到底同意搬到村
里给他修的房屋里来住，苏狗儿这才把心放
了下来。

那天，人们把苏老汉儿的破烂家什一背
背运走了，老汉儿望着已经下了瓦的老屋百
感交集，慢慢迈出门来，万没想到他一眼就
看见了那头牛，它就站在他那块最大的洋芋
地边，那牛仍然那么威风。它看见苏老汉出
门，突然向后一跳，同时摇头舞角，像是示
威。苏老汉儿又一次看清了它左边角上的
刀痕，猛地也大喝一声：牛魔，魔头，算你杂
种有运气，如果再让我在这里住，老子硬要
杀了你！

那牛像是听懂了老汉儿的话，又毫不在
意似的，把头摇了又摇，忽然昂起巨大的头
颅，长啸出声，还是那么洪亮，还是那么精
神。苏老汉儿在心里连叫怪事、怪事，这畜
牲怕真的成了牛魔了，这么多年了它一点不
见老、一点也不见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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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藏异闻
KANGZANGYIWEN

■骞仲康

西炉那些事
还是炉城的事儿，说来有

点搞怪似的，不说又象丢下了
一件蹩珍没管，心头欠起。

1991 年的年份，从数字
字面看，19 和 91 是左右对称
均齐的，有点意味。那时就
推想2002年也会再遇这样的
现象。只是觉得2002年远在
1991年往后十个大年头之外
去了，难得等待。不期，如今
2009 年也快过去了，才发现
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连得
何其紧。2992 年那对称字
面，会在不经意之间，哪阵就
与人照面了呢。如此，回顾
解放前旧社会，那真是在述
古了，历史就是这么经不得
人的打点，更何况历史中凡
人琐事。

西炉的世事自有运数。
三百年前，西陲边城打箭炉
于大清朝的初兴，在有掐算
癖的人看来，是萨甲拉家族
和萨瓦拉家族打成亲家带来
的善果。这话让知情西炉旧
况的人听来，诚信焉。二十
世纪四十年代末，风雨飘摇，
民生凋蔽的炉城，要想中兴，
也出现了一种说法：必须由
当地两家火头高的人户合
和 ，方 可 顺 利 渡 过 动 乱 时
局。思量起来，炉城老传统
的大户人家，尽都在走下坡
路，光境淅差。唯刘磨坊和
邓皮塘两家不仅稳得起，还
有些发旺的迹象。炉城中兴
的指望，怕正该寄托于斯。
那时候，没有比这两家更具
火头的西炉人户了。于是
乎，‘刘邓和，西炉兴’，竟然
成了偈语似的民间说道，在
街街巷巷的谣儿曲子里响
起，巴望着刘磨坊和邓皮塘
打成亲家，给西炉古城冲回
喜也算好事。

往年西炉无啥象样的产
业，磨坊和皮塘属这方面的重
头。刘磨坊是这家小业主当
家人的外号，五大三粗的下江
客，南人北象，想必有福。邓皮
塘也是那家小业主掌门人的
人称，精练敏捷的陇土客，北人
南象，更加多福。刘邓两家挨
得近，都以和气生财，平日里交
道就不错。两家儿女也大了，
就有吃闲饭的为其相亲，一盘
算，一合计，还‘中’。偏偏刘家
少爷有自己的爱情，邓家少爷
有自己的事业，纵然都还很看
得起邻家小姐，却顾不上或扯
不拢姻亲关糸。个别人想象
中的刘邓和合那事儿，僵起就
是大半年，无以定夺。

正在这时，二郎山外头
的风，把解放一词传到炉城，
刘文辉与邓锡侯联名起义，
西康改天换日，西炉作为省
府，首当其冲。就有人说，这
正好应着‘刘邓和合’的说
法，而且牵扯大着呢，不止于
西炉，已然关乎西康了，西炉
中兴之兆，应验在此刘此邓
身上，稍许准些。正说之间，
见多识广的炉客，把更大的
话头递过来。说那刘邓之气
候，另有因缘来由，是西南王
刘邓，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
刘伯承与邓小平，当年朱毛
麾下的大员要人。这西南王
刘邓的火头旺，就甭提了。
他们挺进大西南，西南数省
旧官僚些都为之倾服，西康
军阀刘邓怎敢不顺从其势，
西炉刘磨坊和邓皮塘，那才
比不得，比不得哩。眼下显
见天翻地腾的时局，西炉怕
不只是中兴，要新兴嘞。事
实果然如此，这话庚即对现，
惊得来一时让好多康娃些都
瞠目。的确，新社会了嘛，全
国新兴，西南当然，西康当
然，西炉当然。

