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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理塘很美，不管是以康南地区佛教圣地闻名的长青春科尔寺，还是以赛马会名扬四方的毛娅大草原；不管是仓央嘉措诗歌节的

恢宏壮美，还是远方格聂神山的神圣召唤，都使得理塘成为许多人神往的地方。

——《理塘之恋》

秋意恣然，秋天如姽婳的琴女，眉目清朗。我们抛开琐屑，来到魂牵梦萦的四川炉霍鲜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浩渺的水荡。

——《浩渺鲜水河》

也许城市住得久了，总想要回归自然。为嗅到自然的芬芳，拥有田园闲适的生活，朋友便在甘孜州丹巴县的村落置了房子。虽是租的，

但收获的美好却不会改变，有空我便常去小住，跟他近乎得很，出入随意，说来也算是有了乡村的“家”。

——《丹巴秋韵》

初光微亮，地面略有潮湿，打开窗，
只见窗外的枝叶湿哒哒的，当目光落到
门口那条路时，此刻一阵清风吹来，带
着一股幽幽的清香。这清香隐约带着花
卉、枝叶以及泥土的芬芳，闻到时不由
沁入心脾，顿感清爽，心旷神怡。

这是条乡村道路，虽远离市区喧
嚣，却又总让人记忆犹新。只因这条乡
村道路，四季皆是景。春可赏山，夏吃樱
桃，秋看彩叶，冬有秋韵。虽然是驴友，
很喜欢各处游玩，也走过大江南北，与
人相聊景点时，都仿佛如数家珍。可当
谈至经途，即所经过的道路，哪个留下
深刻印象时，略微细想，还是觉得应是

“家门口的这条路”。
也许城市住得久了，总想要回归自

然。为嗅到自然的芬芳，拥有田园闲适的
生活，朋友便在甘孜州丹巴县的村落置了
房子。虽是租的，但收获的美好却不会改
变，有空我便常去小住，跟他近乎得很，出
入随意，说来也算是有了乡村的“家”。

虽然这条乡村道路，四季皆是景
色，但最喜欢的莫过于夏与冬。因为炎
热夏季，途径这条山里的道路，路边两
侧即有老多樱桃，火红火红的，将车停
下，在树下任性几分钟，就可以采摘一
大包，将这火红的果实放到嘴里，霎时
间，只觉一股甘甜的蜜汁顺势流入，整
个人享受了，也满足了。关键一点，这些
均免费，听人说，这是有好心人在此种
的树，供路人躲阴凉，摘果子解渴。

这不，在太阳初光微亮时，我也刚
从炕头上醒来。与城市快节奏不同，上
班时都起的大早，降温时真的不想起
床。就像有人以诙谐口吻所说的：“世界
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而是冬天
被窝里和被窝外的温度差。”虽这般说，
但此时在周末的乡村，却略有差异。只
因休息充沛，醒来时，精神爽朗，有了想
务农做事的干劲。

于是，与好友一起收拾家务，准备
起菜肴来。享过美食，便想出去散下心。
当走到家门口道路的一处拐角时，只见
有两位老人正在那下象棋。巧合的是，
他们下棋的地方，长有数根竹子，顿时
感觉非常雅致。咋一看，竟像武侠江湖
里的隐士高手一般，与这幅初冬秋韵的
美景格外映衬。

对峙的老人走后，我也与老人棋布
错峙起来。虽然能举棋若定，屡屡上演绝
路逢生，下出出奇制胜的好招，不过老人
还是棋高一着，最后赢下了这盘棋。棋
后，与老人闲聊起来，当聊到这条乡村道
路时，老人便和我说了他的故事。

老人说，他们家一直以酿酒为生。从
开始就住在村里，解放前山里并没有路，
那入城的土路也是后来所建的。以前讨
生活，只在村庄周围进行。由于距离县城
较远，那时县城发展也缓慢，每年去都很
麻烦，所以去的不多。可当有了这门前的
那条路后，也慢慢做出了改变。当在城区
的沿线慢慢成长，城乡发展迅速，且有了
这条城市最长的公路后，他们家也发生
改变，儿子入城买了房，虽然想接他入城
享受，住在城区，但是他却喜欢田园生
活，依然选择住在乡村里。也许现在交通
方便了，乡村发展堪比城区，儿子索性也
答应了老人的决定。

