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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波密到林芝的道路，我们驾着车仿佛在原始林
海里穿行。高高的松树上挂着许多绿须，树就像一个个
长胡子的老人。地面上铺满干枯的松针，和一些细小的
草，看上去很有弹性。

在观景台，打量对面满坡的原始森林，遇到宝
鸡老乡。互相介一番，他推荐了一个家庭旅社让我们
住，还一再叮咛，说是朗哥介绍。住的地方有了，他说来
了品尝牦牛肉火锅必不可少，郑重推荐当地最正宗的
牦牛肉火锅店——肉香汤肥，保证吃了忘不了。

收好留下的电话，谢过老乡，我们们怀揣品赏
正宗牦牛肉火锅的美好期盼前行。到了林芝，一片又一
片的高楼，街道横竖交叉，干净整齐，城市的模样十足。
记得维多克·雨果说过：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这话，
用到西藏的林芝合适不过。从雅安出来，见到人居多的
地方都是我们俗称的大堡子。

半路上，我曾给火锅店老板打过电话并报上
朗哥的大名，那边一个女的接电话。我问多钱，回答即
是朗哥介绍，好说。我们加了微信，她把定位发了过来。
在林芝一家别墅式旅馆，因为再次提到朗哥，女老板要
价合理，没必要讨价还价，我们就住下了。

家庭旅馆很有家的感觉，客厅对面摆着一组
沙发，可供吃饭打牌；拐角有个小桌放着一套茶具，煮
水泡茶很方便。女主人一家很热情，我们就像住到朋友
的家里。安顿完毕，急着找那家正宗的牦牛肉火锅店
——我们这里有俩“食肉动物”，一路上总想来点儿荤
的，顺便喝几盅。一路上，尽管舟车劳顿，两位想吃想
喝，还能吃能喝，想来也是福报。

出门，天空飘着毛毛细雨。这里的天说下就
下，雨水都不大，即使淋雨也不会淋个落汤鸡。据说火
锅店就在附近，因此，俩“食肉动物”就没拿伞。正是这
种偷懒行为，让他们吃了小小的苦头。

溜溜达达去找步行街，从菜市场穿堂而过就
是。步行街挺大，看样子是吃、住、行一条龙。那个火锅
店被淹没在某个角落，左拐右拐就是找不到地方。雨越
下越大，伞根本不起作用。鞋湿了，腿脚也湿了，偏偏找
不到地方，烦恼渐渐生起。想想劝他们吃点别的，因为
我吃素又怕他俩不爽，闷着头继续找。快要崩溃时，柳
暗花明，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终于找到了那家火锅店。

由于我们去得太早，我们成了店里的头一批
客人。我们当即点了二斤多肉，和一些蔬菜。小崔去看
酒，回来说有200元一斤的青稞酒，贵是贵点儿，刚刚尝
过，很正宗，并说大家决定是否买来喝一点。他显然想
喝，那就喝吧。何况，抿一点白酒，能把淋雨的寒气逼出
来。

先前路过菜市场时，我们买了几桶青稞啤酒，
我跟着喝了一点，喝着了无生趣。白酒确实正宗，度数
高入口却不暴烈。一顿饭吃了三百多，撤人。正宗的牦
牛肉火锅口感如何？他们没有赞不绝口，我挑挑拣拣吃
了些素菜没发言权，估计差不多吧，乡党不会哄我们。

林芝景点很多。有世界水力资源最丰富的雅
鲁藏布江大峡谷，有“直刺蓝天的战矛”之意，海拔7782
米的南迦巴瓦峰……听说距离拉萨仅有500多公里，比
起心中的圣地布达拉宫这些景点可以忽略不计。于是，
林芝只是路过，第二天直奔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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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床揉眼睛时，一个柴火锅里面熬
着玉米面汤，三伯娘在用锅铲不停地搅
动，加入切细碎的麦芽儿，熬制数分钟后，
全部起锅装满大铁盆，之后拿了纱布挂在
十字架上。

空气中，弥漫有小麦嫩叶儿香甜的气
味。玉米、麦芽末汤用铜瓢倒入十字架撑
起的纱布间，等待一滴滴黄色的汁液渗透
在锅内。等待间，农妇们精明的眼神看着
糖汁滴入锑锅内。不一会儿，一锅糖水就

