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让记者关心的是：他们的下一代是否继承了先辈结
干亲的传统？

吕东财的儿子吕跃，今年21岁，在成都某单位实习，是
王周军的干亲家，王周军是王永华的儿子；吕跃与王周军
结了干亲，意味着青岗坪村第四代干亲的诞生。

90后的吕跃告诉记者：“结干亲是先辈留下的财富，是
村里民族团结的源头，也是彝汉文化交融的载体，作为后
辈，需要尊重传统，更要传承民族团结情。”

吕跃与王周军基本一起长大，本就有着很深的感情，
结成了干亲，算得上是“亲上加亲”。回忆起结干亲的场景，
吕跃表示仪式基本与父辈相似，都是预先约定好，之后王
周军择吉日，带着娃娃登门拜访，并赠与礼物。吕跃则为娃
娃取一彝族名，回赠红包或礼物，仪式结束后，双方便一起
吃饭聊天，从此，大家便不分你我。

“我们本无血缘关系，是结干亲赐予我们亲人缘。”在
王周军心里，对结干亲满是感激，他还特别强调，有次娃娃
在石棉县住院，吕跃紧张万分，专程跑到医院照看孩子，这
让他感受到，干亲早在无形中连接了两家人的心。

除开王周军亲家的身份，吕跃还是家中第一个大学
生。从山村到都市，知识的增加，视野的开阔，让吕跃对结
干亲有了新的想法。

他表示，青岗坪村邻近海螺沟景区，在大力提倡全域
旅游的今天，青岗坪村可将结干亲的传统习俗与旅游业进
行联系，吸引游客进村入户，从而为村民增加收入提供机
会，并在一定程度上，监督村子民族团结的传承发扬，让全
村的民族团结走得更远更好。

了解完吕家的四代干亲，记者与吕东财再次走过先前
的弯道。

在玉米地里，记者碰见刘二娃一行7位村民忙着摘玉
米。听到结干亲，7人均表示自家干亲多。

在公路与田间小路交界处，木呷夫妇手拿镰刀，背挎
背篼，准备去打猪草，夫妇二人表示结干亲是拉近邻里距
离的良方。

在农房前的院坝里，李田华一家忙着撕玉米壳，李田华
认为结干亲就像身旁垒起的玉米堆，在生活中必不可少......

随后，记者又遇到了不少村民，对于结干亲和民族团
结，他们做出了相同的回答——结干亲不能丢，民族团结
绝不能少。

清晨的雾气早就散开，阳光暖照着青岗坪村，青岗坪
村的老老少少，感动着记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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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雅格卓
◎木朋措

木雅是一个古老的名称，无论是在吐蕃
历史中，还是在《格萨尔史诗》中，它都占据着
十分重要的地位。木雅旧译“弭(MI)药”，如今
木雅既是一个古老部落的称谓，又是一个地
域名称。

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道孚县以南、雅江县
以东、九龙县以北一带地区都属木雅东部区；
分布在九龙县的汤古乡、康定县和雅江县的
祝桑乡等木雅藏族都自称为“木雅攘刚”，属
于木雅西部地区。木雅的那片土地神奇厚重
又雄壮，又是一片多情又瑰丽多姿的土地。

木雅藏区有句俗语“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木雅民间舞蹈就有多少调；高原上有多少棵
树，木雅民间舞蹈就有多少个词多少个舞
姿”。木雅民间舞蹈藏语称为“木雅格卓”。在
历史的长河中，能歌善舞的木雅祖先，通过生
产劳动，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木雅民
间舞蹈不仅仅是木雅地区传统文化的典型代
表，也是康巴民间歌舞的典范，是康巴大地上
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

其中锅庄舞是木雅人抒发内心思想感情
的一种艺术形式。

木雅格卓是一种具有独特的特色藏族民
间歌舞，历史悠久，据专家考察，木雅民间舞
蹈距今已有约4000多年的历史。唐代，随着吐
蕃势力的南渐，木雅民间舞蹈逐渐成熟，演化
成藏族典型的圆圈舞。