算起来，老人所经历门口这条道路
的变迁，正好补齐了我之前的空白。虽然
与老人见证了这条道路从无到有，又从砂
石遍地的土路到崭新宽敞、风景如画的公
路的历史变迁，但是终归刻于心中的，依
然是那份忆苦思甜、执着奋发的精神。

甘孜州理塘县，迄今为止中国海拔最高
的县城，对她的神往，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辽
阔、雄险和俊美，还在于每一个去理塘的人，
或多或少会与一个300年前的不巧诗人在思
绪与时空中相碰，让我们在内心深处不但崇
尚敬仰，而且干净纯粹，他诗句中表现出对
故乡的深深怀念、对圣洁爱情的炽热赞美，
都深深打动并影响着今天的每一个人，而
他，就是才情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六世达
赖喇嘛仓央嘉措。

从成都到理塘，要横跨600多公里，一路
翻越二郎山、折多山、卡子拉山，平均海拔都
在4000米以上。每次去理塘，脑子里都会不
由浮起仓央嘉措在其一生的创作中，专为理
塘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写仙鹤的诗歌：“洁
白的仙鹤啊，请把双翅借我。不会远走高飞，
绕过理塘就回。”

在《仓央嘉措诗歌地理》一书中，对仓
央嘉措创作这首诗的成因给出了解释。其
实 300 年前，远在拉萨布达拉宫的六世达
赖喇嘛仓央嘉措一生都没有去过理塘，但
为何又对理塘情有独钟呢。原来，有一个姑
娘，从小随父亲从理塘到仓央嘉措的出生
地西藏山南地区做生意，因而和仓央嘉措
成为了儿时最要好的伙伴。他们一起成长，
欢乐嬉戏两小无猜，而姑娘每一次对仓央
嘉措描绘出故乡理塘的美丽景色时，都深
深打动并烙印在了仓央嘉措的心中。仓央
嘉措被指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离开山
南去了拉萨布达拉宫，与姑娘从此天各一
方，所有美好的回忆和对理塘的向往，就在
仓央嘉措笔下变成了美丽的诗句，也被后
人传诵至今。当然，有人认为这首诗还有另
一层预示的意思，暗示了第七世达赖喇嘛
将在理塘诞生，这为仓央嘉措和理塘县的
契合更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我宁愿
相信，传说也好预示也好，表达的都是藏区
人民对仓央嘉措的喜爱。

可以这样说，被誉为“雪域圣地、草原明
珠”的理塘，因为有了仓央嘉措的誉美而变
得更加令人神往。今天，有许许多多援藏者，
还有无数的骑行人为了某种信念停留或穿
过这里。而我也因为这份因缘际会，前后多
次去了理塘，印象最深的就是2017年9月的
理塘之行，刚好赶上正在举办的首届仓央嘉
措诗歌节。

那天，出发时的成都平原还是阳光普
照，而到理塘的沿途已雨雪飘零，温度降至
几度，稀薄冰凉的空气在苍茫的高山草原烘
托下，让每个人心中由然升腾起对大自然的
敬畏和膜拜。汽车翻山因为缺氧发出艰难的
嘶吼，就是坐在车上也能感觉到很累，人与
车第一次变得如此“惺惺相惜”。

卡子拉山，进入理塘的最后一座雪
峰，最高海拔 4800 米，我们和车同时在山
顶上停下来喘息。远处雪山雄奇，近处草
地连绵，山鹰在更高处盘旋，而乌鸦则在
近处凄厉嘶叫。不时有进藏的人推着自
行车从我们身边默默经过，他们去程还
远，翻一座山尚需一天两天，过了理塘还
有无数座山峰，那铺着雪花冷湿的背影，
还有丈量“天路”时留下的无声足印，让

