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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藏公路的通行，为青藏高原带来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

过去，一背茶叶从雅安背到康定要 7
天，如今有了公路，通过汽车，数吨茶叶当
天就能运抵。公路通了，汽车来了，生活变
了，但二郎山由于山高路险冰雪大，仍然是
这条交通大动脉上的瓶颈。每年不知有多
少车辆会在这里发生事故，不知有多少人
的性命会在这里划上句号。

曾经有人作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说
死在这条道上的人，如果连结起来，和二郎
山的公路一样长。这一说法是否准确，不得
而知。但二郎山确实就成了进出康藏的第
一大险关。人们期盼着何时能在二郎山上
打开一个隧道，让车辆不再翻越这座望而
生畏的大山。

1995年10月18日，二郎山隧道东坡引
道工程的开工，标志着人们的期盼在实现
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拉开了二郎山隧
道建设的大幕。经过4年时间的紧张施工，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月里，这条全长
4180米，寄载着藏、汉各族人民深切期望的
隧道胜利通车了。一早从康定乘车出发，下
午就已经漫步在成都街头，大有隔世之感。
回想每一次从康定到成都，最快也要两天
时间，如果遇到二郎山堵车，那就不是一
天、两天可言了。有一次，二郎山上一辆大
货车抛锚，公路刚好一辆车宽，堵在它身后
的数百辆车就在山上陪了它3天。直到这辆
车修好，大家才一同下山。这还不算什么，
有时遇上塌方，在山上堵上6天、7天，也是
家常便饭。

往事依依，我看着经雅康高速二郎山
隧道出来的小车，还在牵着线似的从眼前
经过，脑海的大潮仍然汹涌澎湃。这条新
的二郎山隧道，是2014年 4月正式动工修
建，全长达13公里多，比起原来的隧道长
了近10公里。现在进出甘孜州完全不用再
上二郎山了，就在泸定后面的五里沟进
洞，只用10分钟，就走完了过去要用大半
天，甚至一两天时间的路程。

天色已经开始逐渐暗了下来，出洞的车
辆都已打开了车灯，远远望去，尤如一条巨
大的灯光的巨龙，在公路上盘旋，大渡河两
岸，群山如阵，排列有序，层次分明，灯的巨
龙就在这西进的路上不断推进。

按工期计划，2018年这条路就要通到康
定，届时从康定到成都只要3个小时就可到
达。朋友们已在微信中相约，到了那一天的
某个周末，一起从康定出发到成都去吃火
锅，然后再回康定。这即将成为的现实，不再
是祖辈们的梦，反到是二郎山的艰辛和那首
曾经脍炙人口的《歌唱二郎山》将会成为我
们美好回忆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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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1日，这是一
年之中的最后一天，太阳正缓
缓地向着西边的山头滑去，它
需要一夜的准备，为新一年的
到来捧出最美的色彩。

就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下
午6时，雅（安）康（定）高速公路
泸定段试通车在没有一点仪式
的情况下，正式双向放行！早就
等候在两地的成千上万辆小
车，如洪流开闸，倾泻而出。

很快，第一辆从雅安过来
的小车用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
穿过二郎山隧道，到达泸定收
费站，开车的司机一脸幸福，他
用激动而有些发颤的声音高声
吼着：“55分钟！55分钟！”在场
的人都明白他的意思，55分钟，
他从雅安开到了泸定。

历史就这样以最轻松的方
式，翻开了厚重而崭新的一页。

此刻，我就站立在高速公路
二郎山隧道西洞口下的收费站
外，目睹了这一幕幕的真情实
景，不知怎的，眼睛顿时被热泪
模糊，脑海的大潮铺天盖地地涌
来，一浪高过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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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藏人文 康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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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表情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村庄如人，是富于表
情的。因此，我也喜欢和不同村庄的遇见，如
遇见故人，也如结交新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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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中的诗教

为了确保家声不坠，先贤们留下了许多家
训。而家训中对于诗教的看法呈现出不同的价
值取向，颇值得玩味。。

唐卡与《格萨尔》

当今颇具创新意味、样式繁多的格萨尔唐卡在藏
区各地数见不鲜。先后问世了格萨尔千幅唐卡、百幅唐
卡、四十幅唐卡等系列唐卡和众多的格萨尔单幅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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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山，是由四川盆地进入康藏
高原的第一座大山，也是横恒在藏汉
两地的一座屏障。大约是因为山太高
太大了的原因吧，过去从内地到康定，
时称“打箭炉”的路是不走二郎山的。
人们需要转上一圈，从雅安到荥经，翻
大相岭，经汉源再翻飞越岭，过化林
坪，经泸定再到康定。

什么时候想起要翻二郎山的呢？
我在故纸堆中找了个遍，没有找到一
个准确的答案，只是从字里行间发现，
最早是清朝末年赵尔丰时期，曾提出
过经二郎山修一条官道进藏的倡议，
但没有搞成。真正开干是到了民国年
间，1925年，刘成勋任西康屯垦使的时
候，他开始修建从成都到雅安的官道，
然而没有完工他就下台了。1928年刘
文辉设川康边防指挥部，亲任总指挥，
才将这个尾给结了，让公路通到了雅
安，但雅安以西，却仍然只是一个梦。

这一年，蒋介石入川视察，以四川
既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则必须巩固，
方能完成他的使命，乃手令四川省计
划兴筑通达各邻省的公路。其时，恰逢
国民党第二路军驻防川西，于是薛岳
发动兵工筑路运动，修通了雅安到天
全的路，热闹了一下子之后，蒋介石没
有问了，一切又都烟消云散。

