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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中的花草树木与鸟兽
◎刘忠俊

早在五代时期，花鸟画作为单独分科开始在中国画里产生，发展到明代，花鸟画已经相当繁盛。工笔类有吕纪、林良、边景昭、陈洪绶等，写意有徐
渭、陈淳、崔子忠等，中原民族对花鸟的审美已经深入到民族的审美情趣之中，大量描绘花鸟的吉祥寓意画进入了刺绣、缂丝、编织等工艺美术之中。

随着汉风艺术品进入藏区，花鸟画也走进了唐卡绘画，成为勉唐派和噶玛嘎孜等画风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在早期的噶玛嘎孜唐卡中，这种汉地佛
教绘画风格非常明显。其中一类是模仿刘松年、贯休和尚的绘画风格，配景有花鸟树木山石的人物画；另一类是花鸟吉祥画，比如：喜上梅（眉）梢、岁
寒三友（松竹梅），以及藏地所没有的芭蕉、荷花等物种。这些元素在藏区少见，随着绘画的代代传承，这些花鸟也慢慢开始褪去原有的汉地文化符号，
慢慢地变得图案化和本地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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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窝龙乡的温泉很有名，是
治疗风湿的好秘方。小时候冬季
寒假，我随大人们去八窝龙的二
社泡热水（注：泡温泉），给我留
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我们牛场
娃生活在高寒湿气重的牧区，风
里去雨里来，老人们都有不同程
度的风湿病。

冬天牧民们把牦牛放养在
牧区，人迁徙到相对温暖的农区
（注：干热河谷气候）过冬。这年
冬天，伯伯和伯娘准备了丰富的
酥油、牛肉、牛骨、奶酪、猪头猪
脚等美食打算带我一起去八窝
龙泡温泉。

伯伯和姑娘向生产队请了
假，终于出发了，我高兴得手舞
足蹈。我牵着我心爱的马郎帝，
翻过了像天梯一样陡峭的马场
山，走出了鬼斧神工般的秦家
沟，终于八窝龙乡的二社、三社
突然展现在我的眼前。只见层层
梯田里油油的麦浪随风轻拂，和
附近的荒山草坡形成了鲜明的
反差，显示着这个地方的灵性和
人民的勤劳。难怪老人们说八窝
龙是九龙县的粮仓，在困难年代
是全县人民的生存根本。

走过村庄，我终于来到了
泡温泉的地方，只见我心中无
限向往的热水塘在狭窄的深沟
里。这里抬头只见一线天，中午
才能见到阳光，不一会儿太阳
落到了山背后去了，又过了一
个小时，太阳又从另一个垭口
冒出来。一天能看到太阳两次
升起，确实少见。

和伯伯把热水塘清洗了一
遍，重新续上了干净的温泉水。
这时，我看到一股温泉从岩缝里
面涌了出来，我感到好生奇怪。
热水塘上面有个煨桑的地方，伯
伯用松柏和杜鹃的树枝煨起了
桑，首先举行了“检浴”仪式：意
思就是去掉我们身上的晦气和
不干净的东西，表示对神灵的尊
重，然后正式开始烧香敬拜此地
的神灵。

伯伯点燃了干净的柏香，在
袅袅的轻烟中念诵起敬山菩萨
的经文，我在旁边屏住呼吸，生
怕干扰伯伯和山神的对话。伯伯
是我们村子里面敬山神菩萨的
高人，他念诵经文音韵抑扬顿
挫，声音犹如锵金鸣玉。那一刻，
幼小的我，相信伯伯真的在跟山
神对话。

等我们煨桑完毕之后，我和

伯伯开始泡澡。热水塘里雾气氤
氲、喷涌的天然温泉夹杂硫磺的
味道，没有任何人工的参杂。

泡在温泉里，顿觉神清气
爽。牧民们洗去了一年劳累沉淀
的汗水，皮肤还原了本来的面目。
赶走了劳累一年的疲劳，真是排
除毒素，一身轻松。男人泡完澡之
后，就去做饭，便轮到女人们泡澡
了。牧民们的规矩是在家的时候
女人们做饭烧茶，出门在外就反
过来了，男人们做饭烧茶。

泡温泉时，牧民们把一年中
最好吃的，最有营养的食物拿到
热水塘享受。藏族人出门看重谁
出门舍得吃，谁最大方，因此男
人争先恐后打开自己的皮口袋，
拿出最好吃的，平时舍不得吃的
牦牛肉干、牛肉排骨，猪头猪蹄
等都摆了出来。

