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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藏去！欣赏那里纯净的
天空，悠闲吃草的牛羊，沉默不语
的玛尼堆；听听漂浮的经咒声、猎
猎作响的风马旗、奔腾的流水声、
任意游走的风声；品尝独特风味
的酥油茶……

这个念头，萌发于去年的某
一日。像一粒种子播在水土肥沃
的土地，迎风见长，很快茁壮成一
棵大树。有天吃饭，与几个小学同
学提起，响应积极。嘀嘀咕咕一
阵，心动不如行动，决定自驾。临
出发前，有个同学体检查出肝癌，
我们的计划随之破产。

等他就医的过程，错过最佳
的进藏日期。于是，重新组织队
伍，推迟到今年。

6月18日，雨，滴滴答答下了一
夜，还没停下来的意思。道路泥泞，
天空阴霾，但进藏的脚步并没因此
而停下。按预定时间集合，向成都出
发，向神秘遥远的净土进发。

车到雅安，一条大河波浪宽，
我们决定在号称雨城的地方做短
暂停留。

大渡河下游最大的支流——
青衣江，让这座城市变得富有灵
性和韵味。由于刚刚下过雨，空气
湿润，树木苍翠。江边的广场照了
几张相，又在桥上卖小玩意儿的
摊子前逗留一阵。考虑到归程尚
远，相中几件小玩意儿嫌带着是
行李，果断放弃。

崔同学哥俩买帽子，我们便
走散了。一小桥头，有对老夫妻坐
在台阶上往扎丝上穿开着的白
花。那些颜色白嫩尚未开花的用

细线三四朵串一起。有个年轻的
女士蹲着掏钱，胸前挂着一串洁
白的花朵，别有情趣。见过把花带
着头顶鬓角，而这里的女士却挂
在胸前，像佩戴挂件。

问老人是啥花？回答：栀子
花。哦，以前是听过这种花，还会
把第一个字读错，今天算是把名
字和实物统一起来。

介绍完毕，老人说一元一串，
带几串吧。犹豫片刻，带了三串。
回到车里，打量了半天把花环挂
到后门拉手的勾上。

车再次开动，栀子花摇摆
着，香气很快弥漫整个车子。摇
摇晃晃很容易昏沉，闻着栀子花
浓烈的香气，人，不再迷糊。哈
哈，无意中我找到一种天然环保
的清新剂。

崔同学笑问，这花计划送给
谁？我顺嘴回答，送给南总的老婆
潘潘。崔同学拍个小视频发到同
学群，吆喝南总有人给潘潘送花。
显得冷清的同学群立刻热闹起
来，互动一番，气氛良好。

毕竟是鲜花，无水滋养三天
后不再水灵，发蔫，变得惨白，但
幽幽的花香还在。

到颠簸的路或打开车窗，花
们都会剧烈摆动，急拐弯还会掉
下来。每次都无大碍，捡起来固定
好就是。直到有一天，青藏高原的
风带走了栀子花全部水分，把它
风干成一个轻飘飘的标本。

凑近，闻闻，依然有丝丝缕缕
香气。其实跟着我们一路进了拉
萨已是不易，还让它原来那样饱

满纯粹是奢想。
有人建议扔掉，我继续玩笑，

要带回家送人。虽是干花，聊表心
意。何况，它原来不是这样老迈。

不想，到羊湖的路上对面疾
驰来的一辆小车拐弯太急，差点
儿撞上。那车一个点刹，然后跑
了。有惊无险，等平静下来，才发
现栀子花只剩下一串。估计是刚
才刹车飞出去了。因缘到了，让它
留到这天高地阔的净土吧。

剩下一串形单影孤，但一直
在我眼前，到宝鸡，我无意中发现
它也舍我而去。此时，离家已经剩
下不足200公里了。

小小地失落一把，不再想起。
前几天，我们五人相聚，小崔忽然
把它拿出来，说车上找到的，你不
是要送人吗。

一阵惊喜。它一路风尘、颠
簸，终于来到陕西！久违的香气似
乎又屋子萦绕……

刚刚查到栀子花的“花语”：
坚强、永恒的爱、一生的守候。

确实，从雅安到拉萨，途径空
气稀薄的高山、绿如绸缎的草原、
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再从拉萨
到崎岖不平的昆仑山口、一望无
际的可可西里、黄沙飞扬的柴达
木盆地边缘……

