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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高考
因为有两个姐姐上高中，我小学时便知道了

高考，似乎那是一道闸门，过去了，就是鲤鱼跃龙
门（农门），成了“公家”人；过不去，卷铺盖回家，修
理地球。那时的高考率极低，考上的只是少数，大
部分的学生会铩羽而归。可，回家怎么办呀？我的
两个姐姐就是这样的实践者。幸运的是她们在复
读的第二年都考上了。我清晰地记得，那些没有
考上的同村青年从我们家门前绕道而过的情景。

记得我参加高考的1991年，我们班上的一

名男生，考完后对答案，猛然感觉有道数学大题
给忘做了，整个人顷刻崩溃。

我上大学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经常会做一
些关于考试的噩梦：不是时间到了我还没做完，
就是某道关键的题我怎么看也看不清。然后是
在一身冷汗中惊醒。

在如今多元化的时代，高考只是一个主流的
平台，上了这个平台也不过说你的基本知识勉强
够用，如何谋生、谋事，如何构建你的生活、人生，

依然是个漫长的过程。高考的价值，除了知识的
检阅，在我现在看来更像是一场淬火，它或许不
见得能提高你的硬度，但它在极端的紧张之中无
形会考验你全力以赴的能力、坚持的能力、专注
的能力。无论我们怎样数说高考的弊端，坦白地
说，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度里，高考依然是个
相对公平的工具。但请记住它只是个常用的量
具、一道正中的门而已，只要你肯往前走，穿过它
或绕过它都成，你的才能又怎么可能被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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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鹤龄先生专门写了一篇“考证《康
定情歌》作者的前前后后”的文章，他在文章
中是这样介绍他的寻访工作的：

“二00六年春天，应重庆某文化团体李先
祥先生的邀请，我和宣汉摄影协会主席王尚元
一道到重庆江津去参加了一个笔会活动。期
间，我得到江津市文联印发的一份关于当地历
史人文方面的资料，无意中发现中国著名白屋
诗人吴芳吉上世纪三十年代前作北大教授时
发表的一首长诗《婉容词》，其中有‘世间的女
子任我爱，世间的男子任你求。’的句子，我简
直有欣喜若狂的感觉，原来李依若创作《康定
情歌》最后一段是在这里借用的呀！这与李依
若多次爱情受挫的心态多么合拍，可想而知他
对自由幸福的爱情是多么的渴望。

吴芳吉三十年代初正在川大作教授，李依
若也正在成都求学，此诗句被他引用是顺理成
章的事情。吴芳吉的恋爱观正好迎合了李依若
当时的心态。李在《情歌》里加上第四段应是在
四十年代，这第四段歌词的引用充分说明《情
歌》是文人所为，只有爱情连连受挫的李依若
才写得出如此风流浪漫的情歌。凭李依若这样
丰富的才华和音乐天赋，他创作的歌曲是勿须
别人修改完善的。（著名音乐家时乐蒙全曲引
用宣汉李依若创编的民歌《苏二姐》到《英雄们
战胜大渡河》即是铁证。）这次江津之行所获取
的证据使我更加坚定了‘情歌’作者是宣汉李
依若的观点。其理由如下：

一、‘情歌’词句全部引用了宣汉方言土语
及宣汉山歌溜溜调作为衬词。二、此歌风格与
宣汉民歌《苏二姐》、《绣洛阳桥》、《十把扇子》等
一致，是李依若惯用手法。三、歌词表达了作者
爱情受挫对自由幸福爱情的渴望。四、第四段
歌词引用了老师吴方吉的诗句。五、此歌纯系
李依若这样风流浪漫的文人所创作，根本没有
来自民间的痕迹。六、一九五0年九月李依若以
县文联名义主编的民歌集三十二首民歌中第
一首《苏二姐》和第二首《跑马溜溜的山上》即
署名李依若。此书出版500本，在书店发行300
本，文联内部发行200本，宣汉不少人都拥有这
本书。七、李依若家乡马渡关和相邻的乡镇人
民众口皆碑，说是李依若与康定李家女子婚姻
失败才创作的《跑马歌》，并亲自教大家唱。