木雅民间舞蹈就其类型而言，大致可从
不同的舞步动作加以区分。木雅舞蹈中较奔
放洒脱的一类，其踏步动作与甩手动作的变
化较多，舞步中也包含着踢踏等其它舞种动
作，是木雅民间舞蹈中较“现代”的一类。

在传统上，木雅民间舞蹈不以动感见长，
动作起伏变化偏少。传统的木雅民间舞蹈，十
分注重舞步动作与歌词内容的完美结合，甚
至在舞蹈过程中席地而转，男女顺着唱，有种
互诉衷情的特色。

木雅民间舞蹈的相关唱词韵律悠美，又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得以创新。这些唱词既
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折射了木雅地区千年
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农牧耕作、民风民俗
的发展状况，彰显了木雅人稳重豪放，勇猛
果敢，“为爱而生，为恨而亡”的温情忠贞的
性格。

古朴的木雅民间舞蹈以释放真情愉悦人
心，舞蹈者能从舞蹈中体会生命绽放的快乐，
在和谐中潜藏着无穷活力，呈现出木雅舞蹈
的古朴洒脱而又雄健热情的独特风格，能使
人领略到青藏高原的辽阔壮美，感受到康巴
文化的神秘魅力。故此，木雅民间舞蹈得以完
整地保存和流传，并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突
出的人文内涵、独具个性的动作和歌词，成为
当今木雅民间文化艺术的一大品牌，逐渐受
到越来越多人的瞩目和喜爱。

马克思说：“在一切东西中，最丰富的东
西是精神。”所谓精神，就是“魂”。人有灵魂，
民族有民族魂，国有国魂。因为“文化是民族
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神圣宁静、和睦
祥瑞的土地保存了古朴的民族艺术，木雅舞
蹈的词曲一如其舞蹈本身，独具特色，极具文
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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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干亲”缘 彝汉一家人
访磨西镇青岗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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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
拉萨城依旧闪耀着它固有的神圣金光。而即将到

来的夏天，让整个城市充满活力和希望。
雷维耶他们在曾经的圃巴仓安顿下来后，在靠近院

子的阳台上，用旧木块拼了个长方形的花盆。

生存家园

8版

有牛马脚印的村庄
一个村庄里都有几处马厩，那是牛马们的家园。马厩里

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气息，庄稼人熟悉这种气息，牛马们也熟悉
这种气息。它像久藏后启盖的酒，气味悠远，浓烈得化不开，
嗅之让人沉醉。

在那诗梦苏醒的地方
没有诗的草原是荒凉的，没有歌的草原是寂寞的。

草原是生长诗的沃土，那里有根的情怀，冰雪是覆盖梦的
佳景，那里有纯洁灵魂。只因有诗的豪放，草原如此绚丽
多彩，只因有歌的飘溢，草原如此潇洒自在。

选择摄影，是我众多笑话中的一个，不过也
是自己愿意继续做下去的事情。镜头里的世界
是美好的，我希望看见一切美好向我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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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各民族
要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共
同守卫祖国边疆，
共同创造美好生
活。”

甘孜州是四
川省第一个启动
创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州活
动的自治州。

甘孜州是四
川省第一个把民
族团结进步纳入
法治化轨道并颁
布实施《甘孜藏族
自治州民族团结
进 步 条 例》的 地
区。

甘孜州是第
一个未纳入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州（地、市、盟）
创建活动13个试
点范围，但持续开
展创建活动时间
最长的自治州。

◎甘孜日报记者 兰色拉姆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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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多次听说磨西镇有个民族团结
表率村。

12月4日一早，伴着氤氲雾气，在
村支部书记吕东财的带领下，记者走
进该村。

“吕表叔，准备去哪里？我要结干
亲，能否请你当见证人？”伴着清亮的
嗓音，一个瘦高的小伙径直走来。还
未等小伙走到面前，吕东财告诉记
者：“结干亲是村里多年的风俗，全村
133户每家都结有干亲。”

