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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文学
寻找河流

我要写写桑多河畔的事与情。桑多河
纯粹是我的文学版图中的河名，若要对位
的话，其实是甘南州夏河县境内两条河的
合并。一条，是大夏河，藏语名桑曲，史书
上叫漓水，是甘肃省中部重要河流之一，
属黄河水系，发源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境
内。另外一条，叫多河，也叫格河，是穿越
甘南州首府合作市的一条小河。我将两条
河合二为一，称之为桑多河。要说桑多河，
先讲一讲漂流者桑骥寻找河流的故事。桑
骥想寻找一条理想的河流，就离开了他的
家乡河——桑多河，出发了。他先遇到黄
河，目睹了那青色的深渊，觉得这不是他
理想中的河流。又遇到白龙江，当知道这
条河要汇入长江消息时，他觉得这也不是
他理想中的河流。接着遇到大夏河，听说
这河出了土门关，竟然去了河州，心里头
便很不喜欢。忽然就走到洮河边上，一看
那初秋天幕下波光粼粼的景象，就在河边
扎下了帐篷。可是，冬天还未到来，洮河水
慢慢地瘦了，有了断流的迹象，据说是好
多水电站给弄出来的结果。于是，他又启
程了，顺着洮河往下走，走到半路，发现这
河果然越来越瘦弱了，他只得继续选择。
在找寻的过程中，他遇到了草原河、村边
小溪和山谷里的温泉，他觉得这些都不是
能使他停下脚步的河流，就继续找下去。
有一天，他走老了，突然发现当初的道路
完全走错了，想推倒重来。此时，他浑身的
精血早就耗光了，只好在怨恨中作出了离
开这个世界的打算。他常常幻想：“如果年
轻时选择的是指向十分明确的河流，会不
会更加美好呢？”然而他还是在幻想中越
来越老，老得没有任何退路了：“如果有来
世，我究竟要选择哪条河流呢？”

桑多河晨景

桑骥没找到理想的河流，我呢，倒是喜
欢身边的桑多河。为什么？来看看桑多河的
晨景吧！在已经离世的道吉坚赞的小说中，
那个牧人下了山，把笨重肮脏的羊皮袄扔
在河边，在乱草堆里撒了泡热乎乎的尿水。
而在甘肃油画家陡剑岷的油画中，牧羊犬
在一旁等着，牧人拍拍它的小脑袋，它就把
头抵在他的腿侧，发出低低的呻吟。现实
中，人们注意到太阳尚未在山顶如约升起，
藏地桑多的原野上，还不曾开出大片大片
的艳丽的野菊。在我的一首诗里，晨雾里的
桑多恍若仙境，完全不同于我在半月前又
憎恶又厌倦的样子。在后人导演的电影里，
桑多山顶的积雪还在消融，山下小河，已经
激荡着高原夏末的回声。

远方的闪电

再说说另一个喜欢桑多河的理由：在城
市里住久了，不妨去桑多河畔。在那里，人们
会注意到这样的场景：“在灌木丛、巨石谷或
者幽蓝的桑多河边，年轻的青年在嬉戏，赤
裸着光滑而性感的身体。更远处是深色的森
林，稠密、昏暗又神秘。谁不渴望这样的生
活：他们裸露着黄铜的肌肤，安静地交谈或
各干其事，没有任何性的暗示，也不活在族
权左右着的巨大阴影里。”是的，颓废又抑郁
的城里人，向往并热爱着桑多河畔青年们的
生活。偶然一睹这种身心俱妙的生活，就像
遭遇了远方的闪电，被瞬间照亮，也经历了
致命的一击。怎样才能活得自由，活得幸福，
活得像人，始终是人们反复思考的问题。时
至今日，人们除了有一点点的领悟，还没有
得到可以瞬间照亮灵魂的答案。

