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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山隧道建成通车
为了解决甘孜
州交通困难的问题，
中央、省里投资建设
二郎山隧道。二郎山
隧道起于天全县龙

胆溪川藏线，止于泸
定县别托山川藏线，
全 长 8596 米 。1998
年 12 月 18 日，二郎
山隧道正式贯通。二

郎山隧道通车后，公
路 里 程 不 仅 缩 短 25
公里，关键还躲过了
山顶最难的一段路，
极大方便了康定至

成都的行程和交通
安全。被康巴人民誉
为甘孜州社会经济
发 展 的“ 第 二 次 解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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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护佑下的村庄 温美华 摄

泸 定 汉 文 化

邓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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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喇嘛洞佛教文化遗迹
杨利华

◎

在泸定乡间众多的民风传统中，
祭，
贯穿始终。
在农家自古以来，有祭祖、祭神、祭坟、祭灶、
祭圈、祭日……凡是看得见的，真实的到虚幻的，
都在祭祀之列。祭梁祀福，对建房主人来说是直接
关系到建房户在今后相当长岁月，甚至一生的时
间里，住得安稳、人财两发的大事。掌墨师用誉为
德禽——鸡取“吉”的谐音。古人赋予鸡这一有灵
性，具有“文、武、勇、仁、信”五德禽类动物祭梁，其
寓意不言而喻。徐师傅回忆郭家建房祭梁程序和
以往祭梁仪式一模一样。
主人在木梁前摆张祭桌，桌上放一装满米粮
木升盒（旧社会农家一种量具）。升盒中插着青烟
燎绕“九品”
（即三柱香，每柱三根，9 支腊烛）。
“九
品”前摆上祭鲁班神灵祭木梁刀头（肥瘦各半一块
猪肉）、鸡、鸭、鱼、豆腐、斋菜、酥花生米、酒、糖果
糕点、红包。祭师一手提鸡，并掐破鸡冠用鸡血粘
鸡毛，粘在梁的两端中点。
随后，祭师手舞燃烧纸钱，在梁上来回晃动，

口中朗唱祭梁“四言八句”：
“ 此鸡不是非凡鸡，身
穿五色美毛衣；主人今日来用你，鸡血鸡毛把梁
祭。金鸡点梁头，儿孙中武侯；金鸡点梁尾，金银满
屋堆；金鸡点梁腰，主家福寿高。”唱毕，祭师给主
人敬酒，收下主人俸上祭梁红包。
接 着 ，祭 师 和 主 人 亲 手 将 祭 过“ 金 、银 、铜 、
铁、锡”五金属、茶盐米豆、笔墨，若是修庙祭梁，
格外增加当年日历和一份通天文书，放入四方包
梁红布内，用四枚备好铜元，或内方外圆古钱币，
大户人家、或是修大庙有用金银币的。而今古钱
稀缺，一般用 1 元硬币或仿造古钱币，替代钉紧
裹梁腰中点包梁红布四角，一个棱型红布包格外
醒目耀眼，成为主人建房永久的记号。祭师把祭
梁的金鸡放在梁木中间。帮忙人在大梁中央贴上
用红纸毛笔书写的“紫薇高照”横额，横额左右分
别贴上“立柱不望共产党，建房不忘众乡亲”的对
联，只等房架上人放下绳索系梁，吊上中堂左右
中柱顶端。

身 边 的 文 化 遗 产
知道康定榆林村日卡沟喇嘛洞的人不多，去过
的人就更少。喇嘛洞原本就是普通的山洞，也不深，
因为是藏传佛教喇嘛的修行点，就成为了“喇嘛
洞”。传说有很多，一说是松赞干布灭象雄后,苯教教
徒来到这里修行传法。另一种说法是米拉日巴的修
行洞，不知道米拉日巴大师来过康定没有，总之有
佛祖的光环，
这里显得非常神秘且神圣。
今年五月初，我有幸到此地谒拜朝圣。喇嘛洞
不通公路，从康定新城情歌公园出发，经过三小时
徒步攀爬，便来到一个山坳。这里地势稍微平坦，遍
地开满了野花，让人感觉神清气爽。观看四周，山间
的杜鹃花早已争先开放，溪水从雪山上倾泻而下形
成一道道瀑布，景色美不胜收，宛若世外仙境。岩石
堆里有两间石头砌的非常简陋的“僧房”，有居住过
的痕迹。据当地村民说这里以前是高僧修行的地
方，后来成为南无寺喇嘛闭关修行之处，原来的喇
嘛洞变成了石头磊砌的僧房。
僧房早已废弃，其实就是一堆废墟，也没听说
过有僧人再来修行。废墟的上方经幡随风飘舞，左
右两块巨大的岩石长满了苔藓，但清晰可见有雕刻
的花纹，爬上去仔细一看：是两尊佛像。其上雕刻的
线条十分粗犷、流畅，佛像栩栩如生，雕刻技艺精
湛，是什么年代什么人的杰作已无从考证。康定境
内有好几处类似的佛教文化遗迹，喇嘛洞的石刻佛
像是其中之一。
按照雍仲苯教的修行，就是远离城市，面对雪
山，顿悟道法。按米拉日巴祖师的规定，闭关修行