随后，从他们的对话中，记者得
知小伙为青岗坪二组村民，地道的彝
族，准备与村里刘姓汉族结为干亲。
吕东财长辈兼书记的身份，成了小伙
儿首选的干亲见证人。

车辆继续行进，弯道接连驶过身
后，堆放的玉米杆、守门的看家狗，闪
现眼前又消失。终于，汽车停在了一
棵老树旁。紧挨的砖瓦房算不上高
大，却给人静谧之感，屋前的院坝内，
人们边晒太阳边聊天，很是惬意。

突然，叶子烟的香味飘来，角落
里的老人吧嗒着嘴巴，青烟漂浮在他
的黑头巾周围。老人名叫吕得全，已
83岁高龄，是吕东财的父亲。记者刚
问起村子里结干亲的习俗，老人一脸

骄傲地说：“我的干亲家太多了，想记
都记不清。”随后，老人讲述着自己一
家结干亲的渊源。

1948年，吕得全随同母亲、舅舅
等人，从九龙县湾坝乡来到了青岗坪
村。“当年，我以为只是去踏寻父亲生
活过的地方，没想到会长久留下。”吕
得全表示，父亲吕占清曾在青岗坪村
生活，因出色的狩猎技艺，结交了不
少汉族朋友，刘福邹的爷爷便是其中
之一，二人因肉搏野猪成为生死之
交，后结为干亲家。

等长到22岁时，吕得全迎来人
生中第一个干儿子。一天，邻居刘福
邹来到家中，请求结为干亲，吕得全
二话不说，当即点头，并为小孩取了
彝族名字乌呷。“乌呷表示健康吉祥，
希望我的干儿子一辈子顺顺利利。”
收起烟杆，吕得全微微一笑。

吕得全共8个孩子，都结有干
亲，如今，他的“孙子”达到二十多
名。其中，成家生子的同样也相互结
了干亲。“汉族人手艺巧，彝族人能
吃苦，大家经常相互帮忙，时间久
了，感情也就深了。”吕得全告诉记
者：“在青岗坪村，彝汉两族的感情
神圣不可撼动。”

随后，吕东财邀记者下山去家
中畅聊。

不一会儿，我们便到了宽敞的
小楼房前。“亲家，不要忙了，快来摆
龙门阵。”朝着旁边修建中的房屋，吕
东财大声喊道。几分钟后，挽裤脚捋
袖子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他是我的亲家王永华，也是刘
福邹的女婿，算起来，刘吕两家已经
是第三代亲家了。我的亲家有40多
个，多数为一代、二代亲家，王永华和
我是村子里唯一的三代亲家。”吕得
全边说边端出了凳子。

“我的儿子拜给了他，逢年过
节，我们两家几乎都在一起，早就是
一家人了。”王永华开门见山，很是耿
直，那座正在修建的房屋，属于他的
儿子，是典型的全木结构。

当初，王永华并不打算修全木
结构，因为木头要去石棉县购买运
回，花销大。吕东财知晓后，强烈建议
修全木结构，并从人力物力等方面
给予了大力支持。

“亲家考虑到了防震系数、使用寿

命，在他的帮助下，全木结构的房子即
将完工，非常感谢他。”王永华告诉记
者，并反复对吕东财说着“咔沙沙”。

“咔沙沙”为彝语，意为感谢。看着记者
有些惊讶的表情，吕东财解释道：“他
还会说很多彝语，且能全部听懂，村里
很多人都能用彝汉两语交流。”

“你两亲家又在摆啥？”一辆电
瓶车停在了吕东财家院坝，来人正
是吕东财的妻子倪阿琴。得知记者
来意，她打趣道：“这俩亲家每天在一
起，每天还有说不完的话，不晓得有
啥小秘密。”寒暄完毕，王永华折回继
续忙碌，记者则随同吕东财夫妇来
到了他们的另一亲家桂树康家中。

见我们到来，桂树康一家十分热
情，迅速做好了午饭。吃过午饭，倪阿
琴帮着翻晒院坝里的玉米粒，吕东财
与桂树康拉着家常，这温馨和谐的一
幕，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桂树康家走出，记者真切感
受到：从日常生活，到家中大事，再到
家族延续，结干亲给予了青岗坪村
独一无二的民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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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的彝汉亲家

青岗坪村一角。

吕东财与亲家干活。

亲家在一起拉家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