人面兽身的异物

为了寻找自由，找到理想的生活，很
多人选择到藏地旅游。来的人，注意到这
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当然也会注
意到这里的神。我曾无数次目睹过这样的
情景：“桑多河畔，游人蜂拥而至，有人极
目远眺，有人大呼小叫。有人按动快门，拿
走了不属于自己的风景。鹰飞起来，像一
顶雷锋遗失的棉帽。鱼在河里游走，如水
底的珊瑚，星星般闪耀。人类在河边逗留，
喟叹。钻进各色各样的铁皮匣子，尘埃一
样悄然消失。”游人离开了，剩下我一人，
还会在桑多河畔多待一会。此时，在这苍
茫的天宇下，必有清风徐徐吹送，吹起一
河涟漪。在这样的美景中，我也会突发奇
想：会不会有人面兽身的异物，守在河的
那头？她或许来自人世，或许来自兽世，或
许来自禽世，也会像我们一样想些奇怪的
问题，发出怅茫的叹息。这样想了会，越想
越觉得有可能，情不自禁地四处张望，看
能否找到她的行踪。然而，在这苍茫的天
宇下，只有清风徐徐吹送，吹起一河涟漪。

桑多河畔
◎ 扎西才让

这只母蛇蜷卧在一块石板下的巢穴里。外面
淋淋的夜雨使它的梦轻柔缤纷。现在，太阳出来
了，一串晶莹的水珠正泛着五彩的光芒呢。它娇柔
地扭动身躯，缓缓爬出穴洞，它爬到石头铺就的沟
渠里，伸臂舒腿，又慵懒地打起盹来。可是，远远飘
来人和牲畜身上浓烈的气息，还有杂乱的声响。它
还是任自己壮着胆儿继续那个温暖的梦。它梦见
自己随着墙壁爬到了沙朵的房顶，然而从天窗垂
下身子四处张望，它看见灶头的铜器闪闪发光，灶
口敦着两口大锅，灶壁上凌乱地搁着碗儿，一蓬蓬
火伸出莲花似的舌苔，发出嗡嗡的好听的音乐，最
让它撩拔心灵的是那盅里盛着满满的牛奶呢。想
像着甘甜的味道，它在空茫里做着舔的样子。它是
有些饿了呢。母亲说它己经长大了，让它独自觅食
生活。临走时，丢下一些干硬的生存哲理，让它慢
慢咀嚼。可是，它是一个天生慷懒的孩子，内心又
十分脆弱。它在暗夜里饮泣吞声，难过了很久。难
过又有何用啊。它再也没有看见母亲的身影了。第
一天，它一无所获，肚皮饿得贴着后背了，太阳又
毒，它又渴又累，狠狠地昂起头对着天空怒吼了几
声；第二天，终于捉住了一只小老鼠，正津津有味
地吃着，却被扯草的女人看见，又跳又叫，抓起石
头就砸它，身上挨了几下，它狠狠吐着信子，那女
人又蹦又跳，看得出她又怕又气。她念着咒语，吐
着口沫，不顾死活地又冲过来，要用弯月似的镰刀
砍它，它只得没命地逃跑，最后钻进石墙，才躲过
劫难。母亲曾告诉它最大的敌人是自以为是的人
类。它还隐约记得说只要让人看见吃老鼠，就要想
法子逃命，因为这被人视为大不吉利，他们把你砍
成身首各异，才认为消了灾。它蜷卧石缝里，听见
那女人一路念着经文回去了，那怦怦跳动的心才
平静下来。它不明白苦苦觅到一点饱肚的食物，却
被人视为不吉。这与他们的世界有什么必然的联
系呢？那一天，它整天不敢出洞，到了深夜，只剩了
万物梦的声息，它爬了出来。

今天，已是第十天了。这些天来，它历经了多
少风雨啊。每一件事情都让它刻骨铭心，也使自己
伤痕累累。有一天，它不小心，从天窗上掉了下来，
啪的一声，落到灶头上，痛得哀声大叫，昂头看看，
没大伤口，牛奶的气味浓郁弥漫，它爬进盅里，啊，
甘甜的汁液柔柔的沉醉的流进肚里。直喝得肚子
圆涨难受了，才把头抬起来，缩回身子，睡在暖和
的灶头旁，直到人的气息浓厚起来，才赶快逃走。
它从木梯溜滑下去，在柱子下歇息。差一点被牛蹄
踩个正着，它惊悚地昂起头，吐着信子，挑衅地盘
直身子，准备搏斗。然而，满目是擎天桩似的牲畜
们脚的森林。它害怕了。而在牛的背后是它的主人
——人啊。它在牛脚上咬了一口，牛缩回了脚，哞
的叫一声，那庞然大人也冲了过来。跑呀！它对自
己说。敢紧伸开身子，没命地向草丛中蹿去，它又
听到人的叫喊。它伏在石壁下，心中狠狠地诅咒
道：可恶的人！为啥不让我安生呢？