以上诸多因素都是其它地方和其它人
无法具备的，此歌系李依若和康定李大姐分
别在川东、川西传唱，被其他人收集、传播，
特别是经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传唱并推向
了世界，喻宜萱才是最大的有功之臣。另外，
李依若在求学期间由其父母包办的妻子X在
家与Y裁缝私通，李依若十分理智地给予经
济补偿让她与Y裁缝成了家。他理性地处理
此事又何尝不是受自由恋爱观的启发。

二00七年四月，我到马渡收集素材听到庆
云乡大罗坪李百刚先生说到，与马渡交界的平
昌笔山的吴家坝有清代大文豪、大才子李调元
的祖坟，唐代的兵部尚书李德裕是他的远祖。李
依若家原马夫鲁中立也说李依若年年春节前后
都要去给祖先扫墓，一行十多人乘滑竿，数十人
上路，五六十华里路程。有时，他们还常在笔山
某绅士家留宿招待等情况引起我的兴趣。

于是第二天，在马渡乡两位工作人员陪
同下，我们前往平昌笔山的吴家坝考察李氏
祖坟。我们到了平昌辖地边走边问，一路前
行。这一带的村道路况极差，沿途属大巴山
腹地，山高坡陡，悬岩峭壁，沟壑纵横，当地
摩托车手都说摩托跑起都非常危险。所幸我
们自带了一辆性能很好的日本三菱车，加之
幺女婿段锦珑驾车的技术娴熟，尽管这样，
我们还是不时下车步行，好不容易才在午后
两点左右拢了吴家坝找到了李氏祖坟。

此坟于清代道光年间修造，规模宏大，占
地一亩，坟后有数人合抱的巨柏，当地人说是
蜀汉桓侯张飞手植的，仅剩这一棵。坟前六块
长二米宽一米的青石巨碑记载了李氏祖先的
来龙去脉。其中唐代兵部尚书李德裕、大清乾
隆年间进士大才子李调元的名字忝列其中，我
们用摄像机录了像，全文抄录了碑刻文字。然
后乘车于当晚七点回到马渡乡政府。此行众人
感慨万千都说，。李依若这位情歌王子、旷世奇
才原来有如此深厚的渊源，他一定为祖上有李
调元这样的大才子而自豪，对他的志向和抱负
一定起到过警醒、鞭策和激励的作用。

历时十年考证《康定情歌》作者，虽然历
经诸多艰难，但所幸我的文史考查始终得到
宣汉县政协领导、机关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
和各地相关部门及广大群众的无私帮助，才
能获得结果。”

欧阳先生的相关成果后来收入了宣汉县
政协的《文史资料》第二十七集之中。依据欧
阳先生的观点，《康定情歌》并不是一首民歌，
而就是由李依若创作的一首原创歌曲。当然
他的这一观点是否成立？我们不便评说，权且
算是有关《康定情歌》作者的一说吧！至于冯
尧、于蛟、李伟铭、王万礼等人写的有关《康定
情歌》作者的文章我这里就不再引述了，内容
同前面几位先生的大同小异，观点也是一样
的。他们一至认为，《康定情歌》就是宣汉县李
依若创作的一首原创歌曲，或者说是宣汉县
的李依若创作了《康定情歌》。 春到西藏。

“西藏题材绘画”主要是指内地
画家从外部来关照西藏、表现西藏
的绘画作品。西藏题材绘画经历了
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20世纪40年
代，是内地画家初涉藏地采风，并在
作品里反映青藏高原的风土人情，
让观众去想象西藏民族的生活状
态。而在50-60年代的西藏题材绘画
作品里，承载的是西藏的社会巨变，
以及当时西藏人的时代风貌。从80
年代开始的“西藏热”聚焦于藏人对
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以及对“和谐共
存”精神的赞扬等等。

一、西藏题材绘画的缘起
20世纪中期，抗日战争爆发。

战争促使中国开始了“西进运动”，
即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向西南
转移，重庆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

“陪都”。为预防战争事态持续恶
化，中国希望拓展更大的战略纵
深，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于是“经
略西部”成为共识。而就在这个时
代的大背景下，许多科研工作者、
摄影师和文人艺术家纷纷走进各
个藏区，用自己的画笔、摄影机来
记录西藏。这里面包括摄影师庄学
本、孙明经，画家有吴作人、叶浅
予、张大千、孙宗慰、韩乐然等人，
这些曾以青春的冲动经受荒原的
洗礼的艺术家，留给我们关于西部
藏区最早的影像，也由此成为西藏
题材美术的缘起。

