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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与“《康定情歌》王洛宾创
作改编说”产生的辩解。原想这次辩解之后一
定不会再有第二次了。谁曾想，一年以后竟然
为此又发生了一次更为有影响的争议，而且
是直接同王老先生的儿子王海成先生。当然
这一次的争议我也不想说有什么输赢，因为
毕竟不是什么私人的恩怨，而只是为说明一
首歌的实际情况而已。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以正视听。

事情的起因缘于一场音乐会。那是2003
年11月。当时在成都，由成都森宇集团和成
都商报社主办，由四川省锦城艺术宫承办搞
了一个“十元周末音乐会”。11月14日，经上
海声像·驼铃唱片和成都瑞祥文化传播公司
策划，为纪念王洛宾先生诞辰90周年，当晚7
点30分在四川锦城艺术宫举办“王洛宾音乐
作品——四川歌手演唱会”，而且还要在现场
搞一场王海成签名售书活动。这一消息我是
在康定听说的，为了证实王海成是否将《康定
情歌》作为了王洛宾的作品，我专程从康定赶
到了成都，现场买票欣赏了这场音乐会。

当晚的音乐会，如我所想，《康定情歌》成
为了很大的一个亮点。全场表演了21个节
目，而《康定情歌》就出场了2次。第一个节目
就是“子午点乐队”表演的摇滚新唱《康定情
歌》，到了中场第11个节目又是由四川歌手
李舒陶演唱的女声独唱《康定情歌》。

大家唱《康定情歌》原本是一件好事，只是
让人费解的是原本署名为“四川民歌”的《康定
情歌》在四川省首府成都，由四川的歌手演唱，
竟然成了王洛宾的作品。我觉得这事应该说个
清楚，道个明白。不是为争个什么，而是为了实
事求是。于是第二天我就致电《天府早报》，希
望他们能站出来，讨个明白。

11月16日《天府早报》文娱新闻版即以
大半个版的篇幅对此进行了讨论。为了实事
求是的说明这个问题，我这里还是如实的将
当时报纸的文章原文登载如下，供大家鉴别。

这一天《天府早报》的通栏大标题是“一
场音乐会抛出大悬疑”，下面的小标题是“《康
定情歌》归属权再起波澜”。文章的第一部份
是记者写的导语，记者在导语中说：“一场名
为‘四川歌手演唱王洛宾作品音乐会’14日
晚在成都锦城艺术宫举行,四川民歌《康定情
歌》被当作王洛宾改编的歌曲出现在音乐会
的演出曲目上,这场演出一结束立即在业内
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康定情歌》果真是王洛
宾当年改编的作品吗?演出结束后,曾多年从
事民族情歌研究的专家郭昌平即致电本报,
他很肯定地表示:‘《康定情歌》不是王洛宾先
生的作品,抵蓉为该场音乐会造势的王海成
(王洛宾之子)把它说成其父亲的作品,完全是
自我炒作。’不过随后王海成却对记者表示:

‘《康定情歌》绝对是父亲的作品,郭昌平完全
是在胡说八道。’迥然不同的态度让《康定情
歌》的归属权更显得扑朔迷离”。

接着记者从3个方面梳理了一下，第一小
段是“争议”，在这一小段中，记者是这样写的：

“歌手张惠妹2000年的新专辑《歌声妹影》中收
录了《康定情歌》的词曲,并将《康定情歌》词曲
作者署名为王洛宾,四川音乐界人士纷纷对此
提出抗议。从1996年即在《甘孜日报》上发起寻
找《康定情歌》原作者的郭昌平是国内最早一
批对该歌归属权提出疑问的人。郭昌平说,他从
朋友处得知,该场音乐会节目单上原本是第9
个节目的《康定情歌》,在演出中被调到了第一
个,而到演出第11个节目的时候,这首歌又被
演唱了一遍,这足以说明王海成显然将《康定情
歌》视为他父亲王洛宾的一首重要歌曲。

‘但是,《康定情歌》真的是王洛宾先生编作
的吗?’郭昌平话锋一转,‘我以一个土生土长的
康定人以及研究康定民歌多年的经验保证,《康
定情歌》绝对不是王洛宾的作品,王洛宾虽然是
我们尊敬的西部歌王,但《康定情歌》绝对是我
们四川人的文化精髓。’歌手张惠妹2000年的
新专辑《歌声妹影》中收录了《康定情歌》的词
曲,并将《康定情歌》词曲作者署名为王洛宾,为
此四川部分音乐界人士纷纷对此提出抗议,声
明《康定情歌》不是王老先生的作品。郭昌平说:

