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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青 纪 行

从石渠县到玉树地区，通天河
是必经之河。据传，通天河是唐僧
师徒取经所经过的一条大河，这是
唐僧师徒八十一难中的一难，事见
《西游记》第四十七、四十八回。唐
僧遇阻通天河，夜宿陈家村，巧遇
灵感大王祭祀，孙悟空与其斗法通
天河，救得童男童女，后得老龟相
助，渡过通天河。

7月的通天河浊浪滔天，联想4
月14日发生的玉树大地震，不由
让人很是伤感和忧郁。在通天河大
桥旁，由江泽民题写碑名，布赫撰
写碑记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纪念
碑”格外抢眼。由于长江、黄河、澜
沧江均发源于青海境内，这三条大
河的源头相距很近，以此命名的三
江源自然保护区就成为了我国面
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天然湿地和生
物多样性分布区。其实对我这个在
石渠县呆了14年的人来讲，无论
是到石渠县洛须片区下乡，还是到
玉树州出差，都绕不过通天河。每
到通天河一带，除却会不由自主的
想起当年在此罹难的长江第一漂
勇士——尧茂书外，给我最大的感
受就是县城距“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纪念碑”不到100公里，且全县大部
分都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核心半
径100公里以内的石渠县，并未因
为其地理位置而被纳入三江源自
然保护区范围。为此，共饮一江水
的石渠县也就丧失了许多优惠政
策和发展良机。其实，早在10年前，
我就由于感触于先前纷争不已，后
经过科学论证和多方会商，而达成
一致构建的川、滇、藏、青共享的大
香格里拉区域，而石渠县处于这样
的核心区未尝不可纳入三江源自
然保护区范围内。

姑且就由三江源的源头说起：
万里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的主
峰各拉丹东南侧的大冰川，滚滚黄
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卡日
曲河谷和通天河洒经台古宗列盆
地，澜沧江源出于唐古拉山北麓的
群果扎西滩。

通天河是长江的重要支流，也
是长江上游中的一段，其从青海流
入四川省石渠县境内始称金沙江，
它上起囊极巴陇与长江正源当曲
相接，下至玉树州附近的巴塘河口
同金沙江相连，横贯青海省玉树藏
族自治州全境，河长813公里。通
天河流经“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纪念
碑”后，往下100来公里的流域里，
就是石渠县洛须片区的一镇四乡
（真达乡、奔达乡、正科乡、洛须镇、
麻呷乡），该区域也是石渠县四个片
区中唯一的半农半牧区。其中，真达
乡全部涵盖在通天河下段，因为河
道比较顺直，河槽
逐渐稳定，水流比
降增大，水势汹涌，
两岸山势增高，谷
底海拔由上游的
4000 多米下降到
3000多米，成为典
型的峡谷河流。

通天河的左岸
山岭属著名的巴颜
喀拉山，翻过此山，
便是中国第二大河
——黄河的源头。
而四川省的石渠县
恰好也就地处巴颜
喀拉山南麓，尤其
是流经石渠县的三
条大河（金沙江、雅砻江和查曲河）
中的查曲河便是黄河的重要支流之
一，地处查曲河和雅砻江流域的石
渠县四分之三区域，尤其是扎多片
区的5个乡就散布在巴颜喀拉山南
麓。扎多（雅砻江上游）、扎格（雅砻
江中游）和扎麦（雅砻江下游）三个
片区共同构成了石渠县的牧区，并
且和扎多片区首尾相连的扎格、扎
麦片区的大部分区域距三江源自然
保护区纪念碑的半径距离也不过
100公里左右。

从物种来看，石渠县作为长江
源的范围之一，与三江源同为世界
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特点最显
著的地区，被誉为高寒生物自然种

质资源库，具有独特而典型的高寒
生态系统，为中亚高原高寒环境和
世界高寒草原的典型代表。植被类
型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
灌丛、草甸、草原、沼泽及水生植被、
垫状植被和稀疏植被等9个植被型，
可分为14个群系纲、50个群系。区
内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有油麦吊云
杉、红花绿绒蒿、虫草3种，列入国际
贸易公约附录Ⅱ的兰科植物30多
种。野生动物有兽类80多种，鸟类
230多种(含亚种为263种)，两栖爬
行类近50种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有6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有藏羚、野牦牛、雪
豹等10多种，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有岩羊、藏原羚等
30多种。

同时，从文化
区域来看，地处三
江源自然保护区的
玉树州等与甘孜州
同属康巴区域。尤
以石渠县的通天河
——金沙江流域的
青稞文化区域（洛
须片区 5 个乡镇）
与玉树的治多、玉
树等县份同属相
同的文化区域。而

以查曲河、雅砻江流域的牦牛文化
（扎多、扎格、扎麦三个片区18个
乡镇）与玉树、果洛地区的许多县
份同属相同的牧区文化区域，无论
是生产生活，还是语言、建筑、服
饰、饮食等都大同小异，并且都是
格萨尔传说流传的重点区域。