的地方有三种：墓地、岩洞、雪山。喇嘛洞背靠榆
林雪山，远离喧嚣的城镇，开阔幽静，是闭关修行
的佳境。
其实不管是苯教，还是红教、黄教，它们的佛法
礼仪等早已相互融合，对待神山、神水都一样。
“不
破参，不住山；不开悟，不闭关。”可见对僧人来说，
必须等开悟后，才能有资格闭关修行。因为闭关修
行需要一定基础，否则闭上三年五年也会一无所
成。如果寺庙有符合规定的喇嘛要闭关修行，是一
件重大的事情，寺庙会举行隆重的仪式，并且有很
多信众自愿来供养，
喇嘛必须在大殿中礼谢信众。
寺庙修行的喇嘛，要经过至少三年三个月零三
天的闭关实修，有的是六年、九年，甚至更长的时
间。喇嘛在闭关修行期间是非常艰苦的，所有喇嘛
洞外又修了闭关用的石头僧房，但闭关房是刮风入
风、下雨漏雨。每天从早上睁开双眼，就跏跌而坐开
始一天的功课,在简陋的关房里将自己全部时间与
精力投入到对真理的实修体验当中，不达目的誓不
出关。正因为修行的喇嘛都有此大愿，南无寺历来
有很多大成就者。
古语称“天下名山寺占多”，喇嘛洞所居的山虽
不是名山，却也有独特之处。这也源于康定地处川
藏咽喉，历史悠久，是一个多民族、多教派，且以藏
传佛教为主的民族聚居地，构成了丰富的人文景观
和文化遗产。喇嘛洞每到杜鹃山花盛开之时，山风
习习，野香缕缕，犹如仙境一般，我心里想，说不定
哪天这里就会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文化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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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舍树椒情