人感觉到人的力量与大自然的巍峨肃穆
同样伟大。

那天，我们在山腰上见到了一位独自
骑行的长者。他从内地过来，用了差不多
七天时间，骑着他那辆好像随时都会罢工
的老式摩托，才勉强到了离理塘最近的山
峰。问到目的地，双鬓斑白的长者风轻云
淡地回答，没有目的地，刚刚退休下来，随
便走走。

快到理塘时，我们在一个道班处小憩。
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喝着矿泉水啃着干面
包，一攀谈才得知，这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
是从成都市金堂县派驻理塘的援藏干部。他
不单在县上挂职，同时也是离县城5公里一
个叫村戈乡村戈村的第一书记。他每天上下
班的坐骑就是旁边一辆自行车。在4000多米
的高海拔骑车不是闹着玩的，就是当地的乡
民也很少有骑车的，相当于凭白无故增加百
余斤负重。去年一次下村途中，他突然遭遇
一场不小的雨夹雪，茫茫草原无处躲藏，等
赶到村上已一身冰湿。村上的藏族同胞得知
后很感动，说内地来的干部是把这儿当家
呀。有人建议每天用车接送他上下班，可被
他坚决拒绝，他是来援藏的，不能添任何麻
烦，即便每天的午餐他也要坚持自带，干面
包加矿泉水，很好。

见我们流露出钦佩的眼神，这个年轻
人同样风轻云淡，他说这对一个男人来说
不算什么，和他同时从成都金堂到理塘援
藏的一位女性更了不起，30多岁的她刚得
知有援藏计划就主动请缨，组织上考虑她
是女同志孩子又小，起初不批准，她就软磨
硬泡，坚决要求去高原接受磨练。后来她来
到了理塘县，在当地环林局挂职，每天领着
大伙栽树培花规划环境，风风火火像个小
伙子。高原地带绿色植物不易存活，一棵树
生长 100 公分需要十年，而且很多花草是
栽了又死死了又栽，加上高原强烈的紫外
线让她的额头、脖子、面颊的皮肤掉了一层
又一层。夜晚回到寝室，看着变样的肌肤，
她不忍自顾，半夜摸黑去 200 米外的卫生
间，时而被吓得尖叫。她和孩子视频，孩子
犟着要妈妈明天回家，她微笑着讲高原的
趣事，转身却忍不住眼睛发红，她觉得欠家
里太多了，可这就是援藏者们义无反顾的
选择。

是啊，对许许多多的援藏者而言，爱上
一个地方，可能有一千条理由，而爱上理塘，
有一条理由最重要，那就是把理塘这片土地
当成第二故乡，把理塘的父老乡亲当成自己
的亲人。

如果说那年的诗歌节让我们感受最多
的是无数援藏者的奉献，那么2019年8月，
当我们再次来到甘孜州理塘县的毛娅大草
原看赛马，则完全被“天空之城”的另一幅壮
美风光深深打动。

曾被中国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六个
草原的毛娅大草原，位于理塘县西面，这儿
群山环抱，四季葱郁，每年的七八月间，是整
个毛娅草原最美的季节——湛蓝的天空，翠
绿的草原，清澈的理塘河静静地流淌其间，
各色野花姹紫嫣红点缀在整个沙鲁里山脉

最大的高山草原上，成群的牛羊悠闲地吃
草，再眺望远方的格聂神山，那种心灵的明
净，让人仿佛一下回到了呀呀学语的孩童时
代。

据介绍，理塘的赛马会最早是与藏历
年有关，它最初由六月的转山会演变而
来。每年藏历年六月初三，长青春科尔寺
就会按照延续了 400 年的习俗举办转山
会，村民们载歌载舞，涌向附近的草原一
同庆贺，而其中的压轴戏就是赛马。上世
纪六十年代政府将这个节日固定在每年
的 8 月 1 日，故又称“八一赛马会”，节期
半月，这使得“八一”前后的毛娅大草原非
常热闹，剽悍的康巴汉子和美丽的康巴女
子，身着漂亮民族服装从四面八方汇聚而
来，天南地北的游客也蜂拥而至，只为亲
临和一睹心仪的赛马。

