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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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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待久了，总烦腻得慌。
闲来无事，手捧地图，心中有万水
千山浮现，纵然没有好风景，单凭

“远方”两个字，都能让我怦然心
动。时常渴望背起行囊，说走就
走，独自去远方旅行。我知道，这
种机缘，仍需等待。

然而，机会忽然来了。中国报
纸副刊研究会举办的“中国报纸文
化记者甘孜行”采风活动，首站便
是四川甘孜州首府康定市。对于康
定这地方，人们通常的印象，来自
那首蜚声海内外的《康定情歌》，我
从书上看到，它过去的名字叫打箭
炉，系川藏交通枢纽之地。

川藏线自古便为畏途，空中
亦不例外。因风云变幻，大雨滂
沱，我们的飞机经“三起三落”，才
在康定机场着陆。随众人迈下舷
梯，顿感头晕目眩，呼吸急促，寒
气逼人。据当地人讲，此处海拔
4211 米，空气稀薄，切勿奔跑妄
动，否则会有高原反应。

乘接机大巴，循川藏线318国
道下市区。侧身张望，绵延起伏的
山峦，已现出撼人的秋色。道路旁
灌丛密布，野花遍地，成群的牦牛
悠闲吃草，沿途民房十余家，散居
在疏林草木间，草美而细，风景如
画，一派静谧的田园牧歌式风光
……约一小时后，康定城赫然在
目，她坐落在一条大峡谷，呈阶梯
式分布，三面环山，腾骧磊落。晚饭
后，我沿榆林路、情歌路散步，踏着
歌声，拾阶步上一处山脚公园，夜
幕下的广场上，是近百人的锅庄
舞。男子宽袍大袖，头戴呢帽，足蹬
毪子藏靴；女子短袄毪裙，头顶巴
珠，颈悬玉串，腰肢婀娜。歌声划破
夜空，舞姿尽显曼妙。

翌晨餐后，两辆大巴满载 50
多位记者，沿川藏线318国道，经
折多塘、折多山口、新都桥等地蜿
蜒西行。途中道路荒僻，沙砾满
目，半天不见人烟。此时风清日
暖，秋草如茵，两面高峰直矗，横
如匹练。出岫的白云，与摩天积雪
共为一色，凝眸远视，奇趣横生，
让我几乎忘了置身塞外。

进入巴塘县城时，大街上已
经灯火阑珊、人声寂寥。听说次日
要采访天籁童声合唱团和巴塘弦
子，大家兴奋得一夜没睡踏实。天
籁童声合唱团组建于 2012 年，先
后去成都、拉萨、北京和台湾交流
汇演，今年2月份又赴澳大利亚演
出后，声名鹊起，成为藏区首个走
出国门的童声合唱团。

上午，一众赴巴塘教育学区采

访。我发现，县城有金弦子大酒店、
金弦子小学，连教育学区大门，都设
计成“金弦子”模样。此际，一首《阳
光下的小卓玛》和《祖国在我心窝
里》，双语混唱，声如鹿鸣。悦耳动听
的童声，尖锐似刀，直插云霄，又被
云天反射回来，激荡耳鼓，终成天籁
绝响。随后，一群艳装女子长袖善
舞，跳起锅庄。几位头戴红丝帽、身
披黄衫、足蹬藏靴的康巴汉子，也腰
悬藏胡加入队伍。他们且歌且舞且
奏，起初轻挑漫剔，声响悠柔。几圈
后，指法散泛相错，琴声急促若万马
嘶鸣，舞步愈快，吟揉愈急，细听下，
似珠鸟无数，此唱彼和，问来答往。
我沉浸其中，身体飘飘然如随长风，
魂魄浮沉云端之上。杳冥中，忽闻
铮数声，琴息，歌歇，舞止，方回过神
来，表演结束了。

