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事记
1915 农历腊月初六晚，泸定铁索桥被焚，次年修复。
1916 8月，驻康定边军营长傅青云，以索饷不遂哗变，劫掠全城。
1917 以洛绒丁贞为首的乡城数千人开展抗地粮斗争，缴了当地驻军的武器，并攻占乡城、稻城、义敦、理化等地。川边镇守使派边军分统

刘赞廷与乡城喇嘛寺和武装暴动首领在理化的噶布可地方订立《噶布可条约》。
1917至1919 英人台克满在昌都、察雅、宁静、巴安、白玉、德格、同普、贡觉、邓柯、石渠、甘孜、炉霍、道孚、康定、盐井、察哇龙、隆庆结古

等地游历，著有《西康游记》。
1918 8月，新龙县麦科哇西麦巴与然勒阿戈两部落发生纠纷，哇西麦巴头人麦巴龙洛率领500户、牲畜3万余头迁到阿坝红原一带驻牧。
1918 在英帝国主义者的唆使下，藏军东犯，川藏发生战争（称“类乌齐事件”或“民七事件”）。 摘自《甘孜州志》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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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这三条江河是金沙江、雅砻
江、大渡河。

虽然我没有到过这三条江河的发源
地，可我见过这三条江在进入甘孜州的地
界以后的最初面目。它们都是从邻近的青
海省那一座座大雪山中缓缓流出。进入横
断山系后，在甘孜州这片土地上，不约而同
由北朝南，汇聚、容纳沿途涓涓细流，小水
流变成大江河，越走越成气势，奔腾不息，
飞珠溅玉，造出了景观，更把生机和活力注
入了这块土地。三条江河及其支流的流域
面积，加起来几乎就是甘孜州15万3千平
方公里的面积，如果没有这三条江，甘孜州
会不会就是一片干旱的高原荒漠？

三条江河有好多共同的地方，它们拥
有共同的发源地，它们都是从青海的万仞
雪山里出来；它们都是典型的峡谷河流，在
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左冲右突。而且这三
条河流毫无例外都是支流众多而密布，沟
壑纵横而绵延不绝。在它们的上游，当涓涓
细流汇成河流时，大多都是河面开阔，弯多
流缓，蜿蜒伸展，恬静安谧。

春夏时节，繁花似锦，绿草地上牛马成
群，羊儿如白云在江河岸边聚散停行；入冬
则三条江的河面上都会结坚冰，自成冰道
任人马牛羊过去往来；到了中、下游，这几
条江流有的河段，河谷深切，两岸陡崖峭
壁，江水汹涌澎湃，水声响彻云霄；有的江
河段，却在低山浅谷间环绕慢行，在茫茫林
海里徘徊穿梭。润风湿雾，青山绿水处处山
明水秀，块块农田年年播种希望，村庄岁岁
收获的都是崭新的喜悦。

这三条江河啊，即使枯水期依旧风景
如画，妖娆迷人。上游、下游之所以出现这
样不同的景象。就在于处于上游北部地区
有冰雪融水源源补充，下游渐近南方，则有
天降丰沛的雨水从天注入。而它们的最大
的共同点，则在于它们拥有共同的归宿，这
三条江河，它们最后去了东面的大海，仿
佛，它们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约定。

在公元1981年春季的一天，有一位
自称叫做杨联康的人步行到了德格，他说
他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步行考察长江全程。
他要考察这条江河的生成和变迁，去发现
江流曾经的规模和将来的走向，他要记录
下从长江源头到入海口沿途的风土人情，
出产、各种生产资源的分布、社会发育程
度、以及人口分布构成等等，这些都在他的
考察范围内。他说他徒步走完长江全程，除
了科学考察，为经济建设提供相应的资料、
数据这些原因外，他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
是为了不让外国人成为徒步走完长江的第
一人，中国的长江，第一个徒步走完长江全
程的应该是我们中国人。

听了他的话，心里真有热血奔涌。
书本上说，这条人们称为“长江”的河流

发源地是青海省的格拉丹东雪山脚下。但
是，长江在甘孜州境内都还不叫长江，而是
叫做“金沙江”。而“金沙江”的上游叫做“通
天河”，再上游，它的发源地，对它的称呼是

“沱沱河”。但也有人说，它的正源并不是“沱
沱河”而是“当曲”，不过这只是学者们之间
的不同意见，“当曲”和“沱沱河”相距并不遥
远。这些不同的称呼，不仅点明了这条江河
在不同地段的大概面貌，而且让人们从字面
就能感受到这条江河由小到大、由缓到急的
逐渐形成过程。在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早就
注意到了这条河流，据说成书至今已有2000
多年历史的《禹贡》，这本书就把这条河流称
为“黑水”，而稍晚的《山海经》则把这条河流
叫做“绳水”，以后的历朝历代对这条江还出
现过其它的叫法。