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那埸产业革命后而发
展起来，到十九世纪末已成为号称“日不落国”的英
国殖民者，在 1840 年，对我国发动了那埸臭名昭著
的“鸦片战争”，以坚船利炮敲开了神州大门，世界列
强随之接踪而至。就在这帮强盗欲瓜分我中华的时
候，对我地大物博的西藏早就垂涎欲滴的英国人，便
把魔爪从喜马拉雅山那边伸了过来，与俄国人展开
了对我西藏的
“大争夺”。
让我们还是先看看英国人是怎样“招供”的吧。
有个叫彼德。费莱明的英国人，在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初，出版了一本叫《剌刀指向拉萨》的书，就为我
们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史实：早在 1774 年，英国殖民
者、
“从来印度总督中最伟大、亦最毒辣之一人”的沃
伦。赫斯汀斯（1903－1904 年入侵西藏的英国人的
头子弗朗西斯。爱德华。荣赫鹏语），就派出了一个叫
波格尔的二十岁的年轻人前往日喀则，
“并赋予他很
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以便同西藏建立外交的和（如
果可能的话）商务的联系”。可这个年轻人未获得什
么具体“成果”。
1782 年，还是这个“最毒辣”的赫斯汀斯，又向
西藏派出了一个名叫塞缪尔。特纳的作第二位“使
者”赴藏，结果与波格尔没有两样，不同的是，他“发
现了由中国的影响所造成的更加难以克服的障碍”。
1881 年，一个叫托马斯。曼宁的英国“怪人”，
“草草装扮成‘中国绅士’，带着两个漂亮的大瓶子，
瓶中装满了史密斯纯薄荷香水，作为送给达赖喇嘛
的礼物”，混进了拉萨。还受到年仅 7 岁的九世达赖
喇嘛的接见。这比起连拉萨城都未进到的波格尔和
特纳来，算是够幸运的了。
此外，从 1866 年起，印度勘测局还把一些当地
的“班智达”探险家派往西藏，
“主要从事自然地形方
面的秘密勘察。他们化装而行，外界仅仅知道他们的
代号或姓氏。其中的第一个叫作纳辛。他用念珠来度
量沿途走过的里程。那念珠不是按规定由一百零八
粒珠子串成，而是一百粒。他的后继者则想方设法
（例如将罗盘藏在转经轮里），从事他们的受到禁止
的活动。”而且“这些卑贱的间谍忠实、勇敢、有耐力、
廉价而又容易雇到。他们在西藏土地上行走了上千
英里，印度勘测局依靠他们才把西藏中部的地理状
况准确地记录下来。”
……
够了，仅这些记述就足以说明，对我西藏垂涎已
久的英国殖民者，为其入侵，真可谓处心积虑，不择
手段！
英国殖民者，如此“垂涎”我西藏，先是着眼于占
领这个市埸。
特别是将印茶打进西藏。
弗朗西斯。
爱德
华。
荣赫鹏在他那部《英国侵略西藏史》
（孙煦初译，
书
名原为《印度和西藏》，商务印书馆 1934 年 12 月初
版）中就有这样的剖白：
“印茶在邻近西藏之印属山区
中产量甚巨”，
“孟加拉政府於 1873 年即力争印茶入
境事”。
“据副总督所云：
‘西藏人民，或无宁其中国统
治者基于保护政策之原理，不许吾印茶入口。且以禁
茶为名，
对他物概加以绝对之阻碍焉。
’
彼意此种阻碍
之除去，大可作一特别谈判之资料。孟加拉政府意，
除茶外，
曼揭士特尔与百盟汗之货物及印度蓝靛亦可
在藏觅得市埸，吾人又可购回大量之羊毛、绵羊、牛
类、
核桃、
西藏布及其他商品。
”
以他之意，
就是企图通
过谈判，不仅印茶，而且还要将印度蓝靛（一种染料）
和其他货物也一并打入西藏市场，以赚回其羊毛、牲
畜和其他土特产品，
把好生意都做了。
英国殖民者的图谋，首先遭到西藏僧俗大众的
反对。在光绪十四年（1988 年）二月初五那道“阖藏
僧俗出具图记”的《三大寺僧俗大众公禀不允边外通
商及与英定立条约》奏牍中，就说：
“该英咭利之人，
历来尽图民土财帛，以及地方权衡。一概夺获到手，
常用奸计朦混，肆行无忌。即於附近各地方，先以通
商为交涉地步，然后竟用诡计，引哄於人。无论何往，
全无口腹两同吉人之心，此系共见同闻。自必洞鉴之
中，实与佛教相反，是如冰炭。两下既无是例，更不敢
稍事开端。早经屡立誓结各缘由，细述哀怜，呈请驻
藏大臣具折奏明大皇帝天聪”。
当英人
“努力压迫中国当局放弃其与西藏有关之
封锁政策”不成之后，就干脆动起武来。1888 年 3 月
20 日，英军便向我藏军驻守的隆图山发起进攻，将兵
房攻毁。英国人的侵略行径，理所当然受到西藏军民
的抵抗。
在两个月后，
藏军便调集三千兵力，
向英军发
起了反攻。而被洋人吓破了胆的驻藏大臣，则对英国
殖民者的入侵实行不抵抗政策。在《清实录。德宗实
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光绪十四年三月庚辰（1888
年 5 月 9 日），
驻藏办事大臣文硕奏：
‘隆图山藏番与英
军接仗获胜。惟英人向来多诈，已令该呼图克图谕饬
仔奉倍加谨慎勿恃小胜而入’”
理由是
“藏界尺寸之争
不应骚动天下，
番众自挑之衅不能败坏全局”
。
朝廷即
“谕旨”当时的驻藏帮办大臣升泰，要求“传谕商上番
官，
毋再妄思报仇，
出兵设卡，
自贻祸患。
”
腐败的清廷，终屈膝于英国殖民者，公元 1890
年（光绪十六年）3 月 17 日在加尔各达签订了《中英
会议藏印条约八款》
（即《中英印藏条约》
）。
“条约”第
二款约定“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终督理，即为承认其
内政外交，均应专由英国一国迳办，该部长暨官员
等，除由英国经理准行之事外，概不得与无论何国交
涉往来。”英国人就这样将我西藏地区的哲孟雄（锡
金）一口吞并。
三年零九个月之后，即 1893 年 12 月 5 日（光绪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英国殖民者又强迫清廷签
订了《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九款》，
“续约”约定“藏内亚
东订於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开辟通商，任听英
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由印度国家随意派员查看此
处英商贸易事宜。”从此英人得以自由出入藏、哲边
界，任其贸易。