从气候来看，石渠县与三江源
同属高寒气候区，除高原东部边缘
外，大部地区风大，气温低，空气稀
薄，垂直差异很大，多年平均气温
在0℃以下。通天河下段及金沙江
上游石渠县辖区河谷地区，气候比
较温和湿润。该段河谷以前除放牧
外，只能在小块土地上种植青稞。
现在，农业区面积扩大，作物品种

也有增加，先后试种小麦、蔬菜和
各类瓜果都获得成功，产量也不断
提高。并且通天河和金沙江两岸，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相当复杂，因
此，形成了多种类型的草原牧场，
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畜牧区之一。

在写下该文之后，国务院召
开常务会议，决定建立草原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从 2011 年
起，在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西藏、青海、四川、甘
肃、宁夏和云南 8 个主要草原牧
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
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禁牧补
助，实施草畜平衡奖励，落实对
牧民的生产性补贴政策，加大对
牧区教育发展和牧民培训的支持
力度，促进牧民转移就业。这对
由于超载放牧和草原保护投入不
足等原因，造成的草原退化严
重，可利用面积减少，生态功能
弱化的高寒牧区居多的甘孜州，
以及藏区绝大部分地区来讲都
是一件千载难逢的大好事。对加
强草原生态保护，转变畜牧业发
展方式，促进牧民持续增收，推
动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维护国
家生态安全、民族团结和边疆稳
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石渠县作为通天河下游和巴
彦喀拉山南麓的重点区域，其地
理、气候、物种等自然环境，以及民
族、语言、习俗、文化等无不与地处
三江源区的玉树州山水相连、交融
共荣。玉树“4.14”地震也波及了甘
孜州石渠、德格、甘孜和白玉四县，
其中尤为石渠县为重，造成了石渠
县7个乡（镇）4192户农牧民房屋
不同程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2.1
亿元。为此，将石渠县等甘孜州北
部区域纳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具
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赋诗：
河称通天源西游，地名玉树傍青藏。
江河发源育中华，水塔美誉润国民。
香格里拉尚且大，三江源头何堪小。
苟利国家事无小，岂因区划为障碍。

三江源
◎张建国

“偶然节日朋亲至，襟下藏瓢出侧门。”
2001年母亲去世，一个感伤的日子，情

不能已，写下了一首题为《忆母》的七律。写
完这句尾联，搁下笔，已是泪流满面。

在八公分村，瓢的通俗叫法是瓜勺。是
用自家种的老水瓜（学名匏瓜）风干后，锯
成两半，去掉中空的瓜瓤即成。新做的瓜
勺，表皮还有着淡淡的果绿色，年岁用久
了，成了油光的橘红。童年里，我们常把瓜
勺戴在头上，扮和尚，扮老寿星。笑闹追逐
中，被玩伴按着敲：“咄咄咄，咄咄咄，敲你
妈妈的老瓜勺。”

一个家庭，大多有好几只瓜勺，往往
各司其职。

我家装米糠的那个宽口巨腹的大瓦
缸里，长年躺着一只老旧发红的大瓜勺，
并且还缺了个小口。每天煮好了猪潲，父
亲或母亲就会舀一两瓜勺米糠，倒进大
锅子里，用竹潲勺子搅拌均匀，给猪增添
美味和营养。

夏秋季节，烈日炎炎，烤得菜园的泥土裂
开一条条大缝隙，能侧着手掌往里伸。辣椒树，
茄子树，豆角，丝瓜，叶子耷拉，奄奄一息。那段
日子，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能看到挑水灌菜园
的妇孺。多数人是拿一只瓜勺，这样，蹲在水圳
边往木桶里舀水，提着木桶在菜园里边走边灌
菜，都比拿一只长柄竹淤勺轻巧方便。

相比而言，我们村庄水资源算是丰沛
的，灌溉有小河与水圳，饮用有好几口长年
不息的水井。或许正是如此，才成就了我们
这座近千人口的大村。而在一岭之隔的小
村长洲头，既无江湖，也无水洲，甚至连长
年不断流的小溪小圳也没有，夏秋季节饮
水都极其困难。他们村前的大路边，有一口
大大的水井，名字就叫瓜勺井，像一只直径
五六米的巨大瓜勺，深深嵌入大地，由青石
砌筑而成，勺柄是拾级而上的台阶。春日里
雨水足，瓜勺井汪着满满的积水，像淼淼的
深潭。长久天旱，井可见底。我偶尔路过的
时候，看见有人蹲在井底，拿一只小瓜勺，
把黄泥浆般的浊水舀入木桶。每当此时，我
暗自庆幸自己的出生地。

