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孜日报讯 8月11日，我省著
名作家阿来凭借《蘑菇圈》荣获第七
届鲁迅文学中篇小说奖，成为我省
首个荣获“矛盾文学奖”和“鲁迅文
学奖”的“双冠王”。据悉，本届鲁迅
文学奖产生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
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
论评论、文学翻译七个奖项34部获
奖作品，阿来、李修文等 34 位作家
获奖。

鲁迅文学奖是以鲁迅先生命名

的文学奖项，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
的文学奖之一，与老舍文学奖、茅盾
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并称中国
四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创立于
1986年，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
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
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
学作品的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
的繁荣发展。

在《蘑菇圈》中，阿来主要描
述了藏族少女斯炯面对外界的种

种磨难，始终静静地坚守“蘑菇
圈”这块物质丰厚的圣地的故事。
阿来在这部作品中，主要体现的
是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他
提出：“在现代社会，环境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人类一直向自然索
取，对环境造成破坏。但同时人的
生存、发展又离不开环境，所以说
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度。此
外，不管写什么题材，小说首先是
语言的艺术。不光是《蘑菇圈》，我

很自信我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在
努力达到一种诗意和思考的语言
气质。”

据了解，2000 年，时年 41 岁的
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茅盾文学
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如今获得
鲁迅文学奖，在中篇小说上有所斩
获，让人也看到阿来小说创作技艺
的全面成熟。

见习记者 汪青拉姆

阿来荣获鲁迅文学奖 四川诞生首个文学“双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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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登彭措教授是一个从
甘孜州格萨尔故乡德格县八
邦乡上八坞村普通牧民家走
出来的地道“康巴娃”，他性格
开朗、为人热情、平易近人。从
我踏进民大校园后我时常亲
切地称他“土哥”。

“土哥”勤奋好学，智慧过
人，八岁那年父母把他送到班
如泽郎老人家那里学习藏文。
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掌握了
藏文阅读和书写等基础知识，
并经常为牧民们说唱《格萨尔
王传》，受到大家的喜爱和称
赞。

后来他在八邦寺求学，向
很多高僧大德学习文法、诗
学、藏族历史、佛教哲学、人行
论、纳若六法、唐卡绘画、藏文
书法、藏医、天文历算等课程，
在八邦期间他还连续编著了7
年的藏历书。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他在八邦寺学习了10余
年，成为了当地较有名气的藏
族学者、历算家、藏医学家。

“土哥”对待学术严谨，他
先后出版了《 藏文文法问
答》、《藏历珍宝精要》、《藏医
精要》、《藏史纲要》、《藏医人
体结构论》、《藏医疗法论》、
《藏医诊断论》、《藏族诗学起
源与发展》、《人体与心理》、
《藏学概论》、《藏医元素论》、
《大学藏文文法教程》、《大学
藏文诗论教程》、《德格地方
史》、《因明学教程》、《藏族历
史儿童喜宴》、《文学原理》、
《字音修饰论》、《木雅与西夏
史》、《藏族民俗与历算研究》
等 20 部专著；他还主编有
《藏文词海》、汉翻藏译著《月
球存有液态》等专著。他花了
近十年的时间编著了藏文辞
海（上、中、下三册）。

他用藏、汉、英 3 种文字
撰写了 50 余篇专业论文，先

后在《中国藏学》、《境子》等国
内外刊物上发表，并多次获得
国际、国内大奖。在当今国际
藏学界，土登彭措称得上是一
位名符其实的藏学家。

“土哥”先后承担课题
有：国家标准藏文编码等国
家、部委级项目、中央民族
大学 211“境外中国少数民
族 语 言 使 用 情 况 调 查 研
究”工程项目、985 工程“藏
医元素研究”等项目。

同时，他还是“西南民
族大学康藏文化历史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藏
蒙医学历史与现状研究”首
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藏文木刻版本历史发
展研究”子课题负责人、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藏
苯教研究”等课题负责人。