“我征徂西，至于艽野”，是
《诗经·小雅》里的话，我极喜它的
旷远孤寥。“西部荒凉啊！走了三
天三夜，也不见一户人家。”说的
也是川藏线。在这条天路上，有磕
长头朝圣者，有骑单车挑战者，更
多自驾游者与大货车司机。在广
袤荒凉的毛垭大草原，他们需要
补充水分、食物和睡眠，于是所波
大叔的“骑友之家”应运而生。这
位66岁的藏族老人，5年前自理塘
禾尼小学退休后，贷款为骑友组
建起临时的“家”，他豢养着上千
头牦牛，搭起108张床位，50块钱
住一宿，夜间安排篝火晚会，清晨
赠顿土豆炖牛肉，饭后伫立路边，
目送一批又一批“勇士”，跨上单
车踽踽赶路。

从318国道隔江眺望，有一座
缘坡而建的山城，突兀闯入眼帘，
密集的楼房重重叠叠，鳞次栉比，
壮观程度略输重庆。城，是雅江县
城；江，是雅砻江。下榻的雅砻江
酒店，堪称县城标志性建筑，凭窗
凝望，远方青山如黛，眼底江水怒
号。晚饭后，下起大雨，我和作家
黑陶，共撑一把伞，将自己扔进雨
夜，沿一条古老深邃的青石街，感
受灯影里的勾栏瓦肆，望着山城
辉煌的灯火，感慨良多。

上午参观的雅江呷拉教育园
区，是政府花 10 年时间、耗 10 多
亿元才完成城区二完小、雅江中
学初中部、新城区幼儿园等3所校
园的迁建。随众人进去，惊叹新园
区气派豪华，楼体高大，绿树成
阴，硬化美观，食堂、宿舍一应俱
全。到此上学，从幼儿园到高中，
吃、住、学一律免费，已实施15年
义务教育了。

告别雅江，返回新都桥，车子
又沿省道 215 线经道孚县驰往丹
巴县。三四个白昼，大多时间关在
车厢，忍耐车轮倾轧山路的混响，
坐视车体与秋风发生冲突，穿入
隧道时，这冲突来得格外激烈。天
色阴沉、晦暗，偶尔亮光一闪而
过，像是洪荒外令人诧异的式微
文明。这时，谁在播放降央卓玛的
《那一天》，低沉阴郁的旋律，撩拨
着满车毫无表情的脸，大家看上
去和我一样寂寞，但寂寞和寂寞
不同，我的寂寞，因了高原反应的
勾兑，似乎带着酒意。

被誉为“千碉之乡”的丹巴
县，位于甘孜州东部，是嘉绒藏族
的主要聚居地，县城素有“大渡河
畔第一城”之称。我们下榻的澜峰
大酒店，雄踞新城区，依山傍水，
深夜醉卧床榻，屡次被大渡河咆
哮如雷的怒吼声惊醒。

次日上午，先参观了甘孜州康
定红葡萄酒厂和梭坡古碉群，又到
聂呷乡甲居藏寨采访。这里是红五
军团政治部遗址所在地，也是丹巴
最具特色的旅游风景区，被认为是

“中国最美的乡村古镇”之首。站在
甲居一号观景台，临谷俯瞰，湍急
的大金川河犹如一条巨蟒，从藏寨
和古碉楼下，蜿蜒扭向远方。河谷
左岸，藏寨密布，层层顺坡缘攀，直
绵延至卡帕玛峰脚下。晌午时分，
眼前到处炊烟袅袅，云雾缭绕，与
灵秀的山谷、清澈的河流、皑皑的
雪峰，共同构成一幅旷古仙境图。
河右岸峰峦叠嶂，高峻极天，白云
悠悠，往来盘旋。在这等幻境下，看
几位嘉绒女歌手，个个杨柳为腰，
芙蓉如面，蛾眉淡扫，一顾倾城，宛
如仙女降人间。

我在村里随便走了走，见不
少藏寨的一层，皆由牲口圈改为
车库，里面停满轿车和越野。作为
村部的一个藏寨上，还用水泥塑
起一面红艳艳的党旗，在无数老
核桃树衬托下，更显庄严肃穆。总
之，甲居藏寨是人们梦中的“香巴
拉”，人间的世外桃源，一旦到了
这里，你就不想离开，就会忘却一
切迷惘、伤感和喧嚣，重拾久违的
宁静和恬淡。

