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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机关都有伙食团，柴禾需求量很大。

当年所有的人做饭烤火都得用柴火，章谷镇
人们的柴禾除了少数由附近藏寨的农民农闲
时供应外，大多数靠城里的居民砍柴供应。于
是砍柴卖的人成了一道风景线。

每天下午四点以后，丹巴城西扎巴山通往
县城的路上砍柴的人络绎不绝的从悬岩峭壁
上的小路走来，大多背着立背子，柴长一米多
至两米不等，立着捎成背子，上大下小，走起来
非常轻松。到了星期天更是老幼妇孺齐动员，
干柴一斤一分伍，湿柴一分至一分二一斤。

搞建设，需要砖瓦石灰，烧砖烧瓦需要大
量的柴禾，于是一个砍窑柴的队伍诞生了。这支
队伍强大有力，都是全劳动力。他们很专业，手
握羊叉，挥舞弯刀，所向披靡！有计划、有步骤，
像割麦子一样，有头有序，一根不漏，西从牦牛
河的干磨子，东到扎巴山岩路（今水文站），上自
白呷山寨子脚下，下到几条河口，乃至甲楚桥对
面山坡，刮胡刀走过一样，所过之处草草毛毛都
砍光。山坡上长的都是些不成大器的小灌木，如
黑棘、杨布枝、黄狗皮之类的小杂树。砍过了枝
桠，留下的树根又成了当地人的柴路，挖小树根
叫打疙篼，特别是黑棘疙篼最好烧。

一栋栋新楼竖起来了，不仅是县城，城外
的五里牌、三岔河、索断桥，杨柳坪、四大厂矿
的基地上到处墙壁雪白，瓦房鳞次栉比。

眼看没有窑柴可砍了，八美到丹巴的汽
车路通了，汽车拉来了牦牛河谷的大块树木，
解决了丹巴的柴禾问题。

50年代末，八美到丹巴公路的通车是丹
巴历史上的一大变革，解决了丹巴至康定的
交通运输，意味着从此结束这一段茶马路上
人背马驮的运输历史。

砍窑柴的改行，背柴卖的失业。不过那时
就业的办法多的是，一些原来的小商加入商
业局，磨豆腐，烤做点心，做各种副食品，杀猪
杀牛。一些人加入建筑社作小工，打片石、背
石头、挖泥巴。调泥巴、学石匠……

还有好大一部分居民一夜之间组成了一
个“城关生产队”，在城后开出的那东一片西
一片的坡地上开始了他们战天斗地的生涯。

当时兴旺发达的云母矿修了电厂，县城的
人也沾光用上了电灯。到60年代初，云母矿修
出了第一栋四层片石砌墙的高楼丹巴云母矿
招待所，在改革开放以前它一直是章谷镇最高
最大的标志性建筑。这期间云母矿、森工局至
少修筑了两条矿山公路，也算是乡村公路。

80年代，改革开放来了，交通、通讯、教
育、文化、城市建设……一场史无前例翻天覆
地的变化发生了 。

章谷镇——变、变、变！变成了现在这般
模样。

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凤凰涅槃，这是不
需要任何解说的图画风景，这是可以感受和
认知的事实。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变化。

瓦丹路、刷丹路、小丹路相继通车、加上
八丹路，可谓通衢。丹巴成了名符其实的四通
八达，从四条外出大道到村村通公路，从土石
路面到硬化路面，如今高山之尖，云端之上，
凡是有人家的地方就有公路，章谷古镇成了
丹巴繁华空前的中心。

教育事业长足发展，丹巴已有了两所中
学，两所小学，我念书的丹巴城区小学已实现
了现代化教学。

城门包再也不是关隘，两条公路两座大
桥在城门包下形成新风景奇观。

干桥桥两岸早筑成坚固的水泥石墩堤
坝，桥面坚实如平地。紧紧链接着这个城市。

荒凉的沙子坝成了丹巴最热闹的“盐市口”。
当年“城关生产队”在城后山坡上那东一

片西一片牛皮癣样的土地早已湮没在了退耕
还林的绿色之中。

从老西河桥到大小金川交界处的河口，
几公里长的街道簇拥着崭新的章古镇。

人们还在不断追求，老城之外又建新城。
为解决城里交通拥挤，绕城隧道、隧道跨河大
桥、沿河边步行道正在建设中。

沿河公路、穿城公路并行。西河大桥、嘉
绒大桥、丹巴大桥、绕城隧道大桥，成了丹巴
城边的多彩风景线。

城后变电站，高压线纵横交错，跨越峰尖
深谷，正把大功率的电力送向远方。用柴火烧
饭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些砍柴的故事永
远留在了时间的记忆里。