其实，对西炉人等而言，
刘邓云云，纯属‘扯天白’。
当时，脚踵迟疑于新旧社会

交替的门坎上，眼角难免前
后顾盼。不过，希望世况和
顺，倒是真心实意。本来，人
之上，还有天，天道好了啥都
对付得过去，人为贬力，就爱
问天，把人事托给苍天发落，
如是生出刘邓之谓的荒堂
言，倒也是民心民意一度的
真实反映。解放好几年了，
更多的康娃并不晓得炉城曾
有过如彼刘邓的龙门阵。当
被人点明了此事以后，仍毫
无表情的递一句似问非问的
话：是啵。那个淡定，大有

‘天凉好个秋’之态。
生 活 就 那 么 摆 在 人 面

前，咋个认识，咋个感受，全
在自己。民间的故事，真假
虚实无须计较。于中，让人
生去丰富世界，也让世界来
衬托人生，才是其中奥义。
愿闻喜乐的老康人，只所以
讲述这戏剧化的炉城折子或
段子，不在于开启啥哲学思
想，揭示啥历史规律，不过是
在以自己的心意给自己解释
心情罢了。他们只是觉得，
人世总是依附着天道，才能
发生、发展、发挥一丁点能
量。那年月，古代士大夫强
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海外人本主义者声称的生命
爱情自由理想，大体在古典
天然的炉城人氏眼中被看透
了。他们对日子还是只图活
成个寻常。人事，平平淡淡
最是真样的，哪操得起天公
的心。何况，老不读三国少
不读红楼，青壮更不必编排
个刘邓戏言麻哄别个。然而
老爸老爷们年青时玩不上电
脑，怎么作也该有属于那个
时代的虚拟世界，以飨精神。

真实的日子里，刘磨坊
家儿子自由恋爱，接了个洋
盘新女性回家当娘子，自己
反而变得‘老土’了。邓皮塘
家儿子参加革命，远走高飞，
实现的抱负也大。两家女儿
都在康定寻得巴适门户出
嫁，为人妻为人母。西炉民
众，一并爱掐算的先生，一并
那刘姓的磨坊主和邓氏的皮
塘主，从容地经历着社会主
义改造，文化大革命，四个现
代化，进入新纪元。

西炉人氏比西炉城池古
老，南溟北振，东土西天的聚
拢 ，不 容 易 。 真 是 百 家 百
姓。说来，老百姓在帝王制
下是小百姓，新百姓在共和
国中是大百姓。新中国成
立，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个
个康人都无疑是作主西炉的
当家人，只是每个康人在当
家作主之间，想得多点的是
为众生服务，一心感恩社会，
恭敬时代 ，于尊奉天道和完
善世道之中，利益自己。和
风细雨的让天道养饴世道，
让世道滋润人道。让心和身
相倍伴了，好捱过岁月。也
就是‘自然、社会、个人三者
和谐’新话语中的意思。至
今，炉城人众共同构造着某
种浑然整一的生存氛围和状
态，把边鄙乡土营造成人文
中心。理性的去感受人情，
感性的去认知世故，对这既
博大又精深的西炉文史，珍
惜有嘉，尊重有嘉。

无论如何，时轮是在衍
进的，18081 年的终将到来，
属必定的客观事实，无论多
么遥遥，却仍是有期。用阿
拉伯数字记写的那一年份，
若不因时代进步而改写成天
书或二进位数字的话，那字
面更是左右对称均齐的样
子，还有个0在当中定心。想
来，那会儿的人和人，人和
天，人和心也应该更趋平衡
均齐了。今天的西炉康定新
人些喔，生出这等游戏来，却
又胜却了当年那关于刘邓的
神话或神曲些许，以资审美，
以资思考。谨此，想也不至
于惹得祖宗讨厌，上帝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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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话康定