六千多公里的陪伴，这束栀
子花犹如一个风华正茂香气四溢
美少女到枯萎干瘪、徒有其形的
老妪，时光改变的是容颜，不变的
是初心。花香由浓烈到似有似无，
却始终在车里漂浮，在我眼前漂
浮……

泸定桥是甘孜州红色文化资
源的核心品牌，特色明显，知名度
高。毛泽东的“大渡桥横铁索寒”
的著名诗句，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朱德元帅写道“万里长征犹忆
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邓小平挥豪题写“红军飞夺泸定

桥纪念碑”碑名；胡耀邦题写“飞
身可夺天堑，健步定攀高峰”的题
词；真实的注解了“十三根铁链劈
开了通往共和国大道”壮美赞誉
的真正底蕴。

随着我国思想界的不断解
放，党史研究中的许多禁区、误区

得到纠正，红四方面军长征史得
到公正承认，红军在川康革命根
据地的许多史实被挖掘、研究，红
二、四方面军的光辉业绩被广大
民众所了解。因此，甘孜州的红色
文化资源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关注。泸定会议、炉霍会议、甘

孜会师、博巴政府、签订《互助条
约》、18军窑洞群、牦牛支前队、康
巴平叛等甘孜州的红色文化资源
品牌逐步深入人心，认知度越来
越高。这一切无疑成为推动我们
加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强
大动力。

我州红色文化资源特色明显，认知度高，认同感强

藏历五月初十，康定金刚寺一年一
度的“泽久”的跳神活动开始了。集会大
殿前广场上，香烟缭绕、鼓乐齐鸣，观者
如潮。我也兴致勃勃地盘腿坐在一位白
发苍苍的老者身旁欣赏金刚神舞。最吸
引人的跳神，是俗称为“骷髅舞”的面具
舞蹈。随着一阵急促尖锐的胫骨号声，四
个头戴骷髅面具，身穿绘有肋骨纹路的
白色上衣，手戴长指甲手套，腰围彩裙，
脚系铃铛的鬼卒欢快地跳进场内。他们
或蹲跳，或旋转，舞动时铃声叮铛，表现
地狱中小精灵们相互玩耍、嬉戏的情景。
我斜视身旁老者，只见他聚精会神，随着
骷髅舞的节奏、韵律，脸上洋溢着惊喜、满
足、幸福的笑容。我不解地悄悄地问他，

“您老不怕吗？”他惊奇地瞪大双眼反问
我，“难道你害怕吗？”然后又以一种开导
的口吻告诉我，“你不懂，这是我们的吉祥
精灵。拜见他，我就更加懂得生死的无常，
知道怎样克服死亡的恐惧。”说毕，再也不
理我了。面对无常鬼卒在场内的欢快跳
跃，我看到老者脸上布满的幸福感。

老者的这番话，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寻求答案，我去拜访一位活佛朋友，
他的一番解释，让我茅塞顿开，体悟到了
藏族造型艺术审美的奥秘。

按照佛教理论，生与死是人生两大
课题，生死之间存在着相承相合的二重
关系。死是生的前提，死后将重生，而有
生便有死，如此循环不已。在生死之间，
每个凡人往往根据前世积德情况，面临
六种道路的选择，即“六趣”：地狱、饿鬼、
畜生、人类、阿修罗、天神界，获得圆满涅
槃的机会是很小的。据介绍，凡是处于中
阴状态的人（死后与转生前的中间过渡
阶段）所面临的六趣均在每个人心中都
会依次显现出来。对于不断加剧的危险
和源源出现的神灵，你不能逃跑，必须在
上师的引导下加强定力，平静面对由此
产生的愤怒、恐惧、愉悦这一系列感情因
素。只有坚持到最后，使得最初的光明体
充分汇合了五部佛的五种光明，超越了
六趣，使自己圆满融会于一片美丽斑斓
的光体之中，这便被认为达到了获得大
解脱的地步。要真正能够修炼到这一阶
段却绝非常人所能忍受。“中阴静修法”
的要求，修持者应选择一处“完全黑暗而
僻静的房屋或山洞穴窟，他要在里面连
续入定冥想四十九天。在此期间内除上
师的外力可以与他联系外，不许任何人
或物惊扰于他。”