不止一个人问过，为什么水流到了这
段就叫做“金沙江”？据说最初是因为江中
的泥沙呈黄色，才这么得名。而到了宋朝时
代，因为发现了在这段江水里有很多黄金，
人们在水里淘金。不过这些黄金不是块状
的，而且细如河水里的河沙并且同河沙混
在一起，这样的黄金被称为“沙金”，要把

“沙金”从江河水里的沙子里取出来，是一
件很费事的活路。但是，金沙江由此得名。

金沙江在康藏高原上、在甘孜州境内
长达650多公里，流域面积有4万多平方公
里，除去支流，它的干流经过了甘孜州的石
渠、德格、白玉、巴塘、得荣几个县。金沙江
还是四川省与西藏自治区的界河，甘孜州
的人习惯说“过了河就是西藏”，人们口中
的这条河就是金沙江。金沙江要流到四川
省的宜宾那地方以后，才结束从北方朝南
方的奔流，下了高原冲向平原，突然掉头朝
东跑去，就是这一跑，跑出了长江两岸的万
千气象，一个“长江三峡”，就留下了多少诸
如“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
诗句？为我们滋养出了多少沿着长江两岸
的“鱼米之乡”？这条江，养活万千生灵，孕
育一方文化，这条江被国人也尊称为“母亲
河”，竟与黄河齐名，于是，才开始有“长江”
这个霸气、响亮的称号。由此才又有了“长
江沿线”、“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三角
洲”等等地名问世。

茶叶的种植和饮用发端于秦汉以前
的长江流域，唐朝陆羽的《茶经》中就曾
这样说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
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
……皆饮焉”。汉以后，饮茶之习逐渐普
及到民间，后经漫长时间的发展，茶的种
植、加工、品饮就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不过，与藏族相比，汉地的茶文化不免多
了些矫柔造作，多了些无病呻吟，尤其是
当今，种种诸如茶艺茶道表演之类的现
象，虽都冠以“文化”的帽子，却总给人伪
饰和做秀的感觉。

藏族人虽不大提及“茶文化”这个词，
实事上却与茶的关系更为密切，对茶的嗜
爱到了极致，对茶的理解淋漓尽致。茶作
为一种饮品，已成为他们生活的组成部
分。作为一种符号已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精
神的领地。云南迪庆康巴藏人的民谣里就
这样唱茶：“加嚓热！加霞热！加梭热！”翻
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
命！”不仅民谣诗歌中唱茶，戏剧中也演
茶，故事中也说茶，神龛上也供茶，整个藏
民族文化中都弥漫着茶的芳香。

在藏区，茶叶“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
以”，藏民们“一日无茶则滞，三是无茶则
病”，因为“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
热，非茶不解”，所以藏民族男女老少都爱
茶嗜茶，成年男子每天早中晚必须饮三次
茶，有的老人嗜茶成性，睡觉前也要饮三
两碗茶。他们把茶看的很重要很神圣，以
其养身，以其待客，以其为敬神的贡品，以
其为财富的标志，以其为吉祥的圣物。

藏族饮茶方式多样，尤其是康巴藏
区，因与汉地接近，饮茶习俗深受影响，除
饮酥油茶、奶茶、牛头骨茶、糌粑茶外，也
有些饮用方法的原理与汉族相同，如开水
泡茶，或将茶捣碎冲泡，或将茶叶煮后滤
去茶渣等。当然，藏区最普遍的还是以酥
油与茶叶混合熬制的酥油茶，这是把食与
饮统一起来的一种饮茶方法。做酥油茶选
用的大茶是发酵后紧压成块的茶叶，有红
茶、黑茶两种，从中医角度讲属温性，深受
全藏区喜爱。

藏族饮茶不仅有礼仪讲究，茶具也很
讲究，煮茶器具有土陶罐、铜锅、铁锅之
分，喝茶器具有木碗、银碗、瓷碗之分。土
司头人和一些大户人家的茶具就更讲究，
茶壶、茶桶、茶碗、茶盒上都有用金银、象
牙、宝石镶嵌的吉祥图案。藏民的茶碗各
用各的，一家之中也互不换用。无论贫富
贵贱，远出时茶碗随身携带，旧时西藏王
朝的大臣们上朝时，怀里也揣着一个只属
于他自己的茶碗。