人是我们最大的天敌。它又想起母亲的教诲。
然而，我们的世界里哪里能躲避人的影子呢。

人无处不在。人是充满了多么恶毒的攻击力啊。
它又一次流下孤独的眼泪。它有些哀怨地想

着狠心的母亲。它怎么知道，母亲早已被一群小孩
肢解，暴尸荒野了。

濛濛的细雨又飘了起来。这是危险相对少的
觅食机会了。它揩掉泪水，爬进雨中………

回到山谷中的小城已经有许多天了。鲜活的
空气，明亮的阳光，湛蓝的天宇，以及日渐葱茏的
大地，都让人感到清爽自在，连自己的身躯、思想
似乎都变得透亮起来。城市的躁声中，罩覆心灵的
那种抑压沉闷已经遗落在山的那边了。可是，这寂
静和清爽又是多么令人安适，让人产生怠惰啊。灵
魂都显示出垂柳拂地般的慵懒睡意来。啊，得失之
间造物永远是公平的，那些分寸之间似乎隐藏着
一些深刻的哲理呢。在这份闲适安逸中，心灵超
脱，人却丧失了锐气斗志。在雪域净土，藏人——
这个世界上最为执著的冶炼心灵的民族，是与千
百万年沉默冷峻的山水之间气息是相通的啊。由
此，我又多了一份忧思。在命运的窗子里窥视时，
我想，我在介于大山腹地和城市边缘的小城中生
活，穿行与各民族之间，也是有其深刻意蕴的。那
是天意，是我命运的一面镜子。

在雪山和城市
的边缘行走

◎格绒追美

绚丽多彩的彝族火把节
◎ 胡德明

流传世界的古希腊神话中，讲述了普
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为人类盗取火种的
非凡壮举，以及他为此所经受的惊天磨难。
也就是说，对于火的迷恋与崇拜，并非彝族
或者远方另一个民族所独有。这是一种人
类共同拥有的生存记忆和文明传承。这个
星球上，火与水、气、土等物质一起，构成了
人与万物赖以生息繁衍的基本元素。可以
说，在远古的丛林和荒野，火照亮并且温暖
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引导人类脱离蒙昧，踏
上通往文明的道路。

然而正是彝族，把熊熊燃烧的火炬高高
举起，一直走到今天。犹如怀抱不熄的太阳。
彝人与火生死攸关，火的故事充满着彝人的
生活世界。孩童时代，每每围坐于火塘，常常
听到的是母亲讲的许许多多火和火的故事，
天天等待的是用火点燃的火把和火把节。火
把节，一个充满了传说的节日，一个体现着
伟大的节日，一个传承着文明的节日。

在彝族人的眼里，火象征光明、正义、
兴盛，象征着能够摧毁一切邪恶的强大力
量。彝族火把节是所有彝族地区的传统节
日，流行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彝族地区。火
把节是彝族最隆重、最盛大、场面最壮观、
参与人数最多、最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节
日，更是全族人民的盛典。

彝族火把节，是彝族太阳历的第二个星
回节，在农历六月最热的时候过，明代诗人
杨慎曾写有“年年六月星回节”的诗句。据历
史文献记载，火把节有“以火色占农”“持火
照田以祈年”“携照田塍，云可避虫”等含意。

每一个节日都演绎着一个个美丽动人
的故事。有关火把节起源的记载和传说有数
十种，内容丰富，优美动人，其中有一种较为
普遍而又优美的说法。相传在远古的时候，
天上有六个太阳和七个月亮，白天有烈日的
暴晒，晚上有强光照耀，土地荒芜，妖魔横行，
世间万物面临着灭顶之灾。就在这个时刻，
彝族英雄支格阿龙射死了灼热的五个太阳
和六个月亮，驯服了剩下的最后一个太阳和
最后一个月亮，治服了肆虐的洪水，消灭了
残害人间的各种妖魔。从此，天下风和日丽，
水草丰茂，彝族人民开始过着安居乐业、世
外桃源般的生活。但是，统治天地万物的天
神恩体古兹看到人间如此繁荣富足，心怀不
满，于是年年派他的儿子大力士斯惹阿比率
天兵到人间征收苛捐杂税。天兵所到之处，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好端端的人间又被天
神恶魔搅得民不聊生，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中，苦不堪言。后来支格阿龙的故乡出了
一个彝族英雄叫黑体拉巴，他力大无穷，智
慧超人，英勇无畏，跨上骏马能日行千里，迈
开脚步可飞崖走壁。他经常为各个部落排忧
解难，除暴安良，深受民众的爱戴。一天，黑体
拉巴上山打猎，站在高高的山颠上，陶醉在
美不胜收的景色之中，禁不住引吭高歌，抒
发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求。高
亢的歌喉引来了另一座山上的牧羊姑娘妮
璋阿芝悠扬婉转的歌声。他们隔着高山河流
对唱情歌直到天黑。从此，他们相亲相爱，山
盟海誓。