我的母亲是一个好客的人，即便家贫，
待客之道不薄。童年的时候，我曾数次看
到，来了远客，母亲笑脸相迎，烧水泡茶，端
上红薯片，炒一点豆子花生。由我的父亲陪
着说话，她则悄悄地拿了一只瓜勺，藏在旧
蓝布衣襟里，放开侧门，去找村邻借米借鸡
蛋鸭蛋或别的干菜。然后悄无声息回家，满
面含笑，一边与客人说话，一边煮饭做菜，
满怀敬意和盛情。成年后，我每次念及，都
眼泛泪光。

我上初中那年，家里新建了红砖瓦房，在
村庄的南面，紧靠水圳边。而且水圳下的一块
秧田刚好是我家的，打土砖的时候，挖成了一
个长方形深坑，便放满水，做了一口小鱼塘。
那些年，我家每年都在池塘岸边栽几株水瓜，
叶蔓爬满池上的瓜架，开满了一枝枝白色的
小花，日渐长大的一只只水瓜，吊在瓜架下，
倒映在池水中，煞是可爱。我们每年都要留几
只水瓜，任其长老，用来做瓜勺。

父母去世后，武广高铁修建，偌大村庄拆
迁，只剩下古老的宗祠和几栋青砖黑瓦的老
屋。我家的这栋红砖瓦房和池塘，也夷为平地。

这个月初回了一趟老家，在废墟一般的
村庄遗址上走了一圈，断壁残垣，淹没在茂
盛的草木之中。在一处残墙边，一株水瓜的
藤蔓匍匐在地上肆意生长，顿生黍离之悲。

乘着7月青藏高原灿

烂的阳光，一路北上，过玉

树、治多、曲麻莱、格尔木、

德令哈、敦煌、武威、兰州、

西宁、共和、玛多。历时7

天，行程8000多公里，对

甘肃河西走廊的纵深苍茫

和青海的高远大美有了初

步感受。

是爱情美丽了你
还是你美丽了爱情

你撑起银色的帐篷
银色的帐篷里
住着一座银色的城
如玉般温润
泛着爱的清辉的城

岁月流淌
情歌轻起

我想用灵敏的指尖
触摸你最亲切的温暖
最幸福的心跳
将凝结成冰的忧愁
投入你沸腾的血脉

那遥远的浪漫
尘土之下爱的足迹
幻化为溜溜的云
在飞云阁的长廊游荡
在白塔的上空舒展
待弯弯的月划向天际
羞涩的情侣
轻轻地扬起头

清风徐来
情歌悠扬

跑马山情思
◎黄斌

瓜勺
◎黄孝纪

乡 土 器 物 记

跑马山下，悠悠情歌，纵
马驰骋，古藏遗风，寻踪访
迹，大渡横河。

聚天地之寒气，厚积而
薄发，故皑皑千年之雪凝而
为冰，春雷震响，南风萌动，
故皎皎高山之冰融而为水。
千年积雪，自白云之巅飞腾
于群山之壑，虽无深林山光
之秀美，自有大漠粗犷之豪
情，虽无冷月湖光之潋滟，自
有脱缰良驹之狂狷。 水
击石鸣，幽壑奔冽，泥沙俱
下，人或鱼鳖。飞鸿惊瀑，声
竭千丈玉岚，紫霞流沙，化作
万寻青烟。翼王西征，风萧魂
断，红军北上，铁索犹寒。落
日余晖，映照几许血泪？大河
奔流，阅尽多少辛酸？

沿岸百里，雾覆群山，昆
仑余脉，天高地远。险峰藏
客，若现若隐，青羽霓裳，闪
转腾云，紫气云天，别有人
间，登于山也，三日不返！嗟
呼，山高千丈，不可及天，河
奔万里，终归于海，铁索虽
寒，自有热血满腔！ 临风
怀远，登高思旧，故有诗一
首：

似水流云盛山腰，龙嘘
大渡千万朝。

风清木秀青山冷，百年
人事浪涛涛。

大渡河记
◎可言

一粒大米从农妇手中逃走
在浪迹天涯的路上高唱着
它坐过汽车、火车、轮船
也逛过盆地、城市、牧场
最终疲倦的瘫倒在我手里
醒来后的它没有高原反应
依旧是那躁动叛逆的大米
有时我探访它们的私宅时
它就狡猾的非礼其它大米
我用野山泉给它沐浴浸泡
让它尽情享受多米鸳鸯浴
它的激情沸腾了叮咚泉水
在地壳火光电流的冲击中
它肿胀的脸粘住了其它米
没了俊朗与清秀外表的它
开始怀念起了童年的故土
与风蝉合办摇滚队的岁月
我看着银碗里的那群大米
准备陪它玩个刺激的游戏
我一粒一粒的咀嚼着它们
让它与妻子恋人情人永别
而我只为了没有耐心那刻
不再继续去吃掉一群大米
不会再陷入发胖的困扰了

一粒大米
◎格绒曲初

美丽家园。李鸿 摄

镜湖。高秀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