这些牛排骨，猪头猪蹄用热
水塘特有的含有矿物质的盐水
一炖，汤就像牛奶一样的白，再
配上最好的玉米面火烧馍馍，味
道也鲜美极了。

每顿都是换着花样，今天
炖猪头猪蹄，明天牛肉牛排
……现在笔者边写边吞口水，
回味无穷。牧民们传统是分餐
制，每人一碗炖牛肉，一张馍
馍，很卫生也不浪费。现在跟汉
族一样采用桌餐。

第二天，八窝龙的亲戚们
送来他们本地产的红米和麦子
面。那时候没有化肥和农药，粮
食是百分之百的纯天然。现在
跟老人们聊起八窝龙的红米和
麦子，都赞不绝口。当时，九龙
县比较出名的是八窝龙的红
米、麦子和细条辣椒、三岩龙的
牦牛肉、酥油和糌粑，至今还受
到了食客们的青睐。

如今，地里使用了化肥，以
及厨房里出现了味精等多种调
味品，所以现在的食物怎么吃也
没有了那年月的味道了。最可惜
的是，很多原始天然的粮食品种
失传了，被杂交种子入侵污染了
粮食的“血统”。在现代化的道路
上，我们丢到了不该丢掉的精
华，拾起了不该拾起的糟粕。

一个星期的泡热水，泡得一
身干净、轻松，吃得红光满面，真
是比过年还好。我刻骨铭心，忘
不了美好的纯天然的美食。人是
过好了，但是我心爱的马儿郎帝
却过得不怎么好。它驮着近两百
斤重的东西，翻过了陡峭闻名的

马场山，拐过了七十三道的道关
门弯，才到了热水塘。没几天它
的饲草快吃完了。

我心里很着急，到处寻找卖
草料之地，也空手而归。当我走到
了杨家河坝，看到一颗核桃大树
上搭着很多干草，打听得知这些
草料是生产队喂耕牛的。我为了
郎帝，不得不想出了一个歪主意。
天一黑，我就带着绳索，顺沟而
下，来到了核桃树下，偷了一大背
草料到我们的热水塘帐篷边。伯
伯看到来，问我哪里拿来的，我回
答：偷来的。伯伯一听沉着脸说，
你也学坏了。我嘴上没有吱声，但
内心说：“人们都吃得好，说不来
话的马儿郎帝受罪了。”

第二天早上，很远就看到一
老一少，向我们走来。我心里八
九不离十猜到他们肯定跟我偷
草料有关系。当两人走到我们跟
前，老太婆对我伯伯说：“昨夜我
的草被人偷了，我眼不好使，就
带上孙子寻到这里来了。”老太
太眼花，没有看清她的草料就在
前面坎上。我羞愧难当，但是为
了面子我不得不说慌下去。我灵
机一动，来了个变被动为主动，
指着坎上的草问：“是不是这个
草？”老太太抬头一看，连声道正
是她的草料。

我继续说：“今天早上一个
泡热水的同伴走了，这草是他昨
天擦黑的时候背来的，他是说是
他买的，剩下的卖给了我们。”

老太太叹了一口气说：“他
哪是买的，他是偷的，生产队要
扣我的工分的。”我再也没有吱
声，因为我认为我的谎话天衣无
缝。可这时伯伯从他那补了又补
的皮包里面拿出了5元人民币，
递给了老太太说：“这个钱就算
是你的草钱吧。”其实那些草料
最多值3元钱，老太太高兴地接
过钱就走了。

我埋怨伯伯：“你为什么要
给钱，那不是变向的承认草是我
们偷的吗？”

伯伯语重心长的说：“人不能
做亏心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伯伯当时就把良心买回
来了，如果现在才买回来，不知
什么价了。黄金有价，诚信无价，
良心是无法用金钱来估算的。温
泉洗去了我身上的污垢，伯伯用
实际行动净化了我幼小的心灵，
教育我怎样做人。这就是我泡温
泉的收获。

在德格县城（更庆镇）房屋层叠的一处山坡
上，藏族学者泽尔多吉指着一栋房子告诉我说那
是汤甲经堂时，我几乎惊呆了。汤甲经堂是康巴典
籍中时常提到的一处建筑，为1448年噶举派高僧
唐东杰波与德格家族第36代博塔·扎西生根共同
修建的经堂，也称巴宫。汤甲经堂的建立，是藏传
佛教在色曲河谷扎根的标志，也是更庆镇成为德
格土司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的开始，德格土司最
初以此经堂为祖庙，后又在其基础上建立了宏大
的更庆寺，汤甲经堂便成了更庆寺的一个组成部
分。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名垂史册的经堂是一座雄
伟的建筑，绝然没想到它仅是一座被众多房屋拥
挤其中的一栋民居般的藏房，低矮而简陋。