早就对妮璋阿芝垂涎三尺的大力士斯
惹阿比听说两人的恋情后，心里交织着愤

恨和嫉妒，总想找机会置黑体拉巴于死地。
没过多久，忍耐不住嫉恨的斯惹阿比便下
凡挑战，想与黑体拉巴摔跤决斗。结果在摔
跤决斗中，被彝族民间英雄黑体拉巴摔死，
天神为此大怒，便放出铺天盖地的天虫（蝗
虫）到人间毁灭成熟的庄稼。

聪明的妮璋阿芝翻山越岭，找到了天边
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大毕摩（祭司），毕摩翻看
了天书后告诉妮璋阿芝：消灭蝗虫，要用火
把。于是，妮璋阿芝和黑体拉巴带领民众上
山扎蒿杆火把，扎了三天三夜的火把，燃了
三天三夜的火把，终于烧死了所有的天虫，
保住了庄稼。

看到这情景，可恶的恩体古兹暴跳如
雷，使用法力将劳累过度的黑体拉巴变成
了一座高山。妮璋阿芝看着这一切，伤心欲
绝，痛不欲生，在大毕摩的祈祷声中，舍身
化作满山遍野美丽的索玛花，盛开在黑体
拉巴变成的那座高山上。这一天，正好是农
历的六月二十四日。

从此，彝族人为了纪念这一天，每年的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便以传统方式击打燧石
点燃圣火，燃起火把，走向田野，以祈求风调
雨顺，来年丰收。人们载歌载舞，普天同庆抗
灾的胜利，歌唱黑体拉巴的英勇和妮璋阿芝
的聪明美丽。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彝族一年
一度的火把节。

民间关于火把节的起源的传说还有很
多。这些传说，有的只在民间口头流传，有的
见诸史载，都从各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彝族
的斗争精神和生活向往。

火把节的由来虽有多种说法，但其本源
当与火的自然崇拜有最直接的关系，其目的
是期望用火驱虫除害，保护庄稼生长。火把
节在凉山彝语中称为“都则”即“祭火”的意
思。在仪式歌《祭火神》《祭锅庄石》中都有火
神阿依迭古的神绩叙述。火把节的原生形
态，简而言之就是对古老的火的崇拜。火是
彝族追求光明的象征。在彝族地区，对火的
崇拜和祭祀非常普遍。云南泸西县彝族在正
月初一和六月二十四，由家庭主妇选一块最
肥的肉扔进燃烧的火塘祈祷火神护佑平安。
永仁县彝族在正月初二或初三奉行祭火。四
川凉山和康巴彝族把火塘看作是火神居住
的神圣之地。

彝族火把节的准备从火把节的前一个
月开始。人们就盼着一年一度的彝族火把
节的来临，置身火把节自然是欢愉之事。但
节前的准备工作更为重要。人们要从山上
砍来干竹子或割回干禾草，捆扎成火把，按
家人耍火把的人数，每人以三把计算；要准
备猪、牛、羊，家境不富裕的也要备鸡；要找
荞面，并加当年播下的新荞做成三根条型
的荞粑，以示五谷丰登。

每年到火把节的前一个月即农历五
月，各地彝族放牧娃们就带领其他伙伴，拿
起绳子，唱起山歌，漫山遍野地去取又长又
直的干蒿枝做火把。康巴地区的火把一般
都用干蒿枝，而不用竹子或松枝。其原因一
是苦蒿有祛污避邪的功效，彝人举行反咒
祛污仪式时，先在瓢内的水中放几根蒿叶，
然后把烧红的石头放进去祛污；二是苦蒿
为救命草，遇到灾年，嫩蒿尖和叶，捶绒洗

