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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园子

我家的菜园子在房子的南墙跟，约有一分
多地。说是菜园，其实还有几棵桃树、樱桃树、
花椒树、香椿树等。

生活在康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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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科草原的欢乐

五颜六色的彩带飘舞在牛毛大帐篷周围，
喜庆气氛四处洋溢。来自远近牧区的亲属也专
程赶来玉科草原访亲会友。

藏传佛教艺术的线条、色彩之美

我们在欣赏藏传佛教艺术品时，首先被作品的表
现技巧，即外在的形式美所吸引。的确，藏传佛教艺术
给一般观众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记录时代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立足甘孜 放眼世界 创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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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一位男士走上舞台，拿起话
筒，大声喊出了他心里所爱之人的名字。在他
深情的注视下，女孩儿缓缓地走向他，两人幸
福牵手。

随着活动的进行，另外一位来自雅安的
男士走上了舞台，手里捧着鲜花，向他的女朋
友喊出了深深埋在心里的那一句“我爱你”！
同时也在大屏幕上向在场的观众分享了他们
相识到相爱的过程，两个人仿佛听不见周围
欢呼声，沉浸在彼此的眼里，让在场的所有人
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8月17日晚，海螺沟景区举办“爱在七
夕 真情告白”活动。在磨西镇贡嘎广场，来自
雅安、成都等各地的游客及当地群众参加了
活动，共同见证了上述一幕。此次活动，吸引
了约1200人参与。

在活动现场，人们陆续聚集到“七夕”祝
福墙前，勇敢地对所爱之人大声告白。伴随着
一对对情侣的幸福身影，夕阳西下，篝火晚会
拉开了序幕。游客们围绕着篝火跟随着彝族
姑娘跳舞，一团篝火点燃了在场观众的激情，
整个场面不失温馨的色彩。

2018 年，海螺沟景区管理局通过举办
“南国冰雪节”暨“海螺沟冰雪天使”选拔赛活
动、“海螺沟景区开营 30 周年纪念活动”、
2018贡嘎山（海螺沟）国际喊山节活动、重庆
避暑推广活动、DS海螺沟逐影之旅活动，“爱
在七夕·相约海螺沟”活动、2018中国·甘孜
环贡嘎山国际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活动，进
一步提升了海螺沟的影响力。

仅2018年上半年，海螺沟分别登上央视
（CCTV1、CCTV2、CCTV13）5次、四川卫视5次，
各大网络媒体报道海螺沟也达几十万条次，
阅读量达到上百万+。

据了解，海螺沟景区作为我州全域旅游
的“试验田”，将继续注重旅游形象宣传与旅
游产品营销并重的营销方式，加强境外营销
宣传，精耕国内旅游市场，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为游客带来更丰富、更多样的旅游体
验，营造更舒适的旅游环境。

未来，海螺沟将科学有序开发利用自然
资源，更加注重自然资源保护和文化传承发
展，全力保护自然馈赠的宝贵财富和先辈留
下的宝贵遗产，着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海螺沟世世代代人的美丽家园；海螺沟将
强化创新驱动，融合发展。以旅游为主业带动
辖区经济发展，大手笔推进农旅、文旅、体旅、
城旅、商旅多产业融合发展，带动群众脱贫奔
康；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机遇，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用旅游扶贫激发村寨内生动力，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的致富收入；紧扣
旅游要素改革农业供给体系，开发更丰富、更
多样的农特产品、生态产品，更加完善旅游产
业链条；海螺沟将坚持把旅游产业作为战略
性支柱产业，以广阔视野谋划和推动景区在
产品开发、业态建设、旅游营销、服务管理、人
才引进等方面的创新，特色培育多轮驱动，融
合发展，做活全域旅游文章，让广大群众能真
正享受到旅游产业发展成果。

张代琼 黄厚卜

“爱在七夕”深情告白 情定浪漫海螺沟

海螺沟景区增强
旅游体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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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藏戏。 藏文书法长卷。

千人锅庄表演。

2

3

4

在赛马会开始前，本届诗歌节还推
出了千人锅庄表演。锅庄是藏民族极具
代表性的舞蹈，是藏民族所有重大节日
必不可少的节目。据理塘县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本届诗歌节中，由理塘县毛垭、
拉波、君坝等不同片区及教育、卫生等
不同职业的1000名代表人员表演的千
人锅庄，是网友中期待值最高的节目。
此次锅庄表演涉及领域广、规模大，旨
在让广大游客最近距离地感受理塘儿
女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来自理塘县的
小学生卓玛措对记者说：“以前只在电
视上看过这样的表演，今天在现场看到
了，真是太激动了。我要好好读书，争取
以后带着妈妈到更多地方去看这样的
演出。”