走进经堂环顾，空间不过30平方米，放置有
各种法事用具和生活用品，几名坐着的僧人在低
声诵经。顶棚、墙壁、木柱和悬垂于空的唐卡画，
被酥油灯熏染得微微发黑。泽尔多吉指指点点地
给我做过一番介绍后，领我走近侧墙，指着一幅
壁画告诉我说那是唐东杰波的自画像。

他这一说，我又是一惊。唐东杰波（公元
1395—1509）出生于西藏仁昂，享年114岁，他长
期在康巴地区传教，是香巴噶举派名垂史册的高
僧。我万万没想到在此能看到这位高僧的形象，
能见到这位高僧亲自绘于15世纪的作品！就单从
文物的角度说，这幅壁画已经算是极品了。

我怀着虔诚的心情走近壁画，于昏暗中仔细
端详，见壁画的色块已有斑点脱落，但画面依然
完整，色彩依然绚烂。画中的唐东杰波盘腿而坐，
手抱宝瓶，身披黄色袈裟，胡须茂密，额头沧桑，
目光明亮而坦荡，脸颊清瘦，脸色赤红。历史上的
唐东杰波，是个没有钱也没有权势的穷僧人，但
他却有渊博的知识，有一颗利益民众的心，在僧
俗两界都受到莫大的崇拜。

唐东杰波是一个杰出的医药学家，他在汤甲
经堂建成后，又组建了一个医疗组。这个由僧人
为医生的医疗组500多年没有中断行医，现已发
展为德格县的藏医院。唐东杰波当初在指导僧人
行医的同时，亲自主持试验，研究出一种主治胃
病的藏成药叫“成道白色丸”。这种成药配方奇
特，疗效极好，数百年间一直受到僧俗的喜爱。现
在德格藏医院的“白达黑”成药，依然沿用“成道
白色丸”的配方，是医院的常用药。

唐东杰波在奔波传教的数十年间，一心想着
为民众奉献，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在康
巴至西藏沿途的大小河流上主持修建桥梁达60
多座。据说他修建的木架桥是一种结构巧妙的悬
挑式迭梁伸臂桥，全桥以木料构成，无一钉一铆。
民国年间甘孜州新龙县雅砻江上仿造有7座这样
的桥，1930年被西藏嘎厦政府军所烧毁。1933年
新龙甲拉西乡一民间人士率众在安多乡波日地
段的雅砻江上，修建了一座悬挑式迭梁伸臂桥，
使这一文化遗产得以呈现给后人。

据藏族史料记载，唐东杰波是一个没有权势
的苦行僧，说话缺乏号召力，建桥的动意很难得
到广泛的响应。起初，他煞费苦心募筹造桥经费，
历时三年而不成功，于是就从信徒中选出聪明俊
俏的七姊妹组成一个歌舞班，以佛教故事为内
容，自编自导成具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舞剧到各
地演出，以化导众生，募集经费。

这种歌舞剧的长期演出，在民众中造成了很
大的影响，后经僧人和民间艺人的加工、改造和
提高，逐步有了固定的程式，成了藏戏的一个重
要流派——蓝面具派。这种戏是一种集歌唱、舞
蹈、旁白、音乐伴奏和服装道为一体的综合艺术，
有别于流行于西藏和安多藏区的白面具派。

演出时演员分别佩戴蓝、黑、黄、红、白人面
面具和动物面具，先有一阵富有宗教色彩的舞
蹈，随后才是正戏。剧中人物唱腔有长调、悲调、
短调等。每唱完一段，就有一段舞蹈，舞蹈后又是
唱段。唱段用以表达人物的不同感情和思想，剧
情则由一人在旁边用快板形式介绍。演出一般在
广场进行，演出时间可长可短，一部戏细作细演
需要两三天，若压缩为两三小时，一些唱段和情
节就可省略。

这种流派之所以被称作蓝面具派，据说是因
为演出时先出场的是戴蓝面具的演员。蓝面具代
表的是群众。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唐东杰波曾在
母腹里呆了80年不愿降生，胡子都变白了，他母
亲只好吃蓝色染料催生，所以他出身后满脸蓝
黑，于是人们就把他创始的藏戏流派称蓝面具
派。走出汤甲经堂，正是正午时分，转经的人越来
越多，他们围绕这座简陋的建筑络绎地走着，一
圈又一圈。边走边摇着手里的小经筒。在他们心
中，这座建筑是不平凡的。我端视着这栋矮小的
藏房，心中也生出了几份敬意。

有一年回邓柯时，已是阳历的三月
底，车过海子山，快过山垭口时，起风了，
先以为是陡起的大雾，原来是从天上落下
来密不透风的雪花片。开车的师傅没有办
法看清前行的路，只好把车停下，开初想
的是等雪小一点再走。没想到那雪越来越
大，风停后，给人的感觉是天黑了。而手表
却告诉人，此时是下午四点半。全车人商
量了好久，决定由人下车步行给车领路。