一切都变了，不变的只有白人山顶上的石
菩萨和回水沱对岸千尺峭壁上的石英壁画。

摆在面前的奇迹无须任何诠释。如果不
是见证历史，有谁能想象得出七十年前的章
谷镇是一个什么样子。

而今的章谷镇已是高楼林立，长堤锁岸，车水
马龙，歌舞翩翩……无愧为丹巴美人谷的名片。

如何点评，从历史点评到今天，从今天点
评到历史！不点评今天不知道历史，不点评历
史不知道今天，我只是蜻蜓点水式地记下了
这今昔对照的浮光掠影。

古镇走进新时代

肆

藏族文学这一概念诞生于与我们
并不遥远的年代，但其内涵存在的历史
源远流长，优秀作品极为丰富。一个民
族的文学母体、价值取向、情感特征、存
在形态、表现方式和方法、审美风格及
其演变、发展都直接由民族的文化生态
所决定。同样藏族文学是在表现本民族
社会生活，精神气质的过程中，逐渐形
成的适应和符合本民族审美理想的独
特的艺术形式之一。它带有藏民族过去
和现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是藏族精神
和生活的标记。

藏族文学的特点，从内容来看，是以
叙述本民族精神内涵为主，从文学形式来
看，最突出的就是语言特色，文学是语言
的艺术，而语言最带有民族特色，历史上
的所有文学作品都以母语进行创作。其次
藏族文学在艺术构思、结构安排、表现手
法和文学体裁上也具有一定的特色。

藏族文学包涵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
两大系统。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大形
式。它们之间既有相互联系，又各具特
色。藏族谚语中说：“我们的文化为有史
以来老积雪、并非昨夜降下的新霜”。藏
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学传统，在
这一传统中沉积着深厚的本民族特有的
东西。就文学传统而言，作家文学有：叙
事小说、诗歌、诗散结合体、传记文学、寓
言文学、物喻文学、格言文学、道歌文学、
戏剧文学等。

民间文学以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
萨尔》为代表的民间口耳传文学更为丰
富多彩。宗教文化和民间文化长期互动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宗教民间化，民间
宗教化的多样文化形态世代被传承下
来。民间文学主要有民间故事包括系列
国王故事、系列尸语故事、系列动物故
事、系列童话故事、鬼故事、民歌、情歌、
悲歌、种类繁多的赞歌、歌谣、口编诗歌、
单口相声等。还有一些作家文学中的故
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如《米拉日巴》、
《志美更登》、《苏吉尼玛》等。

浩如烟海的藏族传统文学所贯穿的
一条主线同样具有文以载道、因果无欺
的精神内涵，其表现手法具有一定的现
实主义风格，一些作品富有浪漫主义、象
征主义色彩。诗歌创作在藏族文学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至尊宗喀巴大师把诗视
为世间三大宝之一，诠释出藏民族珍视
诗歌的文化心理。不少文人十分热爱诗
歌创作。历史上藏人只要进入到文人行
列，没有人不会写诗，这也是对文人的基
本要求之一，因此世代文人著有卷帙浩
繁的诗集，其中不乏精典之作，为后人留
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由于过去的作家
绝大多数出自宗教界，因此他们的作品
中充满着佛法精神。他们的诗打动了一
批又一批人的心，清净了很多人的灵魂。

藏族古代生态文化系统基本上是
传统文化内部的演变，没有发生根本性
的裂变和转换。藏族文学作为这一生态
文化系统中的一员，无论是文学形式、
表现手法，还是文学体裁、艺术构思等
方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
这与异域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程度
有关。然而，从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历
史来看，文学的民族形式不是固定不变
的，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它随着社会
生活和艺术的发展，并吸收其它民族艺
术形式的优点，不断地丰富发展。一个
民族文学的丰富发展，是在各个民族的
交往、交流和民族之间文化相互发生影
响下才能实现。外民族文学对本民族文
学的影响、接受程度取决于，一是本民
族的现实需要，凡是符合本民族现实需
要的外民族文学，就能吸收和改造，成
为发展本民族文学的积极因素；二是接
受外民族文学的表现手法、艺术风格、
创作技巧等别具一格的特色；三是先进
民族优秀的文学在各民族文学的相互
影响中常处于主导地位，先进民族文学
的精粹部分，常常能给予其它民族的文
学发展以推进和促进，大民族文学影响
小民族文学，西方文学影响东方文学，
已经成为文学的发展趋势。