理塘藏戏及梵音表演是此届诗歌
节的又一大亮点，将传承非遗与扶贫相
结合，为理塘县的文化发展开辟了一条
新路。藏戏，藏语名为“阿吉拉姆”，意思
是“仙女姐妹”，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
石”，是中华民族戏剧中历史最久远的戏
种之一。近年来，理塘县大力实施文化强
县战略，传承和保护优秀民族民间文化
遗产，成立了集藏戏研究、教学、表演等
为一体的“藏戏传习所”和集学习、传承、
表演、研讨等复合功能为一体的“梵音传
习所”，将传承弘扬民族文化遗产与开发
利用有机结合在一起，促使文化遗产成
为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渠道。

8月4日晚，理塘县勒通古镇小巷
里，雄浑高亢的藏戏、和雅清澈的梵音更
迭，甲洼藏戏团的青年藏戏演员们在“藏
戏传习所”表演《卓娃桑姆》《朗萨雯蚌》
《顿月顿珠》《智美更登》等藏戏传统剧目，
甲洼镇俄日寺藏传佛教梵音表演队在

“梵音传习所”浅吟低唱着仓央之声。
索达告诉记者：“在听藏戏的时

候，我仿佛置身于故事之中，感觉很舒

服，希望能经常有这种表演，不仅能让
游客朋友们感受到我们的文化，也可
以让我们本土人民更加理解和喜爱自
己的文化。”据悉，自8月7日起，理塘
县藏戏传习所和梵音传习所正式对外
演出，为当地群众及广大游客提供了
一场场藏戏和梵音的视听盛宴。

据了解，近年来，理塘县紧盯脱贫
目标，坚持以文化引领全域旅游，产业
支撑脱贫奔康，注重提升自身“造血”能
力，取得一系列显著的成效，如成功打
造了濯桑现代生态农业园区，并率先在
全省民族地区实施田园综合体建设；同
时，理塘县又于2017年完成四川省电
子商务脱贫奔康示范县建设任务，成为
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等。

如今，一条以传承新，大力挖掘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留藏戏、梵音、锅庄等
文化传统，通过新设施、新服务、新创意、
新产品这四个“新”，走旅游产业新路子，
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打造更有
温度、更有深度、更有厚度的理塘发展
之路，正逐渐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在在““仓央嘉措诗歌节仓央嘉措诗歌节””遇见理塘遇见理塘
2018四川理塘第二届“仓央嘉措诗歌节”走笔

◎见习记者 汪青拉姆/文

8月4日，为期三天的“2018四川理塘第二届仓央嘉措诗歌节”圆满落幕。理塘县借着“仓央嘉措诗歌节”的契机，令全国各地作

家、文学爱好者及国内外游客处处感受到“在理塘邂逅仓央嘉措”的惊喜。同时，在万马奔腾、千人锅庄等盛大场面及藏戏、梵音等频

频亮相的“非遗”展中，人们充分感受到，理塘人坚定不移推进“以文化人、以文立业、以文强县”的新时代理塘县的发展振兴之路。

8月2日晚上，“2018四川理塘第
二届仓央嘉措诗歌节”开幕式在理塘县
康南运动中心拉开序幕。开幕式文艺汇
演以“在理塘遇见仓央嘉措”为主题，分
为序、诗遇真、诗遇善、诗遇美及尾声五
个篇章，共20个节目，其中理塘县本土
锅庄、藏族山歌等省州级非遗文化节目
亮相，并在观众席掀起高潮。

在熙攘的人群中，来自贵州的杨昌
美告诉记者：“这是我是第一次来理塘，
第一次亲身体验藏族的文化，第一次这
么近距离的观看藏族的歌舞，非常震
撼。我准备在理塘多呆几天，下一次有
机会，我也带我的家人过来看。”

“神骏飞蹄冲云霄，箭过耳畔风萧
萧。眨眼已达终点线，欢呼声起似惊
涛。”——这是今年理塘赛马会现场最
贴切的写照。8月3日上午，在“马术之
乡”的理塘县八一赛马场，礼炮声响还
未散尽，来自曲登乡、高城镇、格木乡、
奔戈乡、禾尼乡及村戈乡共计1000名
草原骑手齐登场，他们忽而马背倒立，
忽而藏身马肚，忽而俯身拾哈达，忽而
飞枪射击，绘出一幅壮阔人心的画面。

