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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的偷牛贼（一）

一根羊毛、一坨酥油、还有一个元根，它们三个商量好了决定去偷一头牛。羊毛从门缝里进去，把牛厩门打开，然后跳到牛背上，抓住一根牛毛拼命摇晃，想把
牛赶出门。看到门开了，元根跳进去牵住了拴在牛鼻子上的绳子，用力把牛往门外拉。酥油急忙跑到牛身后又打又吆喝，想把牛赶出牛厩。那条牛除了发现门打开
了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感觉到。

牛突然发现离自己嘴巴不远有一个元根，刚要去咬，元根却滚到了门外，牛急忙跨到门外，一口把元根吞到肚子里。元根到了牛肚子里滚了几转，牛不由放出
一个屁。牛屁很热，冲出去，就把那坨酥油冲化了，化了的酥油就浸到地里去。放了屁，牛感到浑身舒畅，就摇了摇身体，把那根躲在牛毛里的羊毛摇了出来，羊毛被
一阵风不知吹到哪里去了。

老头子夜里起来解溲，看到牛在牛厩外，就埋怨自己忘记了关好牛厩门，急忙把牛赶回去关好了门。他不知道他的牛差点被偷走了。

创作来源于生活。无论是小说、散
文、诗歌，大都是真实生活和真实情感
的再创造，《康定情歌》中的张大哥、李
大姐，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应该说有
他们的影子。康定人闲暇时总爱“侃”，
文化大革命前，有许多民间新编故事，
虽然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但是人物在当
时却是真的，这里不妨举出实例，恐怕
四十多岁的人还记忆犹新，如：曾义红，
王大姐、吴砚华、胖央吉、陈四娃……

成都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康定情
歌》是根据张大哥、李大姐的相恋的故
事而创作的。其实，较为真实的故事却
又是另一番情节了，故事讲的是，在康
定城南郊，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从小
聪明伶俐，口齿清楚。由于家庭贫穷，不
能不经常登上跑马山的丛林砍柴负薪
维持生活。这位姑娘在劳动时喜哼山
歌，她的歌声甜美清洈，人们交口称赞。
适逢河西住着位相貌清秀、品行端庄的
青年男子。他的爸爸是一位退职老军
官，家庭富有。这位青年男子很喜欢那
个姑娘。可惜，他的父母在对待子女婚
姻问题上，表现了狭隘、自私、专制的封
建烙印，干涉了他们婚姻自主的权利，
这一对情侣终于被迫分手。

从这个故事来看，《康定情歌》体现
了对封建桎梏的抗争精神。

现在流行的《康定情歌》一共有四
段歌词，和老《康定情歌》比较，多出了
一段，康定的长辈们大都只知道或唱得
来三段，而不知第四段所云。听人说，这
第四段是后来的墨客，觉得歌词的浪漫
情调还不够，索性加上去的。这第四段
歌词真是加得天衣无缝，充分显示了加
这段歌词的作者超凡的天资和提炼生
活的能力。可是这位超凡的作者又是谁
呢？至今人们也不得而知。

《康定情歌》唱了几代人，不知细心
的人们发现没有，歌词中有个错别字，
这个错别字一直伴随着这首歌，这么多
年来一直没有人去理睬和问津，这仿佛
成了合理合法的约定俗成。这个错字就
在第一段中。第一段的歌词是：“跑马溜
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
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照”字按照规
范应该换用为“罩”字才合理、贴切。

关于《康定情歌》的声誉，传闻很
多，诸如：全世界五十几亿人口中，就有
五分之一的人会唱这首歌，她是世界歌
曲中，人们会唱率最高的一首歌。国外
访华文艺演出团体，十有八、九都要表
演《康定情歌》。国际上选出了十首世界
级的名曲，作为“宇宙歌曲”，《康定情
歌》就是这十首歌曲中的一首。《康定情
歌》给了我们那样多的自豪，为了那片
浓浓的乡情，也为了这首歌明天的辉
煌，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再给她一次赤
诚的爱，给她一个圆满。为的是在她的
歌谱右上角的空白处填上一个着落。