赛马会的入场式是颇有仪式感的，一匹
匹骏马被精心装饰，它们头戴红缨、颈系铜
铃、身佩五色马鞍，德高望重的汉子身着鲜
艳的民族服装骑行在最前面，紧随其后的选
手骑着骏马次第而入，他们神情专注，阳刚
硬朗，周围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和掌
声。

赛马的项目又分多种，速度赛、耐力赛、
小步赛。速度赛和耐力赛与其说是考验马的
能力，不如说是考验选手的表现，每一声吆
喝，每一个策马扬鞭的动作，都体现出一个
参赛者的心理和体能。而小步赛则更多强调
某种仪式感的协调，倡导的是人与马的默
契。千百年来，巍峨而凛冽的青藏高原，马是
人最密不可分的朋友。

赛马会上的压轴戏是马术表演，选手
们时而在马背上倒立，时而藏身在马腹之
下，时而俯身飞拾哈达，时而勾身飞枪射
击，整个过程，都是对选手胆量、骑术和身
体素质的综合考验，也是赛马会上最令人
血脉贲张的时刻。有时选手的身体似乎快
要掉落马鞍，有时选手双脚倒钩马鞍近乎
贴着草皮；汉子们时而以精彩的柔韧性在
马背上腾挪翻飞，时而表现出高难度的精
准枪法和射箭；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动
作，一次次精彩绝伦的表演，你会有一种
时而看电影时而置身现场的错觉。康巴汉
子用一年又一年最完美的驰骋，为毛娅大
草原、为青藏高原的明珠城理塘赢来了驰
名远近的口碑。

确实，理塘很美，不管是以康南地区佛
教圣地闻名的长青春科尔寺，还是以赛马会
名扬四方的毛娅大草原；不管是仓央嘉措诗
歌节的恢宏壮美，还是远方格聂神山的神圣
召唤，都使得理塘成为许多人神往的地方。

转眼，春和景明新的一年又来到了，圣
洁甘孜也迎来了建州70周年，圣城理塘更是
处处洋溢着感恩奋进、幸福祥和的氛围，时
代的车轮早已让理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时代的嬗变也必将为理塘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

“洁白的仙鹤啊，请把双翅借我。不会远
走高飞，绕过理塘就回。”理塘，仓央嘉措300
多年前就描绘出的圣地明珠，是我们心中永
远的诗与远方。

丹巴秋韵
◎李俊杰

理塘之恋
◎ 杨力

闲暇展卷，情动张岱闲寂风雅的情
调：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
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

秋意恣然，秋天如姽婳的琴女，眉目
清朗。我们抛开琐屑，来到魂牵梦萦的四
川炉霍鲜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浩渺的水荡。

霞光濡染，妻坐船头，一脸烂漫，有胜
娇羞，“有美一人，清扬婉兮”。乌篷船悠悠
地在河里轻滑。两岸菰蒲丛生，青苇萧萧，
宋画般高古苍茫。株株柳树，俨似长袖细
腰的绿衣女子，曲尽身姿的袅娜与娉婷。
吸一口清新湿润的空气，心中漾满水草的
清气和馨香，我们内心丰盈，柔软得像一
根青藤。

跃入眼帘的是一望无垠的河面，微风
吹起道道波痕，如柔软的丝绸。清澈的河水
倒映着蓝天白云，水天一色，空灵莹透。远
处似有水雾升腾，若隐若现，“纵一苇之所
如，凌万顷之茫然”，心中一片秋水长天。

风乍起，河面泛起圈圈涟漪，如精致
的苏绣。水草轻漾，风中杨柳般轻盈，色泽
嫩绿，鹅黄，水彩画般明净。淡蓝的天空
下，横在河中的水草如苍苍蒹葭，虚实相
映，一幅写意的山水画，空灵中感到禅意。