理塘县的赛马会由民间转山会演
变而来，具有 400 多年的历史，并于
2008年6月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来自北京的李新民告诉记
者：“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马
术表演，和我以前在屏幕上看到的感觉
完全不同。”

8月3日下午，为了牧区群众享受
到来自省城的“文艺大餐”，由四川省
文联多名艺术家参与的主题为“到人
民中去—四川省文艺志愿者赴甘孜助
力脱贫攻坚文艺行动”的文艺惠民演
出，拉开大幕。惠民演出团队精心编排
了舞蹈、独唱、川剧、二胡、街舞、魔术、
谐剧等13个精彩的节目，和理塘仙鹤
艺术团联袂演出。其中，由中国曲协副
主席、省文联副主席、谐剧演员叮当带
来的经典谐剧《麻将人生》、川剧院的
艺术家们走进观众席表演的《变脸吐
火》更是将整场演出推向了一个高潮。

为打造本土品牌，检验文化扶贫理
塘实践成果，8月3日晚，一场以“展多
彩藏式服装霓裳，亮康巴儿女风采”为
主题，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康巴藏装秀
在理塘县康南运动中心上演。这场秀分
为勒通记忆、邂逅时尚、梦幻童年、追梦
辉煌四个章节，由35位非专业的模特
分别展现传统康巴服饰、时尚康巴服
饰、孩童康巴服饰以及牦牛绒服装。

来自浙江省的李江告诉记者：“藏
民族的服装文化真是太丰富了，我儿子
特别喜欢藏族服饰，我想把整场秀都拍
下来带回去给我孩子他看。”说完，他拿
着相机消失在会场里。此次的秀场可谓
亮点频频，创意满满。“藏族服饰美在与

各种配饰的搭配，美在色彩的艳丽，能
让女性展现独有的美丽曲线。”我州著
名时装品牌“班紥樂嘎”的创始人拥措
说到，“我相信我们藏民族在不久的未
来，会有更多走向世界的设计师与服装
品牌。因为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藏，
还有太多未被发掘。”

记者了解到，年仅23岁的拥措已
经创立了自己的时尚藏装品牌，并于
今年米兰国际时装周期间亮相国际舞
台。此外，此次服装表演秀还吸引了仙
鹤工作室、康杰藏服工作室和云南省

“岗卡瓦坚”工作室参与此次活动，真
正打造了一场本土文化与时尚元素相
得益彰的视觉盛宴。

站在“仓央嘉措诗歌藏文书法百米
长卷”面前，来自成都的徐贤前感叹到：

“我一直都很喜欢仓央嘉措的诗歌，但
从来没有想过可以通过书画的形式来
展现仓央嘉措诗歌，虽然我看不懂藏
文，但是依然感到震撼，这次我真是不
虚此行啊！”据了解，在诗歌节期间，理
塘县电子商务孵化中心书画文化厅内
展出由县级非遗卓擦书法传承人、县级
非遗噶玛嘎孜派唐卡传承人、县书法协
会成员等集合而成的近60幅藏汉书画
作品。其中，首次对外展出的“仓央嘉措
诗歌藏文书法百米长卷”引来了众多参
观者的围观。

8月4日，理塘县书法协会会长昂
旺曲批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将卓擦
书法与唐卡相结合，形成了书画的艺
术形态，这样可以在欣赏仓央嘉措诗
句及经文的同时，还可以在唐卡中体
会到甘孜非遗文化的历史烙印与魅
力，一举两得，两全其美。”卓擦藏语意

为“集大成之书体”，起源于18世纪。
德格印经院初建时，德格土司邀请藏
区各地书法家，共同研讨印经院雕刻
模板的字体。各学者在藏区各类书法
的基础上，反复斟酌，切磋琢磨，研究
制定出形制优美、风格优雅的一套书
写字体。这种字体包括楷书、草书等，
统称为卓擦。2017年5月，卓擦书法被
列入理塘县县级非遗项目，昂旺曲批
被评为卓擦书法的代表性传承人。

昂旺曲批告诉记者，下一步，理塘
将在仁康古镇开设展览馆，让更多的
游客在此与仓央嘉措相遇，与甘孜非
遗文化碰撞，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同
时，理塘县还将进行文化产品的制作，
鼓励更多的农牧民参与生产制作，并
依托电子商务孵化中心电商平台，帮
助他们就业增收。在此基础上，理塘县
还计划进行文化巡回展览，找到一条
最契合理塘文化发展的路，让理塘本
地的文化走出去。

第二届仓央嘉措情歌节开幕式。范河川 摄

理塘传统纺织技艺展示。

制作传统土陶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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