1994 年，英国苏格兰藏
学中心首次邀请他到英国讲
授藏族医学。从那以后，他的
办公桌上来自国内外的邀请
信不断。他先后10余次到国
外讲授藏族医学、佛教哲学、
四大元素学、藏族古代历史、
天文历算等。他的足迹踏遍了
美国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象
雄研究所、纽约香巴拉中心象
雄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
Amherst 学院、Holyoke 学院，
英国的苏格兰藏医学院、意大
利的象雄研究所、拿波利大
学、麦日噶象雄研究所、Bari
大学附属医院、Piasna 大学，
瑞士白玛藏药医厂、西班牙赛
罗那和北部拉科鲁尼亚、毕尔
巴鄂等地。他还参加过5次国
际性的藏学会和藏医研究等
学术活动。

目前，他撰写的藏医方面
的4部专著都已译为英文和
意大利文，受到了国外同行的
重视和喜爱。

15日上午，在省藏校美术训室内，记者见
到颜登泽仁创作完成的《十明图》唐卡画——

“量论学”唐卡与“修辞学”唐卡。
颜登泽仁，我州国家级嘎玛噶孜唐卡画派

传承人、省藏校教师。2017年3月，北京大学文
化资源研究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
心组织他与另外八位唐卡大师及一位颜料大
师共同完成《十明图》唐卡创作。截至今日，距
离他完成两幅唐卡创作刚好一个月。

《十明图》取材于代表藏族传统文化艺术
之精华的声明学、量论学、工巧明学、藏医学、
内明学、星算学、修辞学、韵律学、词藻学和戏
剧学。

此次《十明图》唐卡创作，是历史上首次用
唐卡呈现涵盖藏文化的十明文化；也是十位唐
卡创作大师首次同一时间内共同创作一个题
材的唐卡作品，是一次跨地域、跨流派的艺术
交流。

颜登泽仁表示，不同区域、不同流派的唐
卡大师相互交流，有助于完善唐卡创作,并且
通过“量论学”与“修辞学”唐卡创作，不仅巩固
了自身技艺，还为学生提供了精准生动的现场
课，能够参加《十明图》唐卡创作是毕生荣幸。

记者 兰色拉姆

甘孜日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
三次全会精神，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展
现普沙绒的旅游文化和民俗文化，8月8日，康
定市普沙绒乡组织开展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精神宣讲暨第三届莲花湖木雅风情节活动。市
级联系领导到场指导，并开展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精神，爱国、感恩、团结、守法和脱贫攻坚
知识宣讲，同时聘请省州宣讲员、九龙县呷尔
镇文化站长王长生重点对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精神进行宣讲，授讲群众达1000余人。市级
联系单位市纪委、市卫计局和市妇联均派员参
加了活动。

莲花湖美景引人入胜，旅游资源得天独
厚。勤劳善良的木雅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
了悠久灿烂的木雅文化。木雅服饰瑰丽，木雅
格卓奔放，木雅山歌婉转，木雅风情独具特色。
2016年以来，康定市已经连续举办三届木雅
风情节，木雅风情节已成为提升莲花湖旅游内
涵和文化底蕴，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
要桥梁，在展现民俗风情和特色旅游，提高对
外知名度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活动中，来自普沙绒乡7个村的群众、乡
政府、市联系点单位为大家献上了丰富多彩的
文艺表演，参加表演的群众演员达100多人，
表演文艺节目20多个，在宣讲党的政策的同
时为群众送上了一场文化大餐，实现了活动的
预期目的。 王 锐

颜登泽仁顺利完
成《十明图》创作

康定市普沙绒乡
开展文艺表演

颜登泽仁在创作中。

7月30日至8月5日，在州文联的
积极争取和省文联的关心支持下，四
川省文艺志愿者深入我州道孚、理塘、
雅江三县开展了文艺惠民演出。

此次活动由四川省文联、中共甘
孜州委宣传部主办，甘孜州文联和各
县的县委、县政府承办。来自省的30
余名艺术家、文艺志愿者会同各县部
分优秀艺术家参与了演出活动。