稀稀疏疏的水草窜出水面，一只翠鸟
落在草尖上，长喙梳理着鲜艳的羽毛，好
似齐白石的水墨小品，以貌似枯萧之笔拖
出，极具神韵。水浮萍如道家八卦，香蒲水
寥蒿茼线条萧疏，简练似先秦典籍里的文
字。一群白鹭掠过，投下的倒影如一堆怪
诞的象形文字。

船儿向东一拐，便见一片绿莹莹的草
滩，以及苍莽的远村。水色淋漓中，那一片
葱茜的绿色如一团绿火，张扬着生命的活
力。浅水里，晚开的莲花，色泽艳丽，鲜嫩
诱人，红绿相衬，天然去雕饰。

菱塘里菱盘挤挤挨挨。阳光泻在菱塘
上，在墨绿的底子上涂一片金粉。菱盘下
藏着四角菱、凤菱还有野菱。水草间鲫鱼
轻快地游弋，唼喋声依稀可闻。纷披的水
草自在招摇，轻灵秀逸。令人想起采薇蒹
葭之章、秦月汉关之诗。轻轻地拎起一簇
菱叶，水灵灵的菱角已如刀枪附在青绿色
的叶下，弯弯的角，带着湿润水汽。咬开，
红壳白肉溢满清凉的脆甜，清甜，清嫩，清
香，糅合着河水清妙味的菱汁在嘴中肆无
忌惮地弥漫，味觉神经立时陷入一片鲜美
的沼泽中。水蔬的清隽和芬芳，诱惑着我
的味蕾，牵动着我的乡愁，给我带来丰盈
的喜悦和清欢。

我顺手捞起一把菱盘，慵懒地躺在船
上，凝望浩渺的天空。听妩媚的船娘吱嘎
的摇橹声，颇具丝竹管弦之韵。秋云呈现
一种清澈、澄爽、纯净的美，满目的蓝缎白
练，柔曼且轻盈，顿悟“看到秋天的云彩，
原来生命别太拥挤，得空点。”我们拨弄着
菱角和水葫芦，水面上飘荡着银铃般的笑
声。晚霞艳如少女眉心的一点朱砂，凄美
无言。殷红的霞光给妻子和船娘的周身镶
了一层锦，色调凝重，如古希腊的雕像。

川端康成说，秋天是从天而降的。是
这样绸缎般的秋天，又美又奇异。秋天真
是慷慨铺张又奢靡啊，大片大片水彩任意
挥霍恣意婆娑。芦苇早生华发，在涨满秋
水的苇滩上到处是飞雪般轻扬的身影，把
寂寥的芦荡装点得诗性而空灵。一阵风
过，狭长的苇叶飒飒作响，芦花点点，是线
装的诗，是林风眠的画。正如汪曾祺所叙：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
溜的，像一串丝线。”

远处传来渔姑清扬的歌声，恍如走进
吴冠中清丽的文字：“隔着渔网看那捕鱼的
帆船和初透水面的芦苇新叶，帆影满湖芦
芽短，是诗是画，我的故乡是诗画之乡”。
此时，平日的喧嚣和繁杂都已涤荡无存，唯
有眼前浓得化不开的岑寂笼罩着我们。清
泉一样，把人的灵魂洗濯得了无尘滓。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兴来无远
近，欲去惜芳菲。”秋塘的风景沁入内心，
灵秀、自然，那是唐诗里的清雅，也是宋词
中的婉约，是丰盈的画面，是动人的轻歌。
走进那片空阔澄明的静穆，获得一种体察
细微、幽深玄远的清雅乐趣，一种宁静、纯
净的喜悦。

沐着瑰丽的霞光，遥望远方的村落，
聆听河水的呓语，释放潜藏在心底的善良
和悲悯、柔软和感动，站成青青一株柳，在
天地间，彰显着动人的美德。

苏轼有诗：“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
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在苏轼眼里，
雪沫乳花，蓼茸蒿笋，都是清欢。再回眸，霞
光濡染下的溱湖水荡，宋词小令般雅致温
婉，带给人的清欢，如一抹清远的月色。

浩渺鲜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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