家里打来电话，
说周末回家来采摘树椒。
眼看春天的脚步越来越快，泛黄的山谷也起
了绿意，植株攒足了劲，滋滋地往上生长。拂
在脸面上的微风也变得暖暖的。汽车顺定曲
河沿岸公路行驶 30 公里，
经过劳动桥后，
便又
折转逆硕曲河方向行驶 8 公里，来到了毛屋
村。
村子四面环山，
山峰陡峭、
地势狭窄，
田地
如阶梯般依山屯垦。
毛屋，
译成汉语就是药材
之乡的意思，
但当地却以出产树椒著称。
村子海拔在 2100 米左右，水源充足，光
照充分，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除种植玉米。
小麦、青稞、粟米、荞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外，
可能是长期形成无辣不欢的饮食习惯，家家
户户都要栽种树椒。顾名思义，树椒似树非
树，实乃多年生草本植物。因树干木质化而
形成的苗子颇具树形，有别于其他辣椒，故
俗称“树子海椒”。此为得荣之特产，曾获中
国国家地理标志。
据传，树椒最初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从
印度引进，在当地低纬度高山峡谷的地理位
置和干燥少雨、日照充分的小气候环境下落
地生根，经过长期栽培选育后，逐渐形成的
一种原始地方辣椒品种。该品种头年以种子
育苗移栽，当年开花结果。由于当地无霜期
长，加之冬季降水稀少，更无冻雨，辣椒不需
拔苗，可以露地休眠越冬，经冬不死，次年春
季从苗子枯枝分丫处又可生发出新芽，照样
开花结果。多年后树苗高可达数米，叶片披
针形，果实短角形，顶端稍尖，籽实朝天，形
状较小米椒稍长。成熟后，果实金黄鲜亮。其
椒果肉薄、辣味浓，可开胃健脾，曾入藏药，
而其树寿命可长达上百年。树龄越长，辣椒
越小，产量就越低，但辛辣味特别猛，就像陈
酿窖酒一般随年代久远而珍馐。据当地人
讲，毛屋村曾经有一棵古辣椒树，树干粗壮
茂盛，小孩都可攀树嬉戏，可以想像得出其
树龄之长了。后由于产量太低，无多大用处，
在温饱问题尚未彻底得到解决的当时，到底
还是被主人家毅然决然挥刀砍伐弃之，今天
想起来着实可惜。
树椒的主要特点是维生素 E、钙、硒维生
素 C、
核黄素含量高。
当成蔬菜可拌肉丝炒，
可
炒虎皮树椒，
可跺碎拌葱蒜酱醋当佐料，
还可
以泡成醋辣椒。树椒成熟后，还可以晾干存
放，
自食和馈赠好友都是不错的选择。
周边香
格里拉等地尤其喜欢油炸干树辣蘸盐，当作
土锅鸡的一味佐料。
一顿饭的工夫，
盘中颗粒
无剩，
是为树椒的非凡魅力。
我们到树椒地里后，轻轻地踩在田埂
边，细心呵护起树苗，拔开绿叶，指尖从密集
的辣椒中，选出一颗颗肥硕的树椒从椒蒂掐
断。焦灼的阳光正面照射着叶片，淡淡清香
味徐徐飘进鼻腔。不大一阵工夫，一小娄背
筐已盛满。抬头望着那一畦畦田地里的树
椒，有的还在开花，有的小辣椒刚刚成形，还
有的辣椒已经朝天挺立起来，翠绿的梯田
上，
到处泛起阵阵绿波。
我禁不住由此想起早年读书时的情景：
那时家境贫寒，父母含辛茹苦积攒血汗钱，
想让孩子们发奋读书跳出农门。村子偏僻，
距乡政府所在地和县城都很远。当时交通十
分不便，光从村庄出发，顺着悬崖峭壁上凿
成的小道走 5、6 个小时才能到达通公路的地
方候车，干热饥渴难耐，去县城就要一整天。
读小学初中，我不停在这条道路上往返。全
家仅靠耕种几亩薄地供我们读书。兄妹上学
极不容易，生活艰辛，几乎都是在捉襟见肘
的艰难时刻中度过。
每每青黄不接时，
恰好赶上树椒上市，
家
人人背马驮将树椒从边远的村庄运到县城贩
卖。
那时也没有像样的菜市场，
沿街随处支一
个摊位，
就可以出售农产品，
久负盛名的树椒
一拿到县城叫卖，
总会一抢而光。
我们的学费
生活费总算得以凑足。父母从没有说过栽种
树椒的劳累，倒是常常向我们津津乐道着树
椒出售的场景。
如今，兄妹们也相继走上工作岗位。而
尝到甜头的老百姓开始广种树椒，每年 4 月
开始一直到年底，满街都有树椒出售。有的
村名还对树椒进行深加工做成辣椒酱，树椒
摇身一变登上了大大小小的超市货架。低头
看着自己采摘的整筐树椒，身为人父的我，
感恩父母在那样艰难的岁月撑起门户给予
我们希望，让我们通过学习知识来改变命
运。不觉间甜甜的一丝回忆袭来，瞬间就超
越了树椒辛辣的馋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