民间这个林子很大，民谣跳跃在各个枝头。
他们都是我的祖辈，娓娓叙述着淳朴的

历史。这些生命的声音，在我们无尽的岁月
的四周飞翔。

就像从一个窗花的边缘开始，所有的图
案简单而迷离，所有的词句熟稔而新奇；

旱烟袋和七寸金莲翻墙幽会（这与爷爷
奶奶的恋情相似）；长满爱情的高粱地（我想
走出高粱地的怕就是父亲出生的故事）；

牛皮鼓（击碎我每一根痛苦的肋骨），铜
唢呐（喑哑着招魂的唤声）母亲还是走了；红
烛高烧的印花被（不是我盛大而朴素的婚礼
么）……

这里的民谣，不只是那犁光镰影里破碎
了的陶片，这是真正的民谣，是经过风雨洗
礼的几代人。米酒流淌的传说，飘浮着荤素
不同的风格。

有生命的地方都布满了民谣。即使有些

久远的，打着难以破译的哑语，都暗示着一
个个可贵的真理，让我们明白哲人的走向，
让我们明白应该尊重他们：

就像尊重土地，播下汗水，收获汗水；就
像尊重母亲，播下眼泪，收获眼泪；就像尊重
图腾，播下永恒，收获永恒……

一唱民谣，我就想到以不同的方式回报
恩典，而最直接的就是──在树下拾起两片
音乐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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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的草原、雪山、还有湖泊；
我像是在梦里见过，在那里生活，在那
里休憩，在那里徜徉，忘乎所以；在梦
里，我应该是属于那里……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也觉得世界
很大，想去记下一处风景，去到一个地
方，流连忘返。人生应该有那么一段
路，停下脚步，读尽沿途的风光，在感
受一份闲适之后，再起程，不为生活而
去，不为生活而留。

康定是个好地方！跑马山上的雪
屹立在风里，阳光在雪山上闪耀，由近
及远，从大地到天空，像诵经人手中的
转经筒。旋转的转经筒，像是在流逝的
时间里切开一条缝，发出耀眼的光芒，
被明亮刺黑的眼眸里，我看到了令人
折服的虔诚，我感到时间在夹缝里仿
佛停止了，静默和安然守护着这里的
每一寸土地。绵羊和牦牛在草原上忘
乎所以的游走，自由自在；白色和黑色
在大地上变换着，像阵雨过后的云，坠
落在地，交相辉映。

秋末的草原，到处都泛着黄，像一

张年代已久的老照片。空气里弥散着
泥土和枯草的气味，我曾在家乡的田
野里也感受过同样的气息：秋末的稻
田里满是稻茬，稻茬又发着深绿的禾
苗；一个又一个屹立着的稻草人被放
倒在地，叠成高大的谷堆。我们在谷堆
旁捉迷藏，在谷堆上嬉戏……此刻，我
想起我的家乡，想起我的童年，一片欢
声笑语，青春像在这里不会散场，回忆
在原野里反反复复。我在这染有年代
记忆的风景里徜徉、沉醉……

跑马山上的雪在黄昏中变得温
热，彤云的影子映在雪上，天与地好像
隔得很近，夕阳只在此时徘徊。羊群的

“咩咩咩”声，从远方传来，一阵一阵
的。牦牛不时的发出“哞哞”的声音，时
而仰首看沉落的夕阳，时而低头啃地
上的草。夕阳完全沉入大地，远方的牛
羊，才有序的向着人烟走来。此时跑马
山下响起了动人的歌：“跑马溜溜的山
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
在，康定溜溜的城哟，月亮弯弯……”。
《康定情歌》在我小时候就耳熟能详的

民歌，那时只是知道朗朗上口歌词，再
无其他。此刻身临其境，我明白了康定
的一切，一切是如此的生动、真实，热
情豁达的康巴汉子，把康定的风土人
情展现的淋漓尽致。“初识不知曲中
意，再听已是曲终人”，大概就是此情
此景吧！

日暮天寒，篝火升起，夜色悄然，
草原上的景物都沉寂下来。白天的热
闹又藏匿在碉房里，所有人围坐在炉
火旁。虽然我是远到的客人，但是在这
里并不生分，因为陌生早已被康巴人
的热情融化。好客的康巴人，拿出自己
珍贵的青稞酒和牦牛肉，招待远到的
客人。甘醇的青稞酒，是自然、勤劳和
质朴的凝炼。酒入“愁肠”，大家唱起了
迎客歌，歌声在夜里，在空旷的草原
上，向四面八方传开。在这欢声笑语
中，我感受到了康巴人的淳朴、热情，
这也是他们辛勤劳动后的收获，是真
实，也是美好。其实，生活没有平淡，出
色之分，只要质朴纯真就很美。