直到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
又想起了这事，1938年初下令大规模
修筑川康公路，并要求年底一定要通
车康定。这一年，从雅安的天全到西康
的康定，一路上是如何在修路的，由于
缺少记载，也没有影视资料，那场景我
们就无从得知了。只是那年的年底，川
康公路通车，在康定搞了一个试车典
礼，在那个试车典礼上，当时的川康公
路负责人对新闻记者有一个讲话，他
在讲话中列举了修筑川康公路的伤亡
人数，其中死亡职员7人，伤10余人，
死亡路工约3000人，伤6000人。这一
组数据是否准确，我们不得而知。但从
这一组数据来看，可以想象得出，当年
修筑从天全到康定这一段道路的艰
辛，那完全就是一条拿命铺就的道路。

然而针对这个通车典礼，康定的老
人们却又有一番说法。他们说，这条路
修是修了，但其实并没有通，为了给老
蒋报喜，当年是在雅安拆了一辆小车，
然后用滑杆抬到康定，再在康定将车组
装起来，在街上拍了个照片来糊弄老蒋
的。其实，这条路当年是否通车？这已经
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条路毕竟打通
了经由二郎山到达康定的通道，再不需
要从荣经、汉源绕道而行了。事实也确
实如此，自从有了这条所谓的公路之
后，不论通没有通车，徒步翻越二郎山，
就成了进出康藏的首选。

有了路，行人多了，土匪也就出来
了。有一年我的父亲从康定到成都，与
一众行商和背夫同路，行至山顶树丛
之中，遭遇土匪，一众人等被抢得只乘
一条内裤。其中一人为了讨好土匪，上
前说面熟，被当场一枪打死，吓得大家
抱头就跑，哪里还敢说个不字。

二郎山真正通行汽车，是1950年下半年的事。
1949年 12月，解放军进入成都。1950年

初，恢复和打通川康公路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同年2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雅甘工程处，4
月正式开工建设，数万军民投入到筑路一线，掀
起了一场抢时间促通畅的筑路热潮。就在这一
年的7月，一首《歌唱二郎山》的歌曲传遍了整个
中国，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高万
丈”的二郎山上艰苦筑路的英雄事迹。

五十四年后，我在北京有幸见到了这首歌
的曲作者时乐濛老师和当年率队到二郎山慰
问筑路部队的魏峰老师。魏风老师见证了这首
歌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从他们的口中我终于知
道了这首歌的由来。

1950年7月，受西南军政委员会派遣，西
南军区文工团组织慰问团到筑路一线慰问筑
路部队和采风，当时魏风是这个慰问团的副
团长，也是演出组的组长，在这个慰问团中，
还有歌唱家孙占白、作家徐怀中、剧作家洛水
等人。慰问团从重庆出发到成都的途中，孙占
白在车上建议写一首歌唱筑路的新歌。写什
么呢？大家都觉得写二郎山最有代表性。谁来
写呢？魏风建议徐怀中来写，徐怀中说他到了
成都还要办点事，怕搞不赢，建议洛水来写。
洛水说他是搞话剧的，怕写不好，然而大家坚
持非他莫属，洛水也就愉快的应承了下来。

只一天的时间，歌唱二郎山的词就写了出
来，谁作曲呢？孙占白说，筑路部队中的战士大
多是来自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时乐濛当年创
作了一首《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组唱，其中有一
首《红军回来了》，其弦律很受欢迎。是否就用
这个曲子将词填进去就行了？大家一听，觉得
很有道理，一致同意用这首曲装这首词，于是
《歌唱二郎山》就这样诞生了。

第一场慰问演出，是在新津县的筑路部队
指挥部举行的。那天，孙占白第一次演唱了这
首歌。演唱了一次，战士们不让他下台，非要他
再唱一次。结果，他将这首歌连唱了4次。第二
天，当他们乘车继续西进时，就已经听见沿途
的战士们在学唱这首歌了。

说到这首歌的影响，时乐濛老师给我讲了
这样一个“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是我国著名
的板胡演奏家刘明源老师讲给他听的，那是上
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当时，刘老师随我国一个
文艺代表团到英国访问。一个英国男人找到他
们，希望要一个《歌唱二郎山》的歌谱，这事让大
家都觉得惊奇。细问，大家才了解到，原来这个
英国男人曾是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被志愿
军俘虏，在战俘营中天天都能听到这首歌，对这
首歌十分熟悉，也十分喜爱，苦于没有歌谱，一
直没有学会，所以这次他想要这个歌谱去学习。

老实说，我也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儿时
的康定城，每条街都有有线喇叭，每天早上7点
钟就准时开始播音。此刻，正是我背着书包上
小学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就总是播放这首歌，
时至今日，那歌声都还在我的耳畔回响。

“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枯树黄草
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
通被它挡。二呀嘛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
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
那西藏······”

1950年8月，川康公路就抢通到了甘孜。
当大卡车高鸣着汽笛开上高原的时候，各族人
民奔走相告，纷纷赶到公路两傍来观望这钢铁
的庞然大物。有藏族牧民从数十里外抱来牧草
喂它，它不吃，只喝油，然而它的力量却比几十
头牦牛还大，那惊奇，让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
上的人们不得不感叹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二郎山盘山公路。 郭昌平 摄

318国道二郎山隧道。郭昌平 摄

高速公路二郎山隧道泸定出口。郭昌平 摄

二郎山下的雅康高速公路。郭昌平 摄

当年的二郎山公路就是这样靠人工修
出来的。郭昌平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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