为让活动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省
文联精挑细选了国内部分知名艺术家前
来表演；为突出活动主题，演出中始终贯
穿了为民爱民的思想和脱贫奔康的主旋
律；为使演出节目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省
文联精心编排了舞蹈、独唱、魔术、谐剧、
川剧变脸吐火、二胡独奏、街舞等十余个
节目；为使演出具有本土特色和地域特
点，各县也把最好的歌舞节目搬上舞台。

活动中，参演人员克服了海拔高、
路途远、时间长、高原缺氧等诸多困
难，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圆
满完成了演出任务。特别是在道孚演
出期间，时值建军节，演出队还组建了
小分队，深入到军营和德尔瓦村为部
队和基层群众进行了慰问演出。

活动中，来自省里的美术家、书法
家还与各县同行进行了艺术交流，并
在现场进行创作，提高了基层文艺创
作水平，并给各县留下了大批珍贵的
丹青翰墨。

此次活动，得到了各县干部群众
的热烈欢迎，共有一万余观众现场观
看了演出。同时，活动还及时把党和政
府的关爱带给了广大百姓，坚定了干
部群众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的信心和
决心。 钟小龙 文/图

土哥，我的好导师
他不仅在学术研究

方面有了成果，还为藏
区培养了近千名优秀人
才和外国留学生、研究
生、博士生，为我国培养
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做
出了贡献。

“土哥”对待教学认
真，在课上他把握重点、
由点及面，能把问题剖
析得很透彻。他也时不
时地幽默一把，引用一
些时髦用语。

他一进教室我们
听 到 的 第 一 句 话 是

“Good morning”，正式
上下课是他会说“OK”。
他对我们说，年轻人不
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讲
依据，我作为你们的老
师不能让你们随便地
放纵自己，因为你们是
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未来国家和民族地区
的发展都要靠你们。他
常常给同学们说，你们
需要修改论文或者需
要发表论文，随时可以
来找我，或者在微信和
QQ上留言。

他把自己已出版的
书籍免费送给我们。他
还单独建了个师徒微信
群，这样可以做到与我
们随时交流。每当有同
学提问，他都会及时解
答疑问。在同学们有经
济方面的困难时，他总
是以一名家长的身份伸
出援助之手。

在学生们面临毕业
时，他会利用自己的各
种资源为大家提供各种
就业信息。

他经常教导我们
说：“学习没有早晚,不

分年龄和性别”。他督促
我们要学会一门外语，
掌握藏汉英三门语言，
这样才能接触和理解更
宽广的世界。过去，因为
教育资源的匮乏，他38
岁时才有机会接触到英
语。那时候，他坚持每天
凌晨 5 点起床记单词。
这个习惯一坚持，就是
一辈子。这也让我明白
了什么叫做学无止境，
也让我明白了活到老学
到老的道理。

“土哥”对待生活乐
观积极，他不仅教给我
们知识，更多的还教给
我们做人的道理，是我
们人生道路的引路人。
在严格要求我们的同
时，也时常与我们拉家
常，聊时事，谈抱负。他
总是叮嘱我们要注意身
体健康，像一位亲人让
我们觉得有依靠，有归
属感。

他身上有一种对
现实社会和学术的批
判精神。他常常通过微
信公众平台针对当下
社会和学术问题发声，
其目的是唤醒我们年
轻人，不盲目崇拜，打
开思路，肩负责任。他
常说，年轻人“先做人，
后做事”。他希望我们
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
做一个品德优良的人，
这是为学的基础，也是
做事的前提。

他就是我心目中
的好导师——细心体
贴、率真有趣。我心目
中的最尊敬的土登彭
措教授，他既是我的良
师，又是我的益友。

文学大师莎士比亚曾说过“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如一千个学生
心中有一千个自己最爱导师的形象。对我而言在我一身中受惠的恩师有很多，但给
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既有大山品质，还有高原情怀的研究生导师土登彭措教授。

助力脱贫攻坚 注重文艺惠民

我州开展助力脱贫攻坚文艺惠民演出

土登彭措与研讨会专家合影。

青年时的土登彭措。

道孚演出现场。 歌唱家罗蓉献唱。

现场演出盛况。

川剧变脸表演

◎西南民族大学藏学院研究生 恩珠志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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