然而凭借着羌姆面具这一神意的
指符，此界通达彼界的神圣密码，上述
修行就变得简单可行得多了。这是由于
羌姆面具艺术作品往往采取了特殊化
的形态方式把整体予以特殊的表现，人
们在这种表现中既感受到了意识形态
和生存理解上的价值，又能够使这些神
圣力量以形态化的方式存在，并通过羌
姆面具艺术表演发挥特殊作用。人们一
旦在以上这些观念性动机的驱使下，把
神圣力量运用到艺术活动中来，羌姆面
具艺术作品自身所构成的独特世界就
可能对周围世界产生巨大的超越性力
量。可以说，对于绝大多数笃信藏传佛
教的藏民来说，并不可能需要弄懂咒语
或教义的真意，但是在对那神秘而非凡
的羌姆面具仰视的同时，灵魂的颤粟、
信仰的渴求，乃至以幻想方式达到某种
目的的愿望，都可能使得他们在一刹那
间有所领悟，同时也就实现了羌姆面具
审美上的意义和价值。

羌姆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尸陀林主，
其面具是骷髅相，头是骷髅骨，冠是骷髅
冠。骷髅作为藏传密宗的一种骨骼庄严
饰品，其意在于令人警惕生死的无常，克
服死亡的恐惧。尸陀林主是守护墓地天
台，或指引道路的吉祥精灵。骷髅之所以
受到崇拜，是因为它脱去了所有的伪装。
藏族人认为，暴露于茫茫荒原上的白骨，
代表了最原始、最本质的生命状态。在藏
民心里的天平上，骷髅崇拜是混浊的人
心为赤裸裸的纯洁所冲击、所震撼而做
出的反应。在它的面前，一切华丽或丑陋
的东西都得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活佛的一席解释，使我恍然大悟。如
果我们仅凭羌姆面具的形态特征、鉴赏
效果来推想、推测藏族造型艺术的审美
价值、审美功能，那是永远也不得其要领
的。羌姆面具艺术作为一种宗教艺术，羌
姆面具不尽是“艺术”的，也不尽是“视
觉”、“形式”的。它提供的“像”，不仅仅是
视觉形象的“反映”，更是心灵的幻想，并
将这诸种幻想归之于神灵启示。从这一
视觉出发，我们才能体悟羌姆面具作为
人——神沟通的神圣中介时的审美价
值、审美功能。也才能体验观看骷髅舞的
老者那愉悦、幸福的审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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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桥储蓄所是康定县支行下属的
服务网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康定
县支行是唯一的金融单位，是人民银行
的分支机构，农村信用社也归其管理。

那时经济不发达，百姓收入低，生
活困难，储蓄需求相对较低，康定城最
早最有名的就是中桥储蓄所了。一个
穿逗屋架的二层小楼，楼下就是储蓄
所，一进门一个木制高柜把房间分成
了柜台外一个不足两米宽的接待区和
柜台内的工作区。工作区内除了桌凳
外，最醒目的有两样设备：一个是直径
一米左右可转动的多层木架(盘)；一个
是各岗位之间上空牵拉的铁丝，木架
上按规定的索引方式整齐的放置着客
户的账页。储户一到，工作人员就转动
木架找到相应的账页，记录好存(取)款
账务，然后再将账页放回原处，以备下
次查找，记好帐后就是清点票面，填写
存折。第一位工作人员清点完后用已
串在上空铁丝上的铁夹子将钱和相关
单据夹住，随着金属间磨擦的一声长
响，钱和单据传到下一个工作人员，再
经相关核实交于储户，整个存(取)款过
程完成。储蓄所内拨打算盘的‘哔啪’
声、木架转动的‘吱嘎’声和传送铁丝
上的‘唰嗞’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没
有防弹玻璃阻隔，没有保安人员巡视，
工作人员和顾客神情自若，一片和谐
的图景。虽然设备简陋，但完成每笔业
务的时间好像比现在快很多。

八十年代初，县支行更名为县农业
银行，中桥储蓄所成为全州业务量排头
的窗口，在全省农行系统也小有名气。

‘九五’洪灾时，中桥储蓄所面临洪水的
包围，行人无法靠近，所内大量的客户
资料随时有被洪水席卷的危险。救灾指
挥部安排一辆军用卡车拉上工作人员，
从大礼堂广场出发，试图靠近，但在人
民桥头被冲翻。随后，武警战士又组织
力量，护送银行工作人员强行涉水进入
储蓄所，抢救了全部客户资料，保证了
国家和储户的资金安全。

‘九五’洪灾后，中桥东桥头片区
全面拆除改造，中桥储蓄所原址被拓
宽的街道占用。在改造方案设计时，把
下游建筑二层(后来有名的水井茶坊)
全部安排给农业银行，出发点就是想
保住‘中桥储蓄所’这块金字招牌。