格萨尔在甘孜
GESEERZAIGANZI

据不完全统计，《格萨尔》全传至少有
226部，200多万诗行，远比之前常说的世界
最长史诗《摩诃婆罗多》要长很多，因而《格
萨尔》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史诗。目
前，自治区重大文化工程《格萨尔》藏译汉项
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初步计划将于
2018年底完成。目前《<格萨尔>艺人桑珠
说唱本》的翻译出版工作，首批通过终审的
5部已出版，包括《天界篇》、《木岭之战》、

《白热山羊宗》、《丹玛青稞宗》和《其日珊瑚
宗》。今年计划出版《木雅黄金宗》等5部。

创造世界史诗领域
个体艺人说唱最长纪录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了解到，
20世纪80年代初，自治区政府投入大量资
金，先后20余次派人到《格萨尔》史诗流传
比较广泛的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民间艺人
普查、《格萨尔》史诗旧版本以及有关传说搜
集、实物等抢救工作。经过研究人员的不懈
努力，先后共寻访到能说唱10部以上《格萨
尔》史诗的民间艺人57名。

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
次仁平措介绍，近年来西藏的《格萨尔》旧
版本及实物登记和抢救也取得了很大突
破。据了解，自《格萨尔》抢救性保护工作
开展以来，全区先后搜集和发现50多种与

《格萨尔》史诗有关的民间人物传说和 10
件实物，搜集到 74 部 55 种《格萨尔》史诗
旧的版本和旧手抄本，整理出版《格萨尔》
旧版本32部。

在此之后，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于 2000
年启动了抢救、整理、编辑和出版《<格萨尔
>艺人桑珠说唱本》的文化工程。次仁平措

说：“桑珠老人说唱的《格萨尔》不仅结构严
谨，情节生动、富有强烈的表现力，而且他的
语言质朴简练，滑稽幽默，更重要的是，桑珠
老人具有极高的说唱天赋，他的说唱从来都
不人云亦云，对《格萨尔》有着他自己的认识
和见解，人们都称赞他是民间语言大师。”

据了解，虽然目不识丁，但因为对《格萨
尔》有着极高的说唱天赋，桑珠老人于1991
年被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社会
科学院等四部委联合授予“《格萨尔》说唱
家”称号。之后，又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目前，藏文版的

《<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丛书45部（48
册）的整理、出版已完成。“《<格萨尔>艺人
桑珠说唱本》共计52万多诗行，不仅创造了
世界史诗领域个体艺人说唱史诗的最长纪
录，而且还填补了迄今为止没有整理和出版
过单个艺人全套《格萨尔》说唱本的历史空
白。”次仁平措说。

藏汉翻译工作
首批通过终审的5部已出版

2013年12月，自治区重大文化工程《格
萨尔》藏译汉项目启动，总投资766万元，项
目由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牵头并

具体实施，计划翻译 30 部《<格萨尔>艺人
桑珠说唱本》中的内容。

次仁平措介绍，《格萨尔》的流传非常广
泛，平常都用“3个9”来概括，即在9个民族、
9个国家、9个地区都广泛流传。“《格萨尔》
翻译是为了扩大文化交流，加大《格萨尔》史
诗的传播力度。我们初步计划在2018年年
底完成翻译工作。”次仁平措说。目前《<格
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的翻译出版工作，
首批通过终审的 5 部已出版，包括《天界
篇》、《木岭之战》、《白热山羊宗》、《丹玛青
稞宗》和《其日珊瑚宗》。今年计划出版《木
雅黄金宗》等5部。

除了《<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翻译
工作，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还在抢救整理一套
丛书和一套音频唱腔。一是《<格萨尔>艺
人独家说唱本》丛书，该丛书囊括了一些艺
人的独家说唱故事，计划出版20本，目前已
经出版了10本。另外，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联合雪域音像出版社选择并组
织了那曲地区6名最优秀的《格萨尔》说唱
艺人，进行音乐唱腔的抢救录制工作。已经
录制118种《格萨尔》中具有代表性的唱腔，
总共15碟，时长11个多小时。

《格萨尔》藏译汉预计明年底完成

■本报记者

康藏艺术
KANGZANGYISHU

唐卡是一种以宗教内容为
主的卷轴画，它既是赏心悦目的
艺术品，又是佛教、苯教信徒修
行的重要辅助工具。唐卡的表
现内容包罗万象，既有纯宗教意
义的神灵造像内容，又有涉及政
治、文化、经济方面的内容。