作为这期报纸的主编，时任《甘孜
报》副总编辑的胡庆和先生，还专门在
这篇文章上加了一个编者按，并在编者
按中正式提出了经报社编委会研究同
意对提供作者真实信息并经核对无误
的人奖励1万元的悬赏意见。在上个世
纪九十年代来讲，这一万元虽不是一个
什么不得了的大钱，但也不是一个小数
字了。所以这篇文章一经见报，便在社
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甘孜报的这张
月末版在康定也一时洛阳纸贵，大家纷
纷到邮局抢购，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想
不到享誉世界的《康定情歌》，居然作者
是谁都还不明白。几天之后，在全国享
有极大影响力的《羊城晚报》、《华西都
市报》、《四川日报》等知名媒体均在重
要版面对此给予了转载。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热烈的寻找
《康定情歌》作者的活动在全国各地的
有心人士中静悄悄地展开。大约半个月
以后，提供有关《康定情歌》作者信息的
信件便开始不断向康定这张地区级的
小报涌来，由此拉开了寻找《康定情歌》
作者的大幕。

◎路人乙

出康定城向西，汽车在山上拐
过若干S型弯道后，就到了“关里”
与“关外”的分界线——折多山顶。
这座山要比二郎山高的多，海拔达
4000多米，站山顶东西眺望，能见
到两种迥然不同的地理地貌景观。
向东望远远地看到一座银光闪闪的
雪山，四周雪峰拱围，主峰兀突无
宇，气势雄伟，景色瑰丽。司机达瓦
泽仁告诉我，那就是蜀山之王——
贡嘎山。转身向西北眺望，视野豁然
开阔，群山完全失去了锐角，变成了
曲线连绵的柔和山包和山梁。山梁
间是大片草地起起伏伏地向远方延
伸，覆盖着黛绿色青草。山的腰间有
成带状的一片片深绿色的林子，山
麓有河流蜿蜒流淌。山岗、草地、河
流、森林和草地上星星点点的野花，
在强烈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靓丽、
格外鲜净。

从折多山继续前行，汽车驰过
起起伏伏的旷野，便进入一条似乎
长得没尽头的林荫大道。视野里除
了山丘、草坡和河流，还有一片片金
黄色的待收割的青稞和一个个藏
族村寨。山坡上、河流边，有黑色的
牦牛和白色的羊群在徜徉着，牧人
懒洋洋地走动着。公路上不时有骑
马的藏民走过，他们或前面抱着孩
子，或背后倚着个女人。随着叮当
铃声渐次变大，他（她）们悠悠地来
了，随着铃声远去，他（她）们悠悠
地去了，消失在了旷野的尽头。达
瓦泽仁说，这个地方就叫新都桥，
是个镇子，很出名，虽属康定界，却
已是木雅藏区了。

新都桥是很著名的，几十年前
有本叫《我们播种爱情》的长篇小
说，就是以这里为背景的。在许多印
刷品上，我也领略过新都桥的倩影。
如今置身其中，就觉得任何精美的

图片和绚烂的语言都是乏力的，都
难以表达这里至善至极的美。这里
是造物主创造的画廊，无论在任何
地方任何角度看去，撞入眼帘的都
是一幅构思精妙的图画，怪不得这
个地方有“摄影家天堂”的美誉。

停车在路边四处眺望，山梁逶
迤远去，环围着广袤的大坝，河流从
大坝中贯穿而过，蜿蜿蜒蜒，闪闪烁
烁；绿色草坝里的一片片青稞，因成
期早晚各异，有的深黄，有的淡黄，
有的鹅黄，在阳光的描绘中显得神
奇而迷人。一个又一个藏族村寨，集
中体现了木雅藏区建筑文化的特
征，与别处藏族民居迥然不同：白石
垒墙，形体庄重；白色的窗框、红色
的窗户、彩色的窗檐，外观华贵精
美；庭院里花木掩映，屋内装饰绚烂
多彩。一幢幢藏房错落有致地组合
为村庄，后有青山可依，前有河流，
旁侧点缀着一棵棵大树，真是一幅
绝妙的木雅藏区风情画。

