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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藏戏
GESAERZANGXI

韩晓红·专栏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速写（二十八）

走进莫斯卡，
也就走进了宁静与真诚；
走进格萨尔史诗文化，
也就走进了神奇和向往。
莫斯卡之行，
铸就深情。

——作者手记

韩晓红自画像

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既有与诸多藏戏流
派相通的普遍性质，同时又包含着自身的特殊
性特征。我们很难从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悲喜
剧层面来加以解读，因为莫斯卡格萨尔藏戏不
是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
使这种感情得到净化”，而是凭借表演实现演员

的自身与格萨尔史诗融合的审美情趣，同时更
是满足观众与格萨尔史诗在情感上的相生相
融。这是一种具有同质化的审美享受和审美情
趣的需要。从藏戏理论上讲，莫斯卡格萨尔藏
戏的这一同质化特征，无疑是格萨尔戏剧理论
中的显耀特征之一，并与其它特征一起构成格
萨尔藏戏理论。

此外，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在设置和表
现人物的时候，并不过多地演绎其悲剧或者喜
剧的属性，更不需要从悲剧或者喜剧的视角下
引起观众心里状态和审美情趣的认同，而是通
过遵循格萨尔史诗来塑造人物形象和推进故事
情节。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格萨尔史诗中特有
的、真实存在的，甚至连同人物所经历的所有故
事细节都是格萨尔史诗中所“固有”的，诚然，有
的细节也有部分调整和更易，这种调整和更易
并不影响格萨尔史诗整体情节的推进。

就丹巴莫斯卡格萨尔藏戏而言，应该具有
这样三个特点：

一是观众和演员在审美情趣上与格萨尔
史诗的情感推进是相伴相生的。彼此在情感
上都属于相同相通的取向，彼此愉悦于同一情
感节点上。

二是剧中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人物
在情节的推进过程中时而有背离主题的一面，
更有互相融合的一面。所不同的仅仅是某种跳
跃式的误解与弱点。

三是个别人物在情节推进过程中有时因个
性化的需要，偶有某些过失或者存在某种弱点，

也仅仅是人物自身真实个性的表现，仅仅是故
事情节中的一些小小的“浪花”而已，能够产生
情节的起伏，但尚未达到悲喜剧意义上的程
度。即便也有一定层面上的“悲剧性”结果，但
造成这种“悲剧性”结果的人并非某种罪恶所
致，而是史诗中某个人物生长过程中的一些经
历而已，这些过程丝毫不影响某个人的所作所
为，即与主管责任没有什么关联。

尽管格萨尔史诗中蕴涵着浓郁的宗教色彩，
但是在格萨尔藏戏中对命运观念和因果报应观
念却很少涉入。更多的是对命运观念的淡漠甚
至毫不相关。“命运”这个词在世人看来是一个特
别的词汇，但是在莫斯卡格萨尔藏戏中却很少关
涉，这一现象是令人倍感惊异和钦佩的。

其实我们完全有必要从“心理状态”和“情
感状态”角度来审视上述观点。悲剧的目的是
引起观众内心产生怜悯和恐惧，这也是悲剧戏
剧所揭示的性质。当我们静下心来审视演员的

“心理状态”的时候，不难发现，演员的一词一
腔，每一个举手投足，都是依循内心世界的情感
流程，演员首先在心理上愉悦于整个流程，情节
推进中的每一个富有情感意义的关键“节点”，
演员都会得以享受。其“心理状态”自始至终是
一种自然流淌，毫无矫揉造作之态，既是表演的
需要，也是情感世界的需要。

观众则不同，既有与演员相同相通的情感
流程，还有对情节推进过程中情感需求的期盼，
观众们会经常面带微笑等待着早已熟知的情节

“节点”的到来。“节点”可以是一段故事，一句唱

腔，一个行为，一种队形……，总之，演员都会在
自己早已熟知的情节节点上产生情感世界上的
一次“飞跃”。

诚然，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其情感也是较
为复杂的，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情感状态”。不能
认为莫斯卡格萨尔藏戏中就丝毫不在演员或观
众内心产生“怜悯”心态，因为格萨尔史诗的内容
是丰富的，在如此丰富的内容中，难免不引起观
众或者演员“怜悯情态”的产生，甚至部分情节一
样会引起观众产生“恐惧情态”的产生。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
对“道德规范”的体现。这是一个值得推崇的特
点，即在演出过程中合理加入当代文明的元素，
从感性与理性角度对观众进行当代文明的注
入。如日穷活佛在剧情换场的间隙中巧妙加入
对观众的劝诫，并以格萨尔王的口吻告诫观众
不抽烟、不赌博、不酗酒等。这是会从一阵阵