“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
短短几天，每天在“大美甘孜”穿
行，眼前不是高山，即是河流，所谓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我强烈感
受到，甘孜人正以这种大山般的坚
守，流水般的变通，使一个文化资
源丰富、自然环境优美的“民族走
廊”，在西南大地上迅猛崛起。

景颇族是居住在我国南方的一种少
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景颇人民
靠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
化，这其中就包括每年秋季独有的一系
列的农事节，这其中最为知名的有三个：

“叫谷魂”“采草节”“祭鬼节”。这些节日，
既是当地的一种传统文化习俗，也是景
颇表达对农事敬重的一种形式。

叫谷魂
又称“吃新谷”“献谷堆”，一般在每年秋

收后举行。这个节日很有趣：它没有固定哪
一天，谁家的谷子先成熟，谁家就先过节！

过节的前一天，过节的主人家要背
着竹篓，到田里背回一捆熟谷，回家后放
在家里的“鬼门”中。摆放就绪后，主人才
开始大张旗鼓地通知亲友次日来家中一
起过节、做客。

节日当天，主人早早在厅堂中摆下
了香案，香案上摆着用新米做的粑粑、水
酒、干鱼等祭品。待亲友们到齐后，主人
全家和应邀而来的亲友们一起跪在香案
前，共同祈祷，祭祀“五谷之神”，请他们
保佑全寨子五谷丰登，人畜平安，风调雨
顺，年年丰收。这个环节很神圣，跪祭时，
参与胡人都不允许打闹、嘻笑。

祈祷、祭祀完毕，主人热情地邀请亲
友们入席。大家坐在一起，开怀畅饮。节
日的聚餐是很隆重的，因此主人家也拿
出了家中最好的饭菜：主食是新米做的
粑粑，副食是鲜嫩的野菜。由于景颇族村
寨有规定：节日期间不许“杀生”，所以

“叫谷魂”节日期间，人们只能吃些鱼虾。
大家要吃喝的同时，都要交流一下一年
来的农事，谈一谈各自的农业生产经验，
同时，共同商讨明年的农事安排。从这个
意义上讲，“叫谷魂”不仅仅是一个庆贺
丰收的节日，也是一场“农业研讨会”。

关于“叫谷魂”节日的由来，当地流传
着这样一则传说：很久以前，景颇族所种
谷子的谷魂到天上去了，地上的种子不再
生长。家狗日夜望着天空嚎叫，终于把谷
魂又叫回到地上，庄稼重新茁壮起来。因
此，每年秋收后，景颇族同胞就在村寨中
举行“叫谷魂”活动——把上天的“谷魂”
叫回来！以祈求“谷魂”能够保佑本村寨的
庄稼年年丰收。当然，人们在庆祝节日的
时候，也不忘记犒赏一下家中的狗——毕
竟当初是它们立下了“叫魂”功劳的！

采草节
每年的秋季，景颇村寨里还会庆贺一

个纪念性的节日，叫做“采草节”。这个节
日的来历是这样的：相传，景颇族有个叫
戛安图空的姑娘种了一片早谷，可是山上
的豪猪总是下山进田来糟蹋。后来她把豪
猪套住了。豪猪为了求生，以教姑娘做酒
药技艺作为条件，来换取性命。它让姑娘
采来苦、辣、甜、酸四种草，然后教她如何
用这四种草来做酒药。从此，景颇族学会
了酿酒技艺。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姑娘，每
年秋季，景颇村寨都要举行采草仪式：村
寨中的老者从全寨中选出一对貌美德高
的青年，巫师和老者领着这两个年轻人，
背上米酒、鸡担、糯米饭，来到山中。在山
中选一块平坦的空地，年轻人和老者对面
而坐，然后，由巫师吟唱上述传说，以说唱
的方法讲述“采草节”的来历，而后，大家
站起身，一起去山中采草药。