‘2000年5月30日,在《成都商报》还报道了我们
的抗议,目前这张报纸我依然保存在家。’”

第二小段是“求证”，在这一小段中，记
者写道：“《康定情歌》是上个世纪30年代诞
生于康定的一首民歌,由当地的群众自发编
创。据郭昌平透露,《康定情歌》是上个世纪
30年代诞生于康定的一首民歌,由当地的群
众自发编创,到40年代逐渐流传开来。40年
代中期,就读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的
福建学生吴文季在从军的康定人中收集到
此歌,然后将此歌转交给他的声乐老师伍正
谦,伍正谦十分喜爱,又请作曲系的江定仙老
师配乐伴奏以便演唱。江定仙配好伴奏后,
将原名《跑马溜溜的山上》改名为《康定情
歌》,后来伍正谦在学校的一次音乐会上演
唱了这首歌曲。后来,江定仙又将此歌推荐
给了当时走红的歌唱家喻宜萱,喻宜萱同年
在南京举办的个人演唱会上公开演唱了此
歌,以后便将此歌作为自己的保留节目,从南
京唱到了大西北,从国内唱到了国外,使《康
定情歌》传遍了世界。”

“周聋子点心”
—乡味悠悠绕舌尖

◎肖宵 文/图

打仗也是一种中介，蒙古人到过金沙江
的上游，到过康藏高原，而且在这里驻扎、修
筑了碉堡。所以，让这里的人知道了外界有一
个强大的蒙古，也让今天的人通过一些留下
的口碑、地名得知，蒙古人的确到过这里。但
是，蒙古人对这个地方的影响似乎也仅此而
已，在民间难得听到一则完整的故事，蒙古人
来了到底又走了，这片山水，这里的人们依旧
走在自己的历史行程中，仿佛没有什么能影
响他们，这里是独特的。

比如，一直没有忘记的是每年要刚要进
入冬季那段时间，卡松渡的这段江面开始结
冰，但江中间却老是冻不断，两边的冰都往中
间挤，但到了江中心，大约有十多公尺的水面，
那些由两岸朝中间挤过来的冰就是不能相逢。
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于在夏天有船摆渡的地方
过江，因为这段江面的水面宽而平缓。在这时
节，两个叫卡松渡的村子里都把夏天过江用的
牛皮船收了，改用临时随意扎成的木筏子以供
两岸人们来往过江。这木筏极粗笨简陋，一排
园木捆扎起来，过江的人马物件都在园木上，
免不了把脚弄湿，把所带的东西弄湿，在记忆
中，过往的人从来没有人埋怨过这件事。却也
注意安全，木筏上有“护栏”，其实就是在木筏
的四个角各立一根木桩上，再横放园木，捆好，
就成了半人高的“护栏”。

摆渡者其实也是夏天里划牛皮船的“船
家”，这时的此人手提长而结实的木棒，对着岸
边的人，对着上了木筏子的人大声发号司令，
他手里的木棒似桨、又似舵，有时在冰上撑，有
时在水里划，在记忆中，那个人不过是在做做
样子。因为那个木筏子是靠绳子拉动的，要过
江西面去，由那边要到江东面来的人拉过去，
要到江东面去的人，由那边要到江西面的人拉
过来。而且水面不宽，常常是连“一、二、三”的号
子声也没有喊完，那木筏子已经到了岸边的冰
面上，拉动木筏的人和站在木筏子上的人都大
笑起来。所以在那个姑且暂称为“渡头”的地方，
那段时间里十分有人气，很远的地方就听得到
人声喧哗，还有狗叫，马嘶，羊儿斯文的叫声。

冬季，在卡松渡这地方的金沙江段，给我
留下的与金沙江相关联的印象并不只是冰冻
的江面，而是人们在那个地方过日子的场景。

雅砻江进入甘孜州的最初面貌是从容不
迫的样子，它在辽阔的草原漫步，宽阔的江面，
缓缓流淌。水面几乎与草地一般高下，而在江
的中间常常会出现一个又一个的小岛，岛上生
长着造型怪异的高山柳，还有茂密的野草。草
地就是牧场，牧场上的人说，他们把这条江叫
做“扎曲”，意思是“从石头缝里流出来的河”。牧
民们不是信口开河，有书上介绍说，这条江是
从青海省的尼参纳马克山和各拉岗山之间的
乱石滩里流出来。它经过甘孜州的石渠、德格、
甘孜、新龙、九龙等县后，在攀枝花汇入金沙江。