“拉索·拉索”的认同声中感悟到戏剧演出的另
一种社会效应功能。也就是说观众和演员在演
出或观赏过程中，既能获取道德感，也能享受到
切身感。这种借用戏剧所演绎的内容而取得的
社会效果，是格萨尔藏戏一种显著的特征。

莫斯卡格萨尔藏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戏
剧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具有相同的情
感与需求。在人物的表演中，自始至终能够迸
发出人的“灵魂”，演员与观众之间也自始至终
拥有声息相通的“灵魂”。前面所论述过的“摹
仿”，也是在这种相同相通“灵魂”意义支撑力下
得以实现的。

康藏异闻
KANGZANGYIWEN

■贺先枣

在嘎波区供销社，有一葛姓汉人，名善银。
自称是“下江人”，抗战期间随父到重庆，解放
后其父及家人返乡，他独自一人来牧区工作，因
为算盘打得好，所以在区供销社当会计。葛善
银平时举止颇有乖戾处，常不被人理解。

忽一日，葛善银从一村寨里买回一头牛，村
民们称这种牛为“朵勒”，又叫阿戈牛。这头牛
矮小倒还罢了，只是瘦得不敢看，肋骨历历可
数，背脊如刀楞。问他为何买了这样一头牛？
答道：便宜，才六元钱。众人都摇头，他又补充
说：村人嫌这头牛终日吵闹，我是做好事。

果然不差，这头“朵勒”成天低吟高吼，吵得
整个供销社家家不安宁。区政府所在地也有好
几个机构，人们也被那头牛吵烦了，都骂葛善银
吃多了没事干。他倒好，天天还在想方设法让
那牛多吃一点草料，那牛却不怎么吃草吃料，吃
几口便吼一阵。

突然有一天不闻牛吼叫，听人说，葛善银找
了个村民把死了的“朵勒”剥皮剖了肚。那位村
民说，葛善银真怪，把牛皮作了工钱，他自己却
只拿了牛的肠肠肚肚回屋去了。

年底，葛善银同区上几个人一起喝老酒，海
阔天空神说胡侃。有人问已有酒意的善银，是不
是把那“朵勒”的肠肠肚肚煮来吃了。葛善银鼻
子里哼了一声，意似不屑。接着问众人可知牛
黄，众皆茫然。葛善银娓娓道来，牛得了一种怪
病，它便不能象无病的牛那样吃喝，吃点草料维
持不死而已，又天天叫唤不停。这时，它体内正
在起变化，在它的肝胆之间，胆汁正在变化凝结，
那东西便叫牛黄。牛黄分上、中、下三等，所谓
下等，就是胆汁刚凝成粉状时，牛不堪其疼痛过
早死去；牛若熬得住，那胆汁就凝成碗豆状，这便
是中等；上等牛黄则是已经凝成整块，呈圆形、很
贵重，那头“朵勒”的丑宝就是整块的。

众人恍然大悟，又大惑不解地问：“怎么又
是‘丑宝’？”他答道：“丑属牛，牛黄贵重之物，不
是宝是什么？”

当问那块牛黄卖了多少钱。葛善银一惊，
端起酒杯劝众人喝酒。直到人散，终不提及卖
了多少钱。

又有一次，葛善银几乎被一位卖杂骨的村
民打了一顿。供销社一直都收杂骨，说是运到
内地去做肥皂。这位村民背了一筐牛角、羊骨，
先过称是61斤，又复称只58斤，供销社主任骂
村民连几分钱的便宜也想占，村民不服，因为葛
善银从他筐里拿了一只牛角走，问葛善银他又
吱吱唔唔不承认，后来是一位区上干部从什么
地方提来两只牛角添上，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是年，葛善银从上海探亲归来，几个人又凑
在一起吹牛。有人说，海子山下的那个海子里
有怪物，道班工人亲眼见过。每逢夜静之时，那
怪物便分开波浪上岸，其叫声如牛吼。有人反
驳说，什么牛吼，是虎啸或是其它动物的声音。