下车给汽车领路的人自然得是年青
人，我自告奋勇与另外一名好汉作为“首
发”下了车去开路。一个人走在靠悬崖的
一边，一个走贴山边的一侧，开客车的师
傅就取两人中间的路，慢慢走，虽然慢，汽
车到底在走。山高，雪大，天气又冷，再加
上高海拔，氧气不足，走不了多久，累得上
气不接下气，这时就得换人。没走多远，已
经把看起来年青力壮的人轮换了两遍，可
车还没走多远。

要命的是，刚转过一个大弯，客车不
知怎么就歪在了靠山坡一边的沟里。全车
人齐动员，可怎么也没法把车从沟里弄出
来。开客车的师傅说，只有一个办法了，派
人到山下道班去，请他们把推雪机开上来
才能救我们了。我又请缨，与外号“老雷
子”的好汉一道下山去搬救兵。

他说，顺公路走太远，顺电杆线路走小
路可能近得多。于是，离开公路，顺山沟、以
电线杆为方向指示，往下走，雪没齐了大
腿，两个人连滚带滑，又累又冷，不知跌倒
多少回，又不知有多少次就想躺在雪地里
不起来了，望得见的那个道班房总也走不
到跟前，体力透支可能已经快到极限。但
是，一车的人都在盼望有人救他们呢，咬着
牙朝着道班房的方向，拼了。总算在天黑前
赶到了道班，仗义的道班工人们问清了情
况，二话不说开了推雪机开就上去，把那一
车人接到道班时，已是接近半夜十二点。

与这次经历相似的经历还多，留下的
记忆，都是冰雪带给的艰难险阻，都是冰雪
带给的无奈和长叹。也不完全，脑海里还存
有虽然与冰雪有关却是十分美丽的画面。

后来调到康定工作后，有一年陪同内
地客人到德格去，车过雀儿山的山脚，一
群牦牛猛然从草滩里冲上公路，吓得师傅
赶紧把车停下。那群牦牛却也站住了，有
人把头探出车窗，对着牛大声吼，想把牦
牛轰到路边去，这群庞然大物却不为所
动，站在路中间动也不动。就在这时，路边
一丛灌木后边，闪出一个红衣小人，随着
一声清脆的吆喝，一个女孩儿手挥“俄多”
来到了公路上。刹间，在这个雪白的冰雪
世界里，有一群黑黑的、高大壮实的牦牛，
有一个身着红色上衣看上去那么柔弱的
女孩儿。鲜明的色彩，强烈的反差，构成了
高原天地间一幅绝美的画图。

小女孩儿把牦牛赶下公路，站在路边
目送我们的车过去。已经学会了几句藏语
的我，探出头去问那小女孩儿：姑娘，多大
了？车子慢慢从她面前过去，全车人都听
到了她的回答：九岁！可能车上的人只有
我知道，牧场上的人降生时就算一岁了，
这姑娘只有八岁。

那幅画，那幅美不胜收的画，永远定
格在了我的脑海里。

美丽的，还有一团在雪地里燃烧了半
夜的火光。

那时节，我在公社做文书工作。有一
天上午，普布老爹和他的儿子，押送了一
个外乡人到公社来了。

普布说，这人是个偷牛贼。前两天下
午在冬季牧场上，普布和他的儿子嘎登，
发现了这人偷了自己家的一头牦奶牛，父
子俩骑上马就去追，偷牛贼慌了，放了牦
奶牛，逃了。普布看到他跑进了那条进入
冬季到处都是冰坡的山沟，笑了，对儿子
说，他没地方跑了，还得从原路回来。

不料，天黑了，那人也没从沟里出来，
嘎登说，那个人可能已从别的地方跑了。
普布说，不可能。夜深了，那人还没出来，
普布叫儿子和媳妇在帐篷外的空地上烧
起一堆大火，儿子媳妇不乐意，说，冬天
了，家里的燃料本来就紧张。普布发怒了，
说，死了人怎么办？

火堆燃烧了半夜，偷牛贼跌跌撞撞地
跑到帐篷边的火堆前倒下了，那人俯在地
上流着泪说，我偷你们的牛，你们反倒救
了我，你们怎么惩罚我，我都认了，你们是
好人啊。

原来，困在那条到处都是冰坡的沟里
的偷牛贼，直到看到了火光，才找到了逃
生的方向和道路。

普布一家人让他吃饱喝足了，还好好
睡了一觉，才押着他到公社来了，说是这
事得让公社的干部处理。当公社领导们在
询问这个偷牛贼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听
清，我的耳里听到的全是那堆火燃烧时发
出的“哗哗”欢笑声，闭上眼，我好像到了
那个夜里，看见了那堆熊熊燃烧的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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