虽然一直没有弄明白这条江为什么叫
做“雅砻江”，却对这条河流的力量有极深的
印象。就算是在上游的石渠、德格的草原上，
江面是那样的辽阔而平缓，看上去波涛不
动，尤如湖泊，但是只要走到岸边，就会感受
到脚底下有一阵阵沉闷地震动，那是江水在
撞击江岸。到了新龙以下的地方，已经身处
峡谷之中的雅砻江，被沿岸的石崖碰了回
来，它又不顾一切地又撞了过去，来来回回，
喷着白色的浪花，发出震动天地的吼声，江
水所具有的力量不再是有感受，而是用眼睛
就能看到的。

流淌在草原上的雅砻江，到了冬天，有好
多地方都要结冰，但是并不是只要结了冰的地
方都可以行走，能从冰上面过去的地方几乎是
固定的，年年都从那里走。牧民们觉得河面上
的冰冻得结实的时候，就从灶膛里掏出草木灰
来，在那冰面上标出人马可以行走的路线，不
要几天，沿着草木灰，就有了一条由牛粪、马粪
标识得更清晰的冰河路面的路线。其实，走到
冰河的中间时，仍然可以听得到冰下面水流的
声响，这声响让人心里有点发虚，就连牛、马走
到这里时，也显出一付小心翼翼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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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干柴倚靠在土埂
是累了的藏族男人，在这里小憩

一棵树成为一堆干柴
需要多少腰酸背疼
要过多少坡坡坎坎

平淡的幸福熨帖着胸膛
尖锐的苦难刺破了泪腺
艰苦的劳动一端平整一端坚利

一堆干柴守着阳光和风雨
晒得有些发白，淋得有些发黑
黑白的纹理纯粹着汗水泪水

一堆干柴只在这里小憩
最终亲吻灶膛
就如那藏族男人
有酒，有酥油，有女人
干柴遇烈火，日子不燃烧是多难

在藏地，你会看到藏式民居层层叠叠地散落在
窄窄的石板路上，民居的围墙上靠着院墙码放着柴
垛，整整齐齐、满满当当。

藏地燃料多为木柴，木柴在“噼里啪啦”的响声
中，翻卷着橘红色的欢快的火苗，映红了藏家人丰
美的生活。藏民们从山上伐来木材，劈成大小均匀
的柴块，垒成柴垛。这些柴块一端平整一端尖利。平
整的一面对着屋子，意为家庭平安；尖利的一端对
着外面，意为祛邪避害。

缘起

一水绕镇，群山环峙，田园相嵌，镇
居其中。泸定县冷碛镇，藏语意为宽阔的
大地，这里历史上是通过茶马古道进出
甘孜州的咽喉重镇，被称为“川西门户”

“泸定东大门”。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商贾
云集、商品集散的繁华商埠，藏、汉、彝、
蒙古等9个少数民族在这片74.1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相融共生。清末民初，川边康
藏茶马贸易兴盛，达官商贾、文人墨客与
贩夫走卒多有云集于茶马古道沿线各重
镇，带来各不相同的生活习俗和饮食习
惯，与本地传统结合之后，便衍生出一批
极具地方风味的特色食品。在冷碛镇，便
诞生了一种贮存着宫廷美味的食品——
周聋子点心。

据史料记载，点心是由古代美食
“酥”发展而来，是一种甜馅的酥饼。清朝
末年，北京宫廷糕点师高鹤明，因躲避战
乱，辗转流落到泸定县冷碛镇，被当地人
周启元收留。高鹤明心生感动，便将宫廷
点心制作技艺尽数传授于冷碛周氏族
人，并赠送了周家八角碗一套。1926年，
周家在冷碛镇开办点心铺后，“周聋子点
心”遂成为冷碛头牌美食。

“周聋子点心”用料和炊具十分讲
究，需以甘孜州本地小麦磨制成粉，和以
上等猪板油经秘制程序制作“酥皮”，用
红豆沙、黑芝麻、白芝麻、核桃碎、玫瑰花
瓣、精制白糖和馅，包好压制成饼后用特
制的上下双层加热的传统鏊炉（俗称火
鏊子）烤制。

具体制作步骤分为做馅、起酥、做
点心皮、制作酥皮、揉搓成坯、烤制等六
道工序。其最具特色的“酥皮”，烹制技
艺尤为精细，需经起酥、制皮、制酥皮多
个环节，在制作中，首先用精制面粉加
熬制好的猪油适合比例混合后反复揉
搓，并制成长方形面团备用；随后用面
粉加猪油，加入沸水晾晒至稍低温度时
反复鞣制一个小时，直到拉扯面团不粘
手且发出清脆的响声；最后还要将醒发
的面团分为五钱重，包裹三钱的“起
酥”，擀至长条形，然后裹成圆柱形，左
右对折，一层层折叠、压紧，再舒展。这
样重复几次，能形成几十层，酥皮薄如
蝉翼，沾水即化。