在藏族传统美术理论界，以
贡追·云旦加措的《知识总汇》一
书为代表的观点称，唐卡的主要
风格可归纳为5大流派，分别是
白赤派、吉岗派、勉唐派、钦孜派
和噶赤派；区域性流派又分为藏
赤、卫赤、艾赤、康赤等等。

作为宗教用途的唐卡，由于
其不同的应用和表现手法，又分
为村唐即多彩唐卡、纳唐即黑底
唐卡、蔡唐即红底唐卡、瑟唐即
金汁底唐卡等。另一种分法是
根据绘制唐卡时所用时间来进
行分类，分为恁唐，花时一日；锣
唐，花时一年；普通唐卡，花时不
定等。所谓唐卡不单单是指布
绘彩画，还有用不同材料完成的
唐卡，比如：缂丝、堆绣、刺绣等。

如今，随着生活内容的不断
丰富，唐卡爱好者的队伍逐渐壮
大，欣赏唐卡、收藏唐卡已成为
雅趣，给人以心灵的平静和无限
的收藏乐趣，凝固历史、展现宗
教美感的旧唐卡当然是众人所
望的收藏品；新时代的唐卡画家
们也在不断地创作着，呈现出藏
区独有的审美信息。

在辨别唐卡真伪时应注意：
一幅唐卡的主体可能是由徒弟

绘制，但像眼睛、指甲、手印、人
物身上的装饰与法器等最见工
力的地方大都由师傅绘制，购买
时必须关注这些细节；有的唐卡
绘制完毕后会在表面打一层蜡，
使外观与色彩更加光洁，手感光
滑，并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要
对着阳光看，以此来鉴定蜡质层
的完整性。这里要从下面 3 方
面考虑：

1、画工鉴别：首先，在内容
上要进行筛选，由于唐卡画面涉
及的内容较多，有些可能你并不
理解，因此要选市场认知度比较
高的作品，比如：释迦像、白绿度
母、财神等易被人们接受和了解
的造像内容。其次，唐卡绘制的
时间较长，画工精细、画幅较大
的唐卡价格必然会高，对于外行
人来说，画工与画幅是决定购买
时确定心理价位的最基本因素，
一定要反复权衡。

2、画师的影响：绘制唐卡自
古便是信徒们研习佛法的一部
分，寺院喇嘛是唐卡绘制者的主
要组成部分。喇嘛绘制唐卡的
流通渠道相对单一，价格也较
高。

3、画工的影响：绘画功力
一般与经验积累有关，比如颜
色的调制是否均匀，细节绘制
是否仔细完整，各部分比例是
否合理，有无溢色，落色，作品
的整体性是否完整严谨等。唐
卡的形式品种多种多样，除彩
绘唐卡与印刷唐卡外，还有刺

绣、织锦即堆绣、缂丝、贴花及
珍珠唐卡等。刺绣唐卡是用各
色丝线绣成，凡山水、人物、花
卉、翎毛、亭台、楼阁等均可刺
绣。织锦唐卡是以缎纹为地，
用数色之丝为纬，间错提花而
织造，粘贴在织物上，故又称

“堆绣”。贴花唐卡是用各色彩
缎，剪裁成各种人物和图形，粘
贴在织物上。缂丝唐卡是用通
经断纬的方法，用各色纬线仅
于强烈的装饰性。有的还在五
彩缤纷的花纹上，把珠玉宝石
用金丝缀于其间，珠联璧合，金
彩辉映，显得格外灿烂夺目。
缂丝是将绘画移植于丝织品上
的特种工艺品。这些织物唐
卡，质地紧密厚实、构图严谨、
花纹精致、色彩绚丽。藏区的
织物唐卡多是内地特制的，其
中尤以明代永乐、成化年间传
入藏区的为多，后来藏区本地
也能生产刺绣和贴花一类的织
物唐卡。

印刷唐卡有两种，一种是满
幅套色印刷后装裱的，另一种是
先将画好的图像刻成雕板，用墨
印于薄绢或细布上，然后着色装
裱而成。这种唐卡，笔画纤细，
刀法遒劲，设色多为墨染其外，
朱画其内，层次分明，别具一
格。图案花纹需要处与经丝交
织，视之如雕镂之象，风貌典雅，
富有立体装饰效果。目前，市面
上所售的多是印刷唐卡与绘制
唐卡。 （据甘孜新闻网）

唐卡的艺术价值及其画工教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