从新都桥向北行进，不到1小
时，前面出现一个广阔的大坝，就是
著名的塔公草原，这是距康定最近
的草原，也是康巴东部最大的草原。
碧绿的草地广阔无垠，风光极美，远
远地有星星点点的帐蓬，一群群牦
牛和羊群在草地上徜徉着，偶尔可
见到帐蓬外有藏族妇女半蹲半跪地
在挤奶，还有放牧的男人骑着骏马
在驱赶着牛群和羊群。塔公是个很
有深意的地名，在藏语里是“菩萨都
不愿离开”的意思，这个地名缘于当
地的一个传说故事。

传说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
经此地时，陪嫁物里的佛祖塑像突
然沉重起来，文武大臣及家族亲眷
忙就地焚香叩拜，这时佛像突然说
话了，说此处是祥瑞之地，愿意留在
这个地方。因为佛像是重要陪嫁物，

文成公主只好命人另塑了一尊佛像
留在此地，并修建了塔公寺。陪嫁的
佛像带进西藏后供在大昭寺，因此
这塔公寺就有了小昭寺之称，同时
也有了佛祖身在大昭寺心在塔公寺
的说法。

塔公寺位于雅拉神山下，拔地
而起，非常壮观。寺顶有为纪念班禅
大师而建造的纯金塔，寺内唐卡、壁
画、彩塑、浮雕随处可见。寺北有一
片造型各异的浮屠古塔林，高低错
落，成排成阵，是一处民族宗教文化
的奇特景观。寺庙和塔林后的山上，
插着难以尽数的经幡，构成一块块
幡阵，极为壮观。

塔公草原景色优美，宗教氛围
浓郁，是藏民们向往的地方，每年7
月中旬到8月初，这里要举行盛大
而隆重的“耍坝子”活动。届时，草原
就变成了一个帐蓬城，歌舞如潮，藏
戏连台，骑手竞技，身着艳丽服装的
男女老少云集一起，草原变成了欢
腾的海洋。

由塔公前行30公里就进入了
道孚县的八美镇。这里是个被称为

“油画世界”的地方，太阳似乎格外
地亮，色彩也显得凝重而夸张，天空
格外蓝，蓝得滴水，草地格外绿，绿
得发亮。溪流、白杨、野花、村寨构成
的斑斓色块令人目不暇接。超群的
自然环境往往酝孕出超群的人文现
象。早先我曾为藏族民居的庄重与
华贵而稀奇，到了八美，旷野里一幢
幢民居才真正叫人惊骇赞叹：一律
的高梁厚柱，铺设华丽，布局严谨，
室内四壁描彩绘金，精雕细镂。观之
富丽堂皇又和谐优美，是建筑、宗
教、艺术、民俗的有机结合。

从康定到八美，是一条造物主
的画廊，在这条画廊里徜徉，就领略
了康巴藏地的典型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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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郎卡杰唐卡的风格流派，有很
多朋友认为属于勉唐派绘画，也有很多
人认为是勉萨派，或是嘎孜派；当然，也
有一些朋友觉得应该算作独立的“郎卡
杰画派”。究竟怎么归属？我们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和研究。

一、天空画法。天空的画法往往是
鉴别唐卡绘画流派的一个重要依据。早
期的“勉唐”绘画，其天空画法大多是用
石青平涂，发展到了后期的“勉萨”派会
稍加白粉分染出天空的层次。而“嘎孜”
派的经典画法则是用“点染法”把藏花
青在画布上点染出深浅变化，留出大量
的布底色，以此让画面显得“透气”。以

“装饰天空”而得名的郎卡杰，其天空画
法有以下特征：整块平涂的深蓝色天空
和精细的画面形成了对比，这种画法是
早期勉唐派的特征；用多种蓝色均匀推
染出大面积的天空渐变，这是勉萨的特
点；靠近地平线处，天空留出画布底色，
这又是嘎孜派的审美特征。综合以上几
点：郎卡杰的天空画法是介于“勉唐”与