平静了。仿佛，世间之难事在她们眼里一
切都能摆平，好像一切又都未曾发生过。

在农村忙碌的日子里，这样需要计量
的手工活，考量着民间妇人如何心灵手
巧。而我们年轻的姊妹们就在一旁看着，
春花阿姐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她眼疾手
快，我三伯娘需要什么，她一看便知，还没
说出口，需要的工具都递了去。随后就是
把糖汁水倒入锅中，用大火熬制，熬制时
间从早上5点持续到晚上8点左右。汤汁

需要用木制的桨搅拌，直到这锅中的糖汁
水越来越少，更需要不停地搅拌，还要掌
握好力道，避免铁锅被搅出洞来。随后，需
要的火也越来越小，麻糖也开始形成，颜
色由黄色逐渐变白。最后，起锅放入玉米
面内，保持麻糖的香度、柔软度。

到了腊月三十的下午，一家人围着锅
灶，把麻糖熬化，然后倒入玉米花、核桃
粒，并用手团成圆球状捏稳定了，放入大
簸箕内，晾干。泸定、康定的米花糖一般是

把大米花、花生粒和核桃粒码好了，放在
案板上，浇入熬化的麻糖汁，待凝固后用
工具切成小方条。

据说，大年三十，誰捏制的麻糖不散
开，誰就会有这一年难得的好运气。新春
佳节，家家户户都会在桌上摆满麻糖、花
生、瓜子、水果。这麻糖放到正月十五味道
都不会变化。到春耕时候，也就是正月中
旬以后，家家户户都在田间地头打尖时，
把麻糖和着香甜的奶茶吃。

◎格德沃·志玛

厚植于色达草原上的格萨尔文化，
在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中，在草
地牧人亘古文化自觉的行动中，族群集
体无意识潜流汇成的诗海，显示出旺盛
的生命力。色达人的格萨尔史诗情怀，是
一种从牧人的羊皮袍里焐热出来的，具
有温度和亮度的关于爱和诗的呓语。

色达人说，他们是格萨大王的后人，
因为瓦须家族的祖先乃是古代藏族四大
种姓之一的穆布董氏，而格萨尔王正是
穆布董氏后代。

瓦须色达，一个古老氏族的群体迁
徙，一帮马背盟友的生死誓言，维系着瓦
须三大部落的重组与发展。黄金部落游
牧人接过格萨尔王之勇将尼奔达雅大
纛，怀揣执著与坚信，勒紧战马肚带，穿
越时空的马蹄声续写一方草地族群的豪
迈记忆，在远方的桑烟和风马中聆听珠
日神山的银镫声，锃亮的宝剑在雪狼眼
中闪耀战神之光。风雪淬炼的牛角弓同
血迹斑驳的箭壶歇脚处,是少女的思念
飘落的脚印。

当人们住进野牦牛皮帐篷，重新解
读祖先韱语的时刻，霎时间，破译出生命
密码。血醉醒过，缓缓站起来，牵一缕雪
山的灵光，做一双跨海之翼，把爱的彩幡
立于彼岸的春光里。让微风的足迹寻根
万物缘起，让爱的暖流穿行宇宙。他们的
前辈说过，“所有的痛苦都来自希望自己
快乐，所有的快乐都来自希望别人快
乐”。因此，他们在利他中快乐自己，在困
境中乐观生活，放下痛苦、绽放幸福。此
乃是诗梦苏醒、天籁飘溢的黄金部落
——瓦须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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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民族诗性语言生成的历
史过程中，孕育了色达人的诗歌审美意
识，很多人愿意花精力去感受诗歌别样
的艺术魅力。草原牧民人人心中都有一
首震撼人心的长诗，个个口中都有一支
世代传唱的歌，那诗、那歌的主旋律就是
格萨尔史诗。