在景颇族看来，“采草”的仪式越隆重，
做出来的酒药质量就越好。“采草节”讲述
的不仅仅是景颇对中草药的热爱与发掘，
还有对酿酒技艺的研究与开发。这实际上
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弘扬与传承。

祭鬼节
“祭鬼节”是秋季时景颇族必过的一

个独特节日或曰习俗。秋季谷物收割以
后，人们把谷物堆放在寨中的打谷场上，
晾晒一个月后，进行打场脱粒。这样做的
目的是，既有利于晒干谷物，便于脱粒；
同时又能够使谷物脱水全干，在储藏过
程中不致发潮变霉。在打场之前，村寨中
要举行一个独特的宗教仪式：“祭鬼节”。
祭什么“鬼”？山鬼和水鬼。在景颇人看
来，山鬼和水鬼是谷物的保护者，有它们
在，村寨中的粮食就不会受到野兽的盗
食和风雨的侵蚀。

整个节日习俗是这样的：村寨中选出
几位老者，组成“请神团”，去寨外的寺庙
里请来几位高僧。然后在打谷场上放上香
案，摆上各种祭品，请高僧们在香案前念
经、祈祷。村寨中的男女老少，能到场的都
到场，围坐在打谷场上，静静地接受高僧
们的祈福。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两个小时左
右。在这两个小时中，场上的任何人都不
得交头接耳，不得吵闹喧哗，以示对山鬼
和水鬼的敬畏。高僧祈祷完毕，寨中的长
者会走到香案前，把案上的杯中洒，轻轻
地洒在打谷场上，四个方向，各洒一杯，以
示“全部照顾”到了。对于景颇人来说，这
个活动是年年秋季必搞的，村寨中的男女
老少，也正是从这个民间农祀节日中，体
会到了景颇人对农业的尊重与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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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的故乡，在几千年的历史
中，茶融入儒家，道家和佛教等文化内
涵。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的天府之国，形
成了独具魅力的四川茶文化。

川茶馆
四川的茶馆一直都极为兴盛。不论

是风景名胜之地，还是闹市街巷之中 ，
到处都可看到富有地方色彩的民间茶
馆。这些茶馆收费低廉，服务周到，顾客
往往一杯香茶茗，一碟小吃,便可坐上半
日。在与亲友纵论畅谈之中，巴蜀大地
的茶文化也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川西坝子的德阳是一个悠闲的城
市，茶馆特别多。解放前有这样的民谣：
北京衙门多，上海洋行多，广州店铺多，
四川茶馆多。据说成都每年有几万吨茶
叶被人吃掉，每天有20万人次泡在茶馆
里，四川的茶水不在于消暑解渴，而在于
消磨时间。当你以十分闲暇的心情在旌
湖边的露天茶园跷起二郎腿，半躺在靠
椅上，光阴就随同茶水里升起的热气一
起晃晃悠悠地飘散。在一些简陋的茶馆，
可以无所顾忌地拖过一把竹椅，取个最
舒适的角度斜躺，悠然地吞云吐雾。

在一些县城的茶馆，你可以看到很
多老大爷围坐在八仙桌旁，抽着叶子
烟，喝着浓浓的绿茶或花茶。如果你去
偏远一点的镇上，你还可以看到老虎
灶，长嘴壶。盖碗茶还是盖碗茶，竹椅木
桌已换成塑料制品了。在这些无需刻意
高雅的地方，静坐或者闲聊，都不失为
一件赏心乐事。

没有哪一个外省城市象四川这样
把茶的功能开发得淋漓尽致，又把喝茶
的传统保持得如此完好：茶馆既是新闻
中心，职介中心，纠纷调解中心，又是娱
乐场所一一你可以听散打评书、看川剧。
而德阳，各种档次应有俱有，特别农家小
院的乡茶，阳光稀稀疏疏地透下来，有几
缕落在茶里，充满细腻的温情。而现在，
除了茶馆之外，还有茶楼，装饰得精致典
雅。你可以进行商务洽谈，朋友交谈，情
侣叙谈，当然你可以静静地坐着，听听轻
音乐，完全融人淡雅宁静的环境中去。