“勉萨”之间，并糅合“嘎孜”派的天空
画法。

二、外轮廓线讲究。郎卡杰唐卡的
天空外形处理得简洁明了，即便有云
朵、树木出现在地平线，也会处理得很
整体、概括。不管是透明背光、绿色的水
流或者天际的流云，从物象颜色的安排
到外轮廓的概括，都体现出画家在创作
时“外形很整”的观念。这种现代创作中

“外形很整”的观念，是其他唐卡画家未
曾研究的，这也是传统唐卡画派都缺乏
的理论。不过我们可以大胆揣测“郎卡
杰可能是从内地织锦画上学习到的手
法”。因为纺织工艺的经纬编织，不便于
纺织出变化过于丰富的色彩变化和物
象外轮廓，而恰好是这个原因，让郎卡
杰在借鉴织锦画时，无意间就将此特征
带入了自己的绘画。

三、云的画法。郎卡杰画面上云的处
理手法既有“勉唐”的痕迹，也能见到“嘎
孜”的技法。画面上的也有一些云朵呈圆
形、如意形或呈流云状，都是根据画面需
要来灵活安排；有的地方甚至如油画般
渐渐淡去，显得气韵生动，这和其他唐卡
中云的画法都有所区别，可能是受了汉
地绘画的影响。

四、背景的选择。佛和菩萨造像往往
是唐卡的主体，占据构图的大部分，而风
景则是陪衬。但在郎卡杰的作品中，有了
不一样的改变。也许是为了表现自己对
生存环境的热爱，也有可能是为了淋漓
尽致地展示自己“神变”的天赋。在他的
作品中，佛、菩萨和人物造像开始变小变
得很精致典雅，风景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景大人小”和“上帝视角”让整个画面看
上去显得博大浩瀚，这是郎卡杰所独有
的风格特征。

五、青绿色调。郎卡杰的作品都是用
石绿、石青、白色、灰色来组成的冷绿灰
色调；而佛像、天王、人物则用朱砂、藏
橙、黄金等暖色来绘制。这样的搭配让暖
色人物凸出，背景冷色退后，冷暖相得益
彰。这和“勉唐”“嘎孜”派的审美情趣是
一致的，略微不同的是：郎卡杰喜欢大量
使用头青色来稳定画面。

六、汉地化的特征。佛教人物大都
是古印度人，所以早期佛教绘画中，造
像有着印度人、尼泊尔人的瘦长比例；
建筑有着南亚的建筑和佛教石窟的特
征。到了明朝时期，随着汉地绘画青绿
山水影响到西藏，唐卡色调从红蓝色调
转向青绿色调。到了公元十七世纪，正
值五世达赖和中央政权联系亲密，这时
期的唐卡受到汉地艺术影响更甚。所以
郎卡杰绘制的《如意宝藤》里，明明故事
是发生在印度的“释迦百行传”，人物却
长着中国人的面容和比例，穿着汉地服
饰，住着汉地的寺观楼宇，画面背景上
有着汉地的花鸟画，这已经是明显的

“中原化”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郎卡杰的绘画

是在“勉唐”派往“勉萨”派发展的基础
上，受到“嘎孜”画派的一些影响，更重要
的是他吸收了内地青绿山水和缂丝唐卡
的处理手法，再加之他善于观察生活，并
发挥自身精微刻画之“神变”画技，和合
而成创造出的新风格，也可以看做是“早
期勉萨画风在康区发展的地方风格”。这
种地方风格，我们可以称之为“郎卡杰画
风”，它和后来的“康勉萨”画风也有许多
不同，它摒除了教条和概念化的手法，近
似于将“唐卡绘制”转化为了“唐卡创
作”。由于这种画风需要继承者有极高的
艺术天赋和精微的技能，即便后来很多
人研习此风格，也难以企及郎卡杰的高
度。于是，郎卡杰成为唐卡绘画史上的一
座高峰，成为独一无二、千古绝唱的“神
变画师”。

从
康
定
到
八
美

康 藏 记 行

◎
张
春
文

奋蹄。藏地青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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