牧人的生活有诗的味道、话语有诗
的韵律、草原有诗的芬芳。当今，色达部
分年青人心地燃烧着诗的激情，母语创
作的《格萨尔》史诗、传统诗、现代诗、汉
文诗的人数走在甘孜州各县前列，其中
也有精品问世。在色达这片热土上，爱诗
读诗作诗的就有二百多人，他们的热情
温暖了祖先们的血脉遗产，烛照着浮躁
社会被麻木的灵魂。在当今，带有几分寒
意的诗，竟然在寒冷的金马草原上升温。
在这里，哭泣的诗人开笑了，沉思的诗人
惊叹了，疼痛的诗人登山了，远行的诗人
寻家了。

去色达草原，触摸天赐豪杰脉动；看
黄金部落，追寻千古英雄足迹。

生长天国妙音的金域，镌刻祖先记
忆的丰碑。战神格萨尔的智剑之光，点
亮了草地歌者灵魂。色达，格萨尔文化
底蕴深厚，格萨尔文化的构成元素丰富
多彩。色达人不会忘记曾有一位智者在
格萨尔颂词中说：“在那天边的彩云中，
浩荡的百万骑士在飞奔，其中一位盔旗
遮日、英姿雄伟、相貌轩昂的将士呈现
在队伍前列。

智者见此情此景，激动地唱道：”阿
啦塔啦塔啦热，如若不知此地方，此乃色
达草原，如果没有认错人，您是雄狮格萨
尔王，本人日夜思念的人，带领万骑去何
处？今日有缘禀衷肠，祈请驻足留此地。”
对此，色达人说，格萨尔不再骑征四方，
安住色达，为人类和平、为社会和谐、平
安，为民造富消灾而发愿、祈福。

他们虽然没有亲睹格萨尔王的圣
容，但心目中的英雄光辉形象，像一座
雄伟的雪山，永远屹立于人们的心灵
深处，这是一种崇高美的阐发，因为情
感是审美心理中最活跃的因素。色达
人相信，格萨尔的智剑为他们带来智
慧，如意鞭为他们带来财富，神箭为他
们带来平安。

在藏区各地，人们能感受到格萨尔
史诗的多元文化符号。例如说唱艺人、史
诗手抄本、传奇故事、遗迹、风物传说、祭
祀风俗、藏戏、绘画、石刻、歌舞等。那么，
色达格萨尔文化有何与众不同的特色？
人们在盘点史诗多种文化的时候，惊奇
地发现色达还有不少的格萨尔文化之最
或者说唯一、第一。

独放异彩的史诗文化形态，是色达
格萨尔文化珍贵而美丽的装饰品。至此，
色达美丽的姑娘们演绎当年岭部落七美
女指点三十大将的靓影 ，步履轻轻，轻
颦浅笑，手持五彩箭旗，向世人一一解读
这些鲜为人知的色达格萨尔特色文化。

雪域世上，叫贡嘎的雪山多了。外洋的探险
家总是把这贡嘎的名字加在那贡嘎的山体上，
把那贡嘎的高度注在这贡嘎的坐标上。地理实
际的贡嘎，精神理想的贡嘎，真幻虚实，无以分
别。发现贡嘎的西洋人洛克先生，他所描述的香
格里拉倩影，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它所臆造的
蓝月谷形象，都用木雅贡嘎的标准召示世界。

贡嘎高贵。高贵的山该是佛山，这木雅贡
嘎却不是。唯山下小小贡嘎寺而已，菩提无树，
梵音空寂。有另外一坐贡嘎山才是象征佛台的，
那是稻城日松贡嘎岭，五世达赖赐封日松三峰
为佛传怙主三尊，文殊、观音、金刚持，于世间佛
心中，难免俗里根器。只是，这木雅贡嘎一方，曾
设安良县建新都，那日松贡嘎岭一方，又另设县
丞，边土宣政，倒也严然。

高贵的山该是神山，这贡嘎却不是，有另外
一坐贡嘎才在显神，他是甘孜生康的贡嘎热欣
戈。如许贡嘎，是喀姆神职贡巴高祭的神山抑或
山神，天人于是合一，人天于是本一。人格化的
贡嘎神山造像，骑白牦的白帜白袍白脸山神，真
实朴实踏实，尽使得凡间人等，悦悦地出神，恬
恬地入化。然而，神山的祭师，是贡巴，出在木
雅；是苍巴，出在巴躴；是拉哈，出在董夏。