藏区饮茶的历史比汉族晚，大约从唐
代开始。之前，他们平衡酥油、牛肉、糌粑
等高蛋白高热量的食物结构，靠的是尔吉
德加草、莴色叶子、马板树叶和山海棠叶
等野生植物根叶熬汤喝。这些植物据说是
莲花生大士为利益民众，尝遍百草后选定
的，因而有“莲花宝茶”的美誉。自从茶叶
从汉地传入藏区后，其有助消化、去油腻、
清热解毒、醒脑提神的功效被认可，很快
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民族的生活必须品。但
最初只能是王公贵族才能得到茶叶，继而
土司头人、富商也开始饮茶，再后就普及
到了民间，形成全民族饮茶成风、嗜茶成
性的局面，于是，茶叶就成了全民族饮食
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茶叶产自遥远的东方汉地，藏
区不产茶，只能去购买，这就促使了以汉
地茶叶和藏地土特产为主要内容的贸易
活动的兴起。随着藏区茶叶需求量的增
大，贸易规模迅速发展。但由于路途遥远，
运输极为困难，商队驮着茶叶行程数千里
到达西藏后，包装茶叶的牛皮都会被驮架
磨破，所以，运到藏区的茶叶就极为昂贵。
资料显示，唐代晚期在西藏仅用几斤茶叶
就可换一头牦牛，甚至换一匹马，一两黄
金也不过买数斤茶叶而已。即使在康巴地
区（今四川甘孜州及周边地区），虽紧挨着
产茶地雅安，但康北色达、石渠、德格、江
达等县到康南的康定也有千余里之遥，所
以运输到康北的茶叶一斤也可换取十来
斤酥油或羊毛。这种高利润的生意刺激了
商人的积极性，也使一些专为商贾运输货
物的赶马组织的出现，贸易也越加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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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的《大藏经》是由《甘珠尔》和《丹
珠尔》两大部分组成，是佛教经典的总集。

德格版《甘珠尔》经版均为双面刻
版，每一块经版长64厘米，宽10厘米，厚
3厘米，除去手柄10厘米，净长54厘米。
共有103函，1108种，版片33013块。

藏文《甘珠尔》曾经有过12种不同
版本，按照雕刻前后的顺序排列来看，德
格版《甘珠尔》是第六位。其它版本久已
失传，自从该版本刻制以来，藏文《甘珠
尔》整理、对校发现凡有异同之处都是以
德格版为正确做底本。

曲甲登巴泽仁执政期间（1729——
1739），德格成为西藏多元文化协调发
展的大摇篮。他的统治辖区，苯教和佛教
宁玛、噶举、萨迦、格鲁五大教派和谐共
存，相互包容，共同发展。各教派学说的
教义教规经典一视同仁，共同得到完整
保存并流传。土司家族曾雕刻过《三体合
璧八千颂般若经》等典籍印版，其刻书技
术力量雄厚，刻印质量属上乘，并已形成
一定的风格、特色，而天时地利和人文因
素具备创建印经院的条件。曲甲登巴泽
仁首先雕刻了《甘珠尔》印版。据德格版
《甘珠尔总目录》记载：曲甲登巴泽仁52
岁，公元1729年7月6日在伦朱顶开始
筹备雕刻《甘珠尔》，任命八邦寺第一世
司徒曲吉迥乃（1699——1774）为编审
师，开始筹划编辑工作。土司调集了辖区
内的著名书法家、刻工、画师以及一大批
青年僧人，以师代徒的方式让他们学习
书法和雕版印刷技术。在7个多月的紧
张筹备工作中，由司徒曲吉迥乃、洛萨旺
波、噶玛巴珠和克追扎西翁珠等人搜集
公元八世纪赤松德赞时开始编写的《旁
塘目录》、《钦普目录》和《登迦目录》以及
《那塘甘珠尔》、《蔡巴甘珠尔》的手抄本
及当时藏区能找到的典籍和目录作为参
考，《丽江——理塘甘珠尔》为主要母本。

公元1730年2月3日，正式在伦珠
顶开始进行校对和雕刻工作。为了提高
印版的质量，土司规定实行三级审校制
度，即书法家们负责对写好的版文进行
两校，以便及时修改错漏。然后经编审师
们复审和终审后，方可交刻工雕刻。刻完
后，编审师们在清样上还要进行三校。版
面改动较多的进行重刻，改动较少的进
行补刻。规定的校次不准任意减少或改
动。雕刻工作由噶玛班珠和次白总负责。
经过60多名书写员、10名编审师、400
余名刻工以及 100 多名杂工的艰苦劳
动，浩繁的《甘珠尔》刻版工程于在公元
1734年完成。印版所用经费，折成茶块
共计7622包（每包约20公斤）。

雕刻完《甘珠尔》印版后，继续雕刻了
《萨迦五祖文集》、《佛教源流》和修法仪轨
等各种单行本文献60多函，并开始刻制了
《丹珠尔》。据有关资料记载《萨迦五祖文
集》是在俄尔堪布扎西伦珠的大力支持
下，搜集了噶阿尼当巴所编的《萨迦五祖
文集》以及龚垭和更庆等寺庙保存的六种
不同版本对照校勘，以晓达桑林寺保存的
《萨迦五祖文集》为底本，由木桑银巴嘉措
为编审师，于公元1734年4月25日始刻，
公元1736年完成。各工种所用经费折成
茶块共计1013小包（每包约10公斤）。

摘自《藏文雕刻版印刷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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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仙乃日神山。藏地青鸟 摄

德格印经院内部。

雕版印刷现场。

德格印经院收藏的雕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