用酥皮包裹好馅料，放入模具内压
紧压实。点心脱模后在点上属于“周聋子
点心”的独家标记（四瓣花），便可进入烤
制流程，烤炉分为上鏊与下鏊。首先将吊
炉上下火都提前预热至250°左右，然后
把制作好的点心正面朝下放在吊炉里，
最后将上鏊移入吊炉上方，进行点心的
烤制。根据经验确定烤制时间，当吊炉里
飘出香味后，即可将上鏊挪离吊炉。点心
背面呈现出“偷油婆色”（焦黄色）后，迅
速将点心翻面，继续烤制成褐色，出炉即
可食用。

周聋子点心油而不腻、风味独特，
酥软可口，皮薄如纸，小小的点心，却蕴
含着茶马古道上多元厚重的文化，百年
来，这种特色美食不仅深受甘孜州地区
群众喜爱，相传其还曾作为礼品馈赠给
当年从此处进入西康地区的清朝驻藏
大臣赵尔丰。

近年来由于工业化进程加快，人们

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商家在制作
点心时更倾向与机械化、流程化、盈利
化，很少有人以传统古法手工制作。带着
古代宫廷味道的“周聋子点心”，便令人
更加垂涎。

传承

追本溯源，“点心”源于东晋年间，是
民间和宫廷都喜爱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
美味糕饼。而后从这些糕饼中衍生出的
圆形糕饼，因为其形状，又被人们赋予了
团圆美好的寓意，流传到民间后，便成为
了今日人们熟知的月饼。

在泸定冷碛镇乃至于周边各地，“周
聋子点心”都是许多人从小到大，藏在记
忆深处的味道。这记忆，随着空间的推移
愈加牵动人心，这美味，则随着时间的推
移愈加令人留恋！

这种由清朝北京宫廷糕点师高鹤明
带入，冷碛镇周启元、周文联、周祖明三
代人因袭、传承、改良的食品，现在已是
具有百年历史的特色美食。

1926年，周家在冷碛老宅开办点心
铺子，名为“周家馆子”，按高鹤明所传之
法，以本地食材为原料制作点心售卖。因
主要从事经营的周文联从小失聪，被同
乡人称为“周聋子”，“周家馆子”售卖的
点心便顺其自然被称为“周聋子点心”。

周祖明，周文联长子，现年73岁，自
幼便居住在泸定县冷碛镇，年事稍长便
跟随其父周文联烹制点心。他择一事，便
钟一生，多年间，周祖明在坚持用传统手
工技艺古法烹制点心的基础上，又不断
创新点心馅料，将“周聋子点心”打造为
闻名甘孜州的特色美食。

对制作酥皮，他的手法尤其令人
称道。在此过程中，他始终采用传统工
艺，对醒发后的面团擀平、卷起反复三
次，远远超过流水线生产的三五层酥
皮，在配以比例恰到好处的“起酥”等
配料，烘烤出来后，点心皮外脆里糯，
分层鲜明，出炉后即使放置三、五天，
口感依然酥松爽脆，回味悠长，目前，

“周聋子点心”已享誉国内，在每年中
秋节前后供不应求。

近年来，周祖明让妻子王泽会学习
点心制作技艺，并又将此门手艺传给儿
孙，让宫廷点心这种特色美食“跨越”山
河后在茶马古道上“生根发芽”。

虽然“周聋子点心”已成为甘孜州许
多群众中秋时节餐桌上的必备点心，但
因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生产经营存在难以
批量生产、不利于包装、运输等“先天缺
陷”，这种承载着茶马古道文化的食品仍
是“限量版点心”。

林清玄先生曾在散文小品中写道：
“ ……卖番薯糕的人是一位年轻少妇，
说她来自宜兰乡下，为了贴补家用，想出
来做点小生意，不知道要卖什么，突然想
起小时候常吃的番薯糕，在糕里多调了
鸡蛋和奶油，就在市场里卖起来了。她每
天只卖两小时，天天供不应求。我想，来
买番薯糕的人当然有好奇的，大部分基
于怀念，吃的时候，整个童年都会从乱哄
哄的市场，寂静深刻的浮现出来吧！”

人们对“周聋子月饼”的情感何不
是如此呀！倘若我们身居异地，在明月
朗照的中秋佳节遥望故乡时，在祈福家
人平安之时，舌尖上泛起的一定是记忆
中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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