葛善银说，我看是牛吼，是水中的犀牛上了
岸的吼声。大伙就说，不可能是犀牛或别的什
么牛，犀牛生活在很热的地方，其它牛能在水里
生存？看来还可能是别的什么怪物。

高原上也有犀牛。葛善银说得斩钉截铁。
高原上不会有犀牛，其他人也说得斩钉截铁。
没有犀牛，哪里来的犀牛角？葛善银急了，

拍着桌子大声反问。
犀牛角？犀牛角在哪里？众人也不让步。
你们还记得那回事吧，那个村民要打我，就

是我在他的背筐里发现了一支犀牛角，我就拿
了回屋。

大家当然记得，但没有相信那就是支犀牛
角。葛善银更急了，说，你们以为我看走了眼，
上海大药店的老师傅也会认不清？人家还说
了，那是支独角犀的犀牛角，不是长两只角的那
种犀牛角。

众人一愣，好一阵才问他，那么那只犀牛角
又价值几何。这回，葛善银不急了，只嘻嘻一
笑地说，喝茶就喝茶，扯那么远干什么。嗬，你
们先谈着，我去烧开水。

牛黄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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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黄金面具之谜

■仝涛

西藏阿里地区几乎是“人烟稀少”“不毛之
地”的代名词。驱车狂奔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
原，恍若在另一个星球。

这里，离天最近，却似乎被上天遗忘了。
这里，数千年来都未曾有过太大的改观。
这里，不少中外考古学者光顾过，最多的发

现就是各种各样的石头堆积，或是简单而无法
确定年代的些许岩画。

这里，真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吗？

故如甲木：差点被扔掉的金面具
2010年，在距离札达县城100公里的门士乡

故如甲木寺门前，僧人们偶然打开了一座深埋的
古墓，用颤抖的双手从漆黑的墓穴里取出了一批

像藏服一样花花绿绿的东西。当这批文物辗转
进入考古学者的视野时，大家都不禁惊呼起来：
丝织品！这是西藏第一次出土丝织品！而更为
意外的发现是，其中一块丝织品上有汉隶“王侯”
字样，背景上还有大量典型的汉代纹饰。

出于谨慎，考古学者尚不敢断定它们是否
属于汉代遗存。由于这些发现的重要性，2011
年的夏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西藏自治
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年轻学者们组建了一支考
古队伍，对这批墓葬进行了第一次发掘。

在一座墓葬完全打开之前，谁也无法预料
里面会有些什么，尤其是已经被寺院僧人们严
重扰动后的墓穴，我们并没抱有太多的期望。
所以，当一个藏族老乡从近4米深的石砌墓穴
内捡起一片皱皱巴巴的彩色小方片时，我差点
以为是大风吹进来的一张糖纸。拂去尘埃，竟
然是一件小型的黄金面具。这件面具尺寸不
大，约4厘米见方，面部用黑色和红色的颜料勾
勒出五官以及牙齿和胡须，周边有一排小孔用
以缝缀在其他软质材料上，在它被发现的位置
周边还出土了一些琉璃珠饰，可能是与面具搭
配使用的。

墓内还发现有几件较大的铜器、木器和铁
器，尤其是那把一字格的铁剑，形制与中原汉地
的铁剑非常接近。这再次印证了阿里地区在汉
晋时期已经与中原地区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
文化联系。墓葬内还发现有不少碗口粗的木
材，用以搭建石砌墓室的墓顶。经专家鉴定是
三尖杉属，应该是来自于喜马拉雅山区较低海
拔地区，也就是中印边境的河谷急剧下切地
带。由于海拔高的原因，阿里上千公里的范围
内很难见到高过膝盖的植物，这种木材因此也
愈加显得珍贵。

实验室测年结果表明，这一处墓地建于距
今1800年左右的东汉时期。人类学的研究成
果也揭示，墓主人是一位35岁左右的男性。综
合多种因素考虑，他很有可能是当地王侯级别
的酋豪或者头人。

一系列的发现，让人不得不立刻联想到了曲
踏墓地——一个与此年代接近的高级别墓葬。
在那里，我看到了阿里地区首次出土的金面具。

曲踏：两个黄金面具的发现
2009年7月的一天，札达县城的老乡闲聊

中告诉我，县城附近发现过一件黄金面具。由
于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西藏发现这类古物，觉
得传言不一定属实，并未太在意。暗想，纵然真
有这类发现，大概也会是比较晚期的物件，因为
北方草原地区辽代曾经发现有不少黄金面具，