净后可以和面食用。一把把蒿枝火把做好
后，太阳大时拿出来爆晒数日，待十分干后
放在柴堆或楼上精心保管，以免受潮。

每当这个时候，大人们就要准备两件
事：一是准备火把节的祭牲品。祭牲品一
般都是以前习惯用什么就准备什么，如以
前习惯打牛的就准备牛，宰羊的就准备
羊，杀猪的就准备猪，杀鸡的就准备鸡，以
图吉利。二是准备家人的过节服装。衣服、
裤子、头帕、鞋袜，需要做的做，需要买的
买，需要洗的洗。“过节穿破烂，不穷胜过
穷”。过节穿破烂衣服，不仅本人丢面子，
而且会影响家庭和家族的名声，所以人人
尽量穿好一些。

彝家姑娘们要准备头帕、彩衣及彩裙、
彩苇等，有的姑娘还为自己的情人赶制衣
裤、腰带及花包；小伙子们也为自己的情人
购置银领扣、耳环或耳坠，甚至有的还专为
情人擀制蓝色披毡、买黄布雨伞等。

婆家接儿媳，凡是在当年或头几年已
为儿子娶了媳妇但还没正式来安家者，每
年要在火把节时将儿媳接回来过节，并为
儿媳备一点返娘家的礼物，或羊腿或牛肉、
猪肉，等儿媳过完节返家时带走。有的是儿
子和儿媳一起背上礼品专程去见岳父和岳
母，儿媳娘家也就为此赠给女儿一些衣物
或其它东西，也给女婿特制一套新衣裤，有
的富有者还给女儿家放发银子和其它钱
物，有的是给女儿女婿牵牛牵羊、送猪送鸡
等，让其女儿家发家致富。有的人家还要举
行迎接外孙仪式。

人们准备食品、酒和准备宰杀的牲畜。
除了各户自己准备各种过火把节的食物以
外，每年全村还要集资买一头或数头牛来
宰杀，以示众人一心敬火神祛灾。村里指派
一二人到外地去选购又大又肥的黄牛或水
牛。各家各户都派专人到集市上采购酒、
糖、面条、水果之类的节日食品。所采购的
这些食品，有的是自己节日期间食用，有的
是专门为了送人。

火把节多在农历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
日举行，节期三天。

火把节的第一天，凉山及附近地区的
彝族每家都会打扫院落与室内卫生，且每
户都会杀牲，并用牲品和酒献祭祖先与天
地神灵。一般而言，他们会在三天中，分别
以村寨、家庭、家族为单位举行打牛、杀鸡、
宰猪的“献祭仪式”。

打牛：现在仍有一些村寨要在火把节
第一天杀牛祭天地。用于祭天地的牛，必须
是骟过的耕牛，由毕摩（祭司）念经后，把三
个烧得通红的鹅卵石置于牛身下，用水浇
在石头上，以蒸气“净”牛身。

杀牛时，打牛者先念“打妖魔，打鬼
怪，打凶死鬼，打魔鬼的天使，打灾鬼，打
饿鬼，保全寨人丁平安、牛羊兴旺、五谷
丰登……”先用斧背将牛打昏，然后才用
刀宰，彝族称之为“打牛”。彝人习惯把牛
杀死后，先取牛胆观察胆汁多少，汁多为
丰年，汁少为歉收。牛宰好后，把肉大块
切下，分给集资买牛的全村人，然后取牛
头、膀子、肋骨、心脏、脾和血等献祭，由
毕摩（祭司）面向西方念经祷告。

这只母蛇蜷卧在一块石板下的巢穴里。外面淋淋的夜雨使它的梦轻柔缤纷。现在，太阳出来了，一串晶莹的水珠正泛着五彩的光芒

呢。它娇柔地扭动身躯，缓缓爬出穴洞，它爬到石头铺就的沟渠里，伸臂舒腿，又慵懒地打起盹来。

——《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

流传世界的古希腊神话中，讲述了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为人类盗取火种的非凡壮举，以及他为此所经受的惊天磨难。也就是说，

对于火的迷恋与崇拜，并非彝族或者远方另一个民族所独有。这是一种人类共同拥有的生存记忆和文明传承。这个星球上，火与水、气、土

等物质一起，构成了人与万物赖以生息繁衍的基本元素。

——《绚丽多彩的彝族火把节》

出征。苗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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