向往梦里到过的远方——美丽康定。

火葬准备彝语称“起合达德”。起
灵前，丧事总管“苏依”，根据丧家的意
图，女丧，指定五至
七人，男丧，指定七
至九人，去选定葬
地，劈好火葬柴。

火葬地，除上
吊、服毒等凶死的
人选在丧家下方
位 的 沟 边 、河 坝
外，其余都选在丧
家上方附近的山
坡上或平坝上，以
让死者安息，进入
祖先发祥地，降福
于后代，使子孙平
安，荣华富贵。

火葬柴，忌砍
用马桑柴。彝族常
说 ，马 桑 柴 不 是
柴，烧起不肯燃，
上面结的果子吃
多了也毒人。曾有
人实在砍不到其
他的柴，就砍马桑
柴藏尸，结果既不
肯燃烧，又使梵尸
出现异常，叫丧葬
者感到可怕。

以选择桃树、
李树、松树等为火葬柴最佳。原因有
二：一是油重肯燃烧，火力大；二是死
者的灵魂有果食吃。

火葬柴要劈成一米九长一根，挖
好火葬坑，葬柴按“井”字形架在坑上。
男葬，八十一根柴，每层排放九根，纵

一层，横一层，堆码九层；女葬，七七四
十九根柴，每层排放七根，纵一层，横

一层，堆码七层。
准备就绪后，留一

人看守，其余人都回去
参加出殡仪式。

起灵彝语叫做“措
莫莎”。起灵前，由一个
知识渊博的毕摩，或一
个口才特好的内长者，
面朝东方，站灵前，口
念“指路经”，彝语叫做

“呷玛”。为死者灵魂指
点通往祖先发源地的
道路。指明哪里有大
路，哪里是小路；哪里
有重山峻岭，哪里有虎
狼野兽；哪里有亲人来
接待，哪里是吃早饭的
地方；哪里有歇脚的地
方，哪里是吃午饭的地
方，路线要一站一站的
指明，情况要一样一样
的说明，让死者安安全
全地回祖先住地。说的
人吐词要清楚，嗓音要
洪亮，音韵要悠扬，而
且不能有差错。

“指路经”的路线内
容：便是沿着祖先迁入

九龙的路线。从跨出家门，走上大路开
始，一站一站地往下说。途中要经过

“各俄勒来”那地方，传说那里是阴阳
的分界线。然后到美姑地区的“古候”、

“曲捏”（是彝族最先在凉山定居的祖
先）家歇脚饮马。然后从金阳地区渡过

金沙江，上山到“麻洛衣曲”。“麻洛衣
曲”是祖先开凿的泉水，渴也得喝三
口，不喝也得喝三口。然后再一程一程
的到“祖祖扑乌”，直到“天堂”，即“博
俄勒足”（又称“莫木扑古”）。在去“天
堂”的路上，有一个三岔路口，一条是
黑路，路边有黑树，树上有黑猴，那是
魔鬼的路，不能去；一条是黄路，路边
有黄树，树上有黄猴，那是灾难的路，
不能去；一条是白路，路边有白树，树
上有白猴，这才是通往祖先居住地的
山路。祖先居住的地方，住的是白房，
穿的白衣，养的白狗、白羊、白鸡，耕的
是白牛，吃的是白饭，灵魂就到那里与
祖先同住，与祖先团聚。

念完“指路经”，便起灵出丧。由两
人从丧家点燃两把火，走前头，有一
人，用根木棒穿着一个约三斤荞面做
的烧馍走后头，这个馍馍，彝语叫“措
起额夫”，烧起时不能翻。由四个中青
年男子抬尸往火葬地。

当起灵、丧礼进入高潮，人们鸣枪
致哀，哭声四起。此时此刻，枪声、哭声
交织在一起，悲怆的气氛充满整个山
寨。在走往火葬场的路上，执火把的人
在往前，扛“措起额夫”的人跟后，妇女
随后，遗体在中，男人随后，无人不流
泪，无人不悲凉！

到了火葬场，把遗体头朝东、脚朝
西、脸朝下，背朝上地放在焚尸柴码
上。头朝东，是因为人们认为祖先住在
东方。当死者的灵魂从烈火中得到永
生时，一抬起头，就刚好看到东边金光
四射，冉冉升起的朝阳。背朝上，是为
了防止火葬时因筋肉收缩而使遗体坐
立起来的一种预防性措施。

祭奠彝语叫做“祖

簸”。起灵当日，葬礼异

常隆重。

这天，死者的亲戚

家门都要前来祭奠，并

按规矩带上自己应出

的一份财物。

早晨，帮手们把丧

家和亲属准备好的牛、

羊、猪全部宰杀，一祭

死者，让牲畜灵魂随同

死者升天；二招待来吊

唁的所有人。见人给一

坨牛肉、一坨猪肉、一

坨羊肉和一坨下肉的

饭巴坨。

编织未来。洪显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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