草原文化通过藏北羌塘高原影响到西藏一隅，
也是很易理解的事情。

次年10月，通过西藏同行，我了解到事情
的真相，并且仔细研判了出土器物的图片和伴
出的其他器物，随即被这个重要发现深深震撼，
也庆幸自己没有与它失之交臂。

札达县城前两年在修路中发现了两座墓
葬，出土了一批非常罕见的器物，其中就包括这
件黄金面具。面具大小与真人面部相仿，由冠
部和面部两部分连缀而成。冠部呈长方形，正
面并列錾刻出三座阶梯状的雉堞，两侧对称分
布有树木、鸟、羊等动物，面部刻出眉、眼、鼻、
口，并用红色颜料勾勒出五官轮廓。冠部和面
部连接部分有成排的小孔，并用丝状物系在一
起。在整个面具的周边也有一周小孔，背后衬
有丝织物，可见它原本是缝缀在一块较大的丝
织物上的，形制与新疆地区汉晋墓葬发现的覆
面非常类似。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的李林辉研
究员推断这座墓葬年代在距今2000年左右，相
当于中原地区的汉代。这个墓地因为濒临一个
叫曲踏的小水沟，所以就命名为曲踏墓地。

2012年下半年，在曲踏墓地与札达县城之
间的象泉河畔，由于修建自来水管道，又一座高
级别的墓葬被打开。墓葬内又惊现一枚小型黄
金面具。这个面具虽然尺寸较小，也没有太复
杂的造型和装饰，但印证了黄金面具的使用在
札达地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葬俗。墓葬内还发
现有天珠和大量铜器、铁器和漆木器等，为我们
复原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

黄金面具不仅在我国西藏境内有发现，在
喜马拉雅山脉的彼侧，印度、尼泊尔也发现了不
少。比如，2011 年，在尼泊尔的穆斯塘萨木宗
村，来自美国的考古学家马克·奥登德菲尔在登
山家的协助下，进入一座崖壁上的墓穴，也发掘
出一面镀金银面具。此面具与真人面部大小相
当，用红色颜料勾勒出眼眶、鼻子、胡须和牙齿，
与故如甲木墓地的金面具非常相似。它的年代
为公元4——5世纪，比西藏阿里的三件面具要
晚些。再从墓葬的形制特点以及大量非常相似
的伴出器物来看，它们所代表的应该是同一种
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以喜马拉雅地带为中
心分布，延续的年代至少也从公元前1世纪到
公元后4——5世纪。

黄金面具的文明密码
根据汉藏文献的记载，在西藏西部被吐蕃

征服以前的相当长时期内，唯一长久占据这一高
原地区并建立国家的就是象雄人。由于文献的
缺乏，学者们一般把它的存在年代推断为大致公

元前4——1世纪到公元后7世纪为吐蕃所灭，基
本涵盖了上述那些墓葬的时代范围。由于阿里
古代交通状况和可利用资源的局限，象雄可能只
是个拥有众多部族的部落联盟，而不是现代意义
上的统一国家。藏文文献记载表明，象雄曾经有
十八个王统治。这些黄金面具的使用者，很可能
是霸居一方的部落酋豪和高级贵族。

象雄在唐代时候才开始出现在汉文文献
中，被称为“羊同”。《唐会要》记载了吐蕃征服
（642年）前象雄国的统治范围和丧葬习俗：

“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
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
……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
以黄金鼻银齿……”

这里记载酋豪死后“易以黄金鼻银齿”，可
能指的就是黄金面具之类的器物。使用这些黄
金面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古代象雄人眼
里，它们具有什么样的超能量呢？文献里并没
有给出更多解释，但是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
线索，即酋豪在死后要经历一系列“抉去其脑”、

“剖其五脏”的尸体处理方式，这与故如甲木墓
地的发现相对应。在故如甲木墓地，考古学者
们发现了尸骨在埋入前要停厝一段时间和进行
二次葬的证据；而萨木宗墓地的尸骨上，更是发
现了大量确定无疑的刀痕，很可能是在死后进
行剔去皮肉的丧葬方式。