他们招示着古典的弥兀、白兰和党项，真正
的康巴是矣。

高贵的山该是王山，这贡嘎却没有秉戴王
山名份，有另外一坐贡嘎才是群山的金阶王者，
即雅江辛丁贡嘎拉。群山王者的气概标秉人间
王者的道义，天经地义。不过，木雅贡嘎仍然是
髳人所忆入中原的出发地，还是祖居东邻古老
蜀山氏敬畏的蜀山之王，也是芦山沪水卢氏之
安卢坝举目可望的西天雪山。

大汉拓边经治的昂州、嘉郡，就在贡嘎脚
下。史中‘凌蛮三王’尽以贡嘎招示王坐。贡嘎，
笃定了高天厚土的极致，突出了不仅仅属于康
人属于蜀人的更旷大心仪。唐蕃时代，众达一百
五十又六的羁糜州土王，都眼巴巴盯紧了这贡
嘎。佛山、神山、王山成众，微妙的人文、地文却
特显单纯，贡嘎日欣神圣至极归于平凡，反到超
越那佛那神那王一切权威，也就尤其显见他的
堂奥多深。贡嘎在康巴，是先民土著的根基，是
甲波方猷的主宰，是天宫喀拉柯尔的壮观，是雪
域苍生的福址。

其实，无论佛山、神山还是王山，到了人间
的康区，到了木雅的乡土，就都呈现出以雪为山
的朴素仪表了。雪山，常年弥在云雾后的神秘面
目，其模其样不咋个，唯其性其灵，化着晨霁暮
霭，是天界为人间燃起的桑烟吧。贡嘎山里人，
真没爱上白银，没爱上白玉，没爱上白海螺
吗？——哦哦，原来是爱着冰爱着雪呢。世上雪
山和天上日月一样，美丽在人心中。有雪山在，
糌粑口袋不空，毪织衫袍不溥，康人的命，有依。
心，恁增无限想头。

往往，边关的山，常被形容为倚天利剑，古
隘关垒，山神也常被民间奉着战神。贡嘎却不。
贡嘎于世上稳稳坐起，兀然以非常的清寂空明、
淡泊平和、安宁静穆，向历史向未来，超度着征
伐争战，征服争取的可怜运数，定义出永恒的和
平与可续意义。

的确，贡嘎周遭，湖清峰静，几近隔世，远离
纷绕。连岩隼雪凫的骄健翅翼也望其高远而莫
及。人，仰观贡嘎，熙攘尘环间，火热水深，龙吟
虎啸，都显得有了些自家寸守，不敢太过嚣张。
贡嘎日欣是最自然的大雪山，极其自然而然的。
不同于自然主义的意思，有妙至大。不同于自然
科学的意思，有妙至微。

民谚道，人站着卧着都比地皮的个头高，人
动着静着都没得大山的气势壮。在康人眼中，雪
山和青天处于同一层次。人不会萌动征服大山
的歹心肠，只会滋生敬畏大山的感恩戴德。偏是
有老外结伙来登山，比登权位还兴致。多难的贡
嘎登山活动，遇难死亡率是登顶成功率的百分
之九十，让当地见证登山的搬运队、援助员们目
睹后，心颤。其悲烈无疑属于警世的象征。

康人深谙天与人和谐的善妙取向，只是懂
得朝山祭山传山，哪懂得登山。踩踏雪山于足
下，大不恭敬。征服自然，实现自己，算是哪门子
功德。时尚的人们，与大山保持着某种距离感，
伫立在满含着西岭千秋冰雪的窗前，当空远眺。
贡嘎，显化在天际，似云带迤逦，似虹光飘渺，丁
点不觉有啥凌厉。人就叹：横空一脉微如缕，谁
信此身欲立重宵九。本来世人是熟悉‘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格言般诗句的。然
而康人有话：正因身在此山中，方解贡嘎真山
性。不仅如此，山性还平和地感召着人性，无妄
无怠，地久天长。

康 藏 随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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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入川旅行。上一次去了川西北，这一次自然
要走川西南。