话题到这里，就讲讲那时的储蓄
吧。七、八十年代，储蓄是唯一的理财
方式，其实大家根本没有“理财”的概
念，只是觉得把钱放在银行安全而且
有利息，虽然每家的收入并不多，但大
人们也会把精打细算结余出来少量的
钱存入银行。那时我家三兄妹和母亲，
每月就靠父亲从关外寄来的六十元钱
生活，逢年过节还得给远在山东农村
的爷爷、外婆寄上十元、二十元的。就
是这样，母亲也会挤出五元、十元存入
银行，以备不时之需。八O年，我去重庆
读书，母亲从中桥储蓄所取出二百元
给我带上，说是整学期的生活费、来回
路费及学费、添置生活用具、文具的全
部费用，厚厚的一垛(最大的票面是十
元)，真是一笔巨款啊。当时，哪家要是
有几千上万元的存款，无疑就是巨富
了。改革开放初期，在政府的号召下大
家的奋斗目标就是成为“万元户”，当
时康定民间盛传的“X三万”、“X一万”、

“X八千”也就寥寥数人，全城都知道。
改革开放后，康定也与其它地方

一样迅猛发展，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
高，银行服务方式、理财手段也在不
断完善、提高，人们与银行的关系日
趋紧密多样。康定也先后有了建行、
农发行、邮政银行、工行、乐山银行、
各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促进康定经
济更加繁荣。

顺便聊一段笑话，八十年代未、九
十年代初，计算机全面进入金融领域，
各岗位普遍使用电脑，一位康定阿婆曾
跟我聊到:银行的娃娃些才安逸哦，一人
一个电视机，上班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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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藏区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谚
语，就是“人马狗皆同类”，意思是说
人与马、狗性情相近，有很多相似相
通的灵性。藏族人爱马善骑人尽皆
知，但康藏人家的待狗之道，却很少
有人知晓。特别是给予狗的敬重，其
它族别或许很难理解和做到。

为狗贺年
藏历新年是藏民一年之中最

为盛重的节庆，特别是藏历初一，
从凌晨三、四点钟开始，就有抢金
水银水、祭祀煨桑、吉祥问候等诸
多礼节。而在藏历初一这天的早
晨，当人们高高兴兴地享用过有着
特别寓意的一些美食后，藏家主妇
还得准备着为狗贺年。

家里的阿爷小时经常对我讲，
狗被拴着看家守院，失去了宝贵的
行动自由，有着人类难以想象的苦
楚。而且忠诚履职的狗对主人家带
来的福报是难以算计的。所以，有

良知的主人，一定要让狗也能够享
用到当天主人家吃的食物，无论吃
得好坏，不能忘了狗的那份，至少
狗食中要有体现。

晌午前，为狗贺年正式开场。
喂狗的主妇们找来足够大的木板，
在木板上一字排开一定量的酥油、
奶酪、砖茶、糌粑、烤饼、牛肉、猪肉
等代表着畜牧产品和农业产品的

“白食与红食”，敬重地供养于狗的
前面，倾情留意狗最先享用的食
物，并通过狗最先享用的食物，预
测家里今年哪样食物最会丰收。因
为她们坚信，有着灵性的狗一定能
预示出今年的收成。

念经葬狗
藏家爱狗敬狗，并把拥有一头

高大勇猛的藏獒当作是主人的荣
光与院落必不可少的装饰。特别是
殷实的富裕人家，对院落里的狗有
着更高的期许。为了将狗养得膘肥

凶猛，喜欢狗的主人们尽心照料，
对养狗也有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也
就产生了“人的自信源于财富，狗
的自信源于肥膘”等经典谚语。活
着的时候，爱狗或许都能做到，但
死的时候，能让狗安详地度过余生
还死的有尊严，并拥有自己的葬礼
或许真的不易。

当狗老了，再也拉不动狗链
了，再也不能像年轻时候狂吠了，
藏家会把狗链取了，让它自由活动
并定时供养。而狗去世时，有讲究
的体面人家更是会念经葬狗。

葬狗也有讲究。当把墓坑挖好
后，主人会用糌粑捏制7盏酥油灯
点在墓前，念经祈祷亡狗往生西方
极乐，不堕恶道，如若不能脱离轮
回，下辈子能取得宝贵人身，投胎
善良富庶的人家。并且在安葬时，
主人将狗头置向于河水流来的源
头方向，绝不会胡乱填埋。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责任编辑：唐闯 组版：陈相

2018年8月10日 星期五

康藏人文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