在四川各地，不管是高档茶楼还是
路边茶馆，生意都出奇的好。

盖碗茶
在四川，流行盖碗茶，由茶碗、茶

盖、茶船（茶托）三件套组成，堪与紫砂
壶媲美。此盖碗又称“三才碗”。所谓三
才即天、地、人。茶盖在上谓之天，茶托
在下谓之地，茶碗居中是为人。这么一
副小小的茶具便寄寓了一个小天地，一
个小宇宙，也包含了古代哲人讲的“天
盖之”，地载之，人育之的道理，三件头

“盖碗”中的“茶船”作用尤妙。茶碗上大
下小，承以茶船增强了稳定感，也确不
易倾覆。饮茶时手端茶船又不会烫手。
茶船古称“茶托子”。《资暇集>中记载：
茶托子始于建中蜀相崔宁之女。说她好
用瓷杯饮茶，经常烫着手指，但饮茶时
茶杯又会滑落倾覆了，也不方便。后来
她想了一个办法：用蜡将杯底固定。但
蜡的熔点太低，后来改用漆作沾接剂才
将茶杯牢牢地固定在瓷碟上，用起来很
是方便。一时间“茶托子”就流行开来。
后来不少能工巧匠对“茶托子”的材料，
样式、粘固材料及承托方式，作了多方
改进，最终形成现在的样式。

中国茶艺博大精深，比如闽南功夫
茶，白族的三道茶等，四川茶艺主要体
现在掺茶技巧上。茶幺师的斟茶技巧，
是四川茶楼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水柱临
空而降，泻入茶碗，翻腾有声；须臾之
间，嘎然而止，茶水恰与碗口平齐，碗外
无一滴水珠。这既是一门绝技，又是一
种艺术的享受。

盖碗茶据说也有几百年历史，一些
老茶客专去盖碗茶馆。喝盖碗茶别具风
味，老茶客喝盖碗茶有三道功夫：闻，揭
开茶盖，闻其清香；荡，用茶盖轻轻荡其
茶水，既让茶叶在碗中滚动冲泡，又去其
茶水面上的杂质；品，慢慢呷口茶，品其
口感是否纯正，然后才是喝茶。优质茶，
汤色怡人，口感纯正清香扑鼻。日前，四
川很多地方已用杯、盅代替盖碗茶。德阳
走遍大街小巷也难寻盖碗茶。茶文化在
变迁，幺师掺茶技艺越来越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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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年的单声道
◎刘洵

听克莱姆佩雷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从未有过
失望的感觉！才华横溢的指挥杰作，洋溢的才情又
很好地捅摄与雄浑大气的风格中。录音的质量很
好。有丰富的细节，但更重要的是，有一根像被雕
凿在墓碑上的主线高贵而绚烂，作品稳沉大气的向
前推进，没有丝毫没刻意追求音响效果的痕迹，在
复审桑不损伤作品内涵前提下，达到最大程度的音
响效果享受。每一种乐器的声音、细节都源出于巨

大的洪流。
听富特乌蒙哥五十年代这张贝多芬第九，听者

沐浴在神圣的华光里，指挥几乎有些温和的一路到
走过来，向我们讲述贝多芬博爱的精神，没有太多的
争斗，稳稳地向前推进。我们从遥远的地方被指挥
崇高的境界感动，拉特尔在二十一世纪指挥维也纳
爱乐的贝多芬第九是沉思多于激情的作品。是从新
对人类博爱精神的质疑之后得出的结论。不过即使

在停步不前、在轻微的叹息里丝毫没有绝望和感伤
的气息，毅然回到了贝多芬在音乐里的宽容。有更
多让我们的灵魂可以栖息的细节，那些渐缓渐弱的
音节与向前推进的主线连成一气，没有因为弱化的
细节而产生支离破碎的感觉。

卡拉扬无论是六十年代版本还是八十年代版
本，由于过分强调对比、文学性质的斗争和胜利的概
念确实削弱了音乐本身的完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