深秋初冬之际，开启了旅程，一路行走，壮美、艳
美、柔美的景致收尽眼底。

泸定桥，这是一个十分想去的地方，5O多年前读小
学时，飞夺泸定桥就在幼小的心灵铸下深深的烙印，半
个世纪过去了，依然童心未泯。

从成都乘大巴到泸定，一路风景美如画廊，快到泸定
进入一个大隧道，那是二郎山。呵，这是当年红军长征经
过的地方，山高路险，如今国家在位于8度高烈度地震区，
穿越13条区域性断裂带，花费巨资，修成了长达13400多
米的特大新二郎山隧道。出了隧道，汽车急下坡进入泸定
县城，在盘山公路盘转，一座接一座的立交桥在头顶悬挂，
又在脚下蜿蜒，一幅幅立体感耀眼的壮丽图景，把自然风
光与人造杰作，浑然融为一体。我叹天，叹人，叹天人合一。

泸定桥所在地现在已成为泸定县的县城，泸定桥
也依然被完好保存下来，尽管两侧方向现在已经建起
了一座又一座的现代化桥梁，但基本保持原貌的泸定
桥，仍然成为游客的最爱，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世界
游客前来瞻仰参观。

夜宿县城，专门选择一家临河小宾馆入住，既可看
清大渡河水奔腾浪花飞溅的雄姿，也可听到宛若中华
民族怒吼魂之呼唤……面河而思，退休下来，我自费去
过的红色景点还不少，最北省份的黑龙江的珍宝岛去
过，最南省份海南的西沙海疆战场也去过，去年到山西
省，一口气把八路军总部、大寨、平型关战场等全走一
遍，总觉红色景点处处充满让人奋进的正能量。

川西南的稻城亚丁，是一个尚披着面纱的景点，就
像当年川北刚发现黄龙九寨沟，湖南刚发现张家界一
样，现在的游客开始闻讯蜂涌而入。本季度的国庆长
假，一下子涌进了数万人。人满为患，在亚丁景区内，出
现了住宿的宾馆、客栈暴满现象，没有提前半个月预订
的，根本在景区内就无法入住，最贵时，一个客房被黄

牛党炒到3千元。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来得快，游客跟
风而涌也很快，有经验的游客，应该尽量错峰择行。

从稻城前往亚丁风景区，坐上出租车时，偶遇从重
庆工作来的青年旅伴赵朋永，他见司机还要兜圈拉滿4
名乘客，便从口袋掏出一张大红百元币递给他：“师傅
别兜圈了，两个空位的钱我垫给你。”我心中庆幸遇上
贵人路上不用耽误时间。

进入景区，大山风景自下而上，清沟碧湖是底色，
青草绿树是下层，青绿泛黄是中层，霜叶染红为上层，
顶部山头则白雪皑皑，一座四季分明，立体感也分明的
峰峦矗立蓝天白云间。当天下午两点钟一路拾级而上
徒步爬走到珍珠海，所有游客呼气大喘，约有一半人瘫
坐下来打开小氧气瓶使劲吸氧。

水，温水，尤其温开水，此时的实用价值，要比金银
珠宝贵重得多！因为很多人入景区时，为保证不误时
间，多在前天夜晚就备好饮用水，此时大多喝光了，偶
有所剩一丁半点，也是冰凉冰凉的，肠胃不好的还怕喝
了闹肚子。大山里十多个景点，只有二三个可买到十元
一瓶的矿泉水，其余景点，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

只见魁梧健壮的赵朋永，从双肩挎包里，取出一个
可装三磅水的特大特制保温水杯，用杯盖盛上一杯热
气腾腾的热开水。他边递给我边说：“江叔，请喝一杯奢
侈品吧。“路过的旅客，纷纷围观，有的朝他吐出敬佩的
舌头，有的朝他伸出夸奖的大拇指，我这个易动感情的
人，不觉热泪夺眶而出：“这何止是奢侈品，这是生命的
补给品！“我再次端祥赵朋永，路遥思马力呵，于是默默
倒过来解释他的名字：值得永远做明友的小赵！

这次进川，短短六天，先后游了成都、泸定、康定、
稻城，一路走来，惬意地欣赏了因“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而传诵千古的愁地；因“13根铁链托起一个共和国”的
险地；因“跑马溜溜的城”而闻名于世的情地；因“珍珠
海”、“牛奶海”而征服游客的美地。

一路山高地险人累，但感觉只消一个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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