吴作人先生在1943年、1944年
进行了两次青康藏区采风之行，藏区
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触发了
他的创作激情，他通过画笔为中国现
代美术史留下了最早的藏区人文形
象，并在西康省[ 西康省，中国旧省
名，设置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简称康，省会雅安。为延续清制所设
的22省之一，省东界四川，南界云南、
印度，西界西藏，北界青海。“康”为

“藏区三部”之一，位于西部，故省名
为西康。

西康省是内地进入西藏的要道，
有重要的军事和战略意义。所辖地主
要为现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

安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藏东
部昌都市等，基本相当于藏文化中的
康区，多数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
民族聚地。民歌《康定情歌》说的就是
这一地区。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西康
省，原西康省所属区分别并入四
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今西藏自治区），金沙江以东并
入四川省，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
区并入西藏（文字来源于百度百
科）。省会康定举办了“吴作人个
人画展”。而这两次藏区之行也促
成了他画风的巨大转变。他的艺
术创作不只是关注表面的藏民族
服饰和绚烂的色彩，到了后期，吴
作人先生甚至放弃了油画，常用
水墨来绘制牦牛。他有独到的用
笔和极强的水墨控制能力，以此
发掘出藏人雄浑质朴的气质与青
藏高原的苍莽气魄。

抗战胜利后，叶浅予接受时任
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邀请到康巴藏
区采风。叶浅予在西康采风三个月，
创作了大量的中国画作品，并写有
自作插图的《打箭炉日记》[ 打箭
炉，康定旧称。]。回到成都，叶浅予
举办了一次西康采风作品展，而正
是这次画展把张大千先生又吸引到
了康区。1947年，张大千进入康巴
藏区采风一个多月。在康期间，张大
千创作了许多的康藏人物和山水
画。后在成都举办“张大千康巴西游
纪行画展”，并在在上海出版有《西
康游屐》画册。

二、西藏题材绘画的兴盛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

西藏和平解放以及民主改革的进
程，许多内地画家，诸如：董希文、黄
胄、吴冠中、李焕民、牛文、潘世勋、
方增先等纷纷进入西藏，创作了大
量的绘画作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次西藏题材绘画创作的高潮时
期。在题材选择上，画家们着重选择
和平解放后，青藏高原上发生的巨
变，特别是藏区的生产建设、民主改

革和修建川藏、青藏公路等。董希文
创作了油画作品《春到西藏》、潘世
勋创作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李焕
民创作了《初踏黄金路》……“这些
画家们作为西藏解放和民主改革的
亲历者与见证人，他们用饱蘸激情
的画笔描绘了新西藏的社会变化，
表现了藏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积极
参与和对于新的社会制度的满怀信
心。”[该段文字引用自2009年四川
美术出版社出版《灵感高原》画集中
《中国藏族美术与藏族题材美术概
述》一文，作者尚辉。]

版画家李焕民曾说:“在水乳交
融的生活中,藏族人民以朴实、友
好、慈爱,哺育了一代代美术工作
者。”与40年代进藏的前辈大师所
不同的是，这批新中国的画家进藏
后不再以画者的角度来欣赏西藏，
而是与藏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
刻地体会藏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他们走进西藏,就是一次次以平等、
学习、尊敬的态度和藏族同胞一起
生活、一起唱歌跳舞，所以他们对西
藏人民的感情充满真挚。当然，这也
是一个漫长且辛苦的过程。但正是
这个艰辛过程，使得他们的作品更
加真实和接地气，他们把民族精神、
民族团结、积极向上的时代魂魄留
在他们的作品里，也成为他们艺术
生涯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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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五版）
链接心内物外的梦想家

除了位于成都环球中心的耷·琼培艺术
空间，北京、上海等地也都陆续有了他的工
作室。不过，耷·琼培并不止步于此。他告诉记
者，他的梦想是在上海经营一间博物馆，展
示自己的画作、书法、藏品，让世界有个窗口
走近藏地，也让世人有座桥梁亲近藏文化。