这是西藏天葬的早期形式？或是为了能够
更长久地保存而剔除软组织，留下坚硬的尸
骨？虽然我们对于这一葬俗的深层原因还不得
而知，但可以推测，黄金面具最基本的功能可能
是用以在尸骨最终埋入墓室时进行面部装饰。
用朱红色的颜料涂在面具的五官轮廓上，可以
创造出活生生的人的形象，用金灿灿的贵重金
属衬上金灿灿的丝绸覆面，打造出王者风范，既
可以维护死者最后的尊严，也体现了他所拥有
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希腊文化中的迈锡尼文明和欧亚草原地
带，黄金面具在不同时期都出现过。西伯利
亚叶尼塞河流域发现大批各种材质的丧葬用
面具，据说是用以隔离死者，避免伤害到活着
的人。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
以及新疆昭苏县波马等地都发现有黄金质地
的面具，时代在公元 3——5 世纪前后。金面
具在不同地区的发现，为我们深入解读喜马
拉雅地带的黄金面具提供了一个文化大背
景。虽然离最终答案距离还很遥远，但我们
期待着下次的阿里之行会有更多的惊喜，帮
助我们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金面具，找到打
开象雄文明的金钥匙。

■刘瑶琴

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经青海去了西藏，这
是学者们和一些史书上所说的。但是，在辽阔
的康藏高原上，有关文成公主经过了这个地方
的传说和活动的遗址比比皆是。在康定城，有
一座传说是文成公主走过的“公主桥”；在康定
塔公草原上的塔公寺里，有一尊释迦牟尼佛12
岁等身像，信众都说是当年文成公主途经这里
留下来的；在甘孜县城南有一处名叫“嘎拉觉

俄”的地方，也传说文成公主在这里留下了一尊
释迦牟尼佛像。

塔公和“嘎拉觉俄”的这两尊佛像，在信仰
者的心目中，与拉萨大昭寺里的释迦牟尼佛像
齐名，所以一直流传着拜见了这两座佛像，就相
当于去了拉萨，而不必舍近求远的说法。原邓
柯县城就在金沙江边，是过去通往西藏必经的
大道。在离江边不远，一个叫做“丹达”的山沟
里，在一处石崖上，有一幅神秘的石刻，无论什
么时候去，那里都挂满了经幡和哈达，群众称之

为“照阿拉姆”，意为石崖上的仙女。
当地群众传说，其实这幅石刻仙女，就是

文成公主和她的侍女的自画像。他们说，当
年文成公主跨江去西藏时，回首用手中的马
鞭在那片石崖上一挥而就。有专家研究过这
幅石刻，说这幅石刻画的风格“有唐风”，人物
形象造型准确，两位女神相貌端庄，身材丰
满，神采奕奕，衣着线条流畅自然，整个画面
灵动，经过考证，认为这幅石刻应是明代以前
的作品。

在离邓柯很远的乡城县，那里的女孩子们
有一种很漂亮的衣服，女孩子们说这种衣饰叫
做“疯装”，传说是她们从文成公主那里学来
的。因为当年文成公主从这里路过时，她们的
祖辈看见了公主所穿的衣服，在赞叹之后就群
起而效仿，然后一代又一代流传了下来。除此
之外，康藏高原上还有许多传说以及遗址都与
文成公主有关，难道说文成公主真从这方水土
路过？如果没有从这里路过，这些传说和遗址
是怎么回事？

甘孜谚语是流传于甘孜地区的一种俗语，
是藏语言文学精华的组成部分，朗朗上口，通俗
易懂，是甘孜地区流传下来的集体经验和智慧
的结晶。

今天介绍新的谚语：
想吃上酥油，先要喂好乳牛
酥油是藏族食品之精华，高原人离不开

它。是似黄油的一种乳制品，是从牛奶、羊奶中
提炼出的脂肪。

藏区人民最喜食牦牛产的酥油，其色泽鲜
黄，味道香甜，口感极佳，冬季的则呈淡黄色。
酥油滋润肠胃，和脾温中，含多种维生素，营养
价值颇高。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想什么事要先把基础
打好，想吃上酥油，那就照顾好乳牛，这样才能有
产量；一个人不能不劳而获，要踏实的做好每一
件事，才能有收获，才能吃上想吃的酥油。

甘孜谚语

曲踏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 李林辉 摄

曲踏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 李林辉 摄

文成公主真的从这里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