“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的使命。”耷·
琼培认为，他自故乡出发，一直探寻藏文化
发生的起点，以期不断贴近乃至抵达精神
世界的原乡；在此进程中，他特别希望能吸
引更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
人，尝试接近、了解有着旷远弘大人文地理
的青藏高原，有着神秘久远宗教信念的雪
域藏地，有着极度追求审美体验并把生活
高度艺术化的“第三极”疆域。

耷·琼培眼里，博物馆是内含乾坤、当仁
不让的最佳载体。他表示，现如今，旅游爱好
者、社会公众闲暇之余，不乏迸发出去当地
博物馆转一转的念头。博物馆早已成为历史
文化的集聚地；千百年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在博物馆存留、汇聚、展示、宣传，成为历
史的载体，也是文明的“聚宝盆”。

“这是一个文化传播最便捷的时代，
也是文化消费最碎片化的时代。因此，我
期盼更多朋友踏进博物馆，站在作品、藏
品面前，细细欣赏、慢慢品味。”耷·琼培
说，为此，他和他的作品甘愿并致力成为
一座桥梁，得以让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
藏地艺术家的创造，以及发现中华民族
文化宝库中灿烂的牟尼宝珠。

言及于此，他例举道，传统唐卡精致
壮美得震撼人心，但现代人往往走马观
花、浅尝辄止。现代人太着急了，几无耐
心去钻悟传统唐卡中精深的道理，所以
他深感有必要通过一座桥梁，让人真正
进入唐卡绘画艺术世界。

而耷·琼培创作的新概念唐卡，能通过
化繁为简，消除心理上的疏离感，恰是这样
一座勾连人心和人文的桥梁。一方面，画面
中大量采用的藏传佛教意象，如海螺、法
轮、如意宝等，便于受众离唐卡艺术所传达
的精神近一点，再近一点；另一方面，各个
元素的组合、排列、融汇，力求另辟蹊径、创
新表达，当然不忘内涵外延的考究。

“成百上千年来，大众的审美情趣从不
能绝对左右艺术家们的创造。但是，艺术也
是需要知音的，一件作品越是受到大众关
注，作品传递出来的思想也就愈能被更多
人领悟。”耷·琼培自谦地说，他的“新概念唐
卡”只能在新世纪新兴唐卡艺术发轫期起
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为一千三百年唐
卡绘画之法脉注入一小股新鲜的血液。

在某种程度上，耷·琼培谦和的创作
态度，为新概念唐卡汇集了更多的溢美
之辞。著名美术评论家杰夫·瓦特所曾
说：“耷·琼培的很多画都只有标题，言简
意赅地向观众传递他之所想。但是，如果
你只想着揣摩画师的心思和想法，那就
与他画新概念唐卡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耷·琼培谈及此，深以为然。他说，他
从藏地走出去但未曾出走过，在这片神奇
高原上，山是神山、水是圣湖，在神山圣湖
之间就是同胞幸福的居所。画新概念唐卡
于他而言，是内心生活、也是个人表达。所
以，他一直汲汲营营，希求新概念唐卡成
为打开受众内心的“开放的作品”。

看山是山也不是山，即耷·琼培运用个
人技艺完成思维哲理和内心情绪的表达，
作品本身便具有了除美学以外的信息传递
功能，并且有在时空中变化的能力，观者可
以凭借个人的心智、修养和作品开启独立
对话模式，从而得出自己的体悟和思辨。

“就如，唐卡中经常出现观自在菩萨代
表慈悲，文殊菩萨代表智慧，金刚手菩萨代
表勇猛之力，我们已习惯这样的表达方式。
然若十方虚空中菩萨无所不至，那么慈悲、
智慧、勇猛之力未必只能通过菩萨的显相来
显现。”耷·琼培坦言自己的艺术创作，旨在为
传统藏族唐卡艺术所蕴含的精神内涵、现代
艺术世界和普通受众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让坚持传统价值的藏族人和藏族传
统艺术爱好者满意，同时又让现代前卫
艺术圈的人欣赏，更让对欣赏现代艺术
作品颇感费解的普通看客有所感。或许，
这种向内的交流不只跨越时空的界限、
也会在碰撞中寻找到灵性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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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踏黄金路》油印套色木刻
1963李焕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