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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村
在我入学的那一天，我的班主任李晶晶对

前来送我的外婆说，你家孙女的名字比较拗口，
而且长，不好写，取个学名得了，现在都兴这个。

康巴文学 文化视野

西行记
车窗外，沙漠一望无际，导游的话落在沙子

里，瞬间就被淹没了，但她的眼眼却透着光芒，
这束光芒里能看到未来闪闪发亮的样子。

康巴藏族服饰
康藏人文

服饰的产生和服饰民俗的形成和人类居住的自然
环境、气候条件以及各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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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实证明，教
育局安排蒲显
全去中咱，是完全
正确的。这个号称

“小巴塘”的地方，让蒲
显全找回了当老师的感
觉，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
希望和激情。

中咱离县城远，但风
光美丽，民风淳朴。老百姓
重视教育，知道即使一夜
暴富，也要有知识有文化。
学校的教学氛围良好，蒲
显全安下心来，面对三尺
讲台下一双双干净的眼
睛，认认真真教了几年书，
每天坚持对教学成果和学
生的特点进行总结。他启
蒙过的学生，有考上大学
的，参加“公考”过关的，特
别是2006届那批学生，让
蒲显全最有成就感。2017
年因病、因公殉职的公安
干警扎西，也是他的学生。

“扎西是我们班的班长，学
习认真，很有集体荣誉感。
一次运动会，我们班得了
一百多元奖金，为了节约
钱，又让大家耍开心，他组
织大家买肉买菜，拿到家
里请妈妈做，那天吃的是
火锅，味道虽然比不上火
锅店，但是同学们都很开
心。他的哥哥和他同年级，
是另一个班的班长，有时
候为了自己班的荣誉，两
个 亲 兄 弟 还 要 起 争 执
………我到今天，都不敢
相信扎西去世了。”作为老
师，他如数家珍地怀念扎
西，心中十分难过。

在巴塘，听到教过的
学生叫“蒲老师”，蒲显全
说自己有一种幸福感。没
有当过老师，不过我想，这
跟医生面对成功救治的病
人时的心情雷同吧。

中咱人有意无意地影
响了蒲显全的“三观”。

有位学生家长叫曲
佩，是个乡党委书记。曲佩
只要进城，从不大吃大喝，
吃饱吃好就行，而且每次都
要给妻子和女儿买点小礼
物带回去。曲佩对蒲显全
说：“一个男人，首先要对家
庭负责，然后要对工作负
责，才能对自己负责。”这话
对蒲显全触动很大，他提醒
自己“三省吾心”，善待家
人，明白了工作的存在是为
了让我们不再惦记生命的
徒劳和死亡的不可避免，要
对得起自己。

这时，“两基”督导开
始了。因为他是支教生，文
字功底好，学校便安排他
在上课之余，转粉笔为键
盘，做文字工作。这个安
排极其对路，蒲显全
记忆力超群，参加
自考那会儿，无
论 是《梦 游
天 姥 吟
留别》
还

是
《 蜀
道
难》，或
者《项 羽
本 记》，不
管 抽 到 哪
句，马上可以
流利地往下背
诵，一字不错。所
以除了教书，做文
字工作也是他的强
项，每天与数据、报
表、材料、专卷“交
战”，好像有用不完的
精力。同事们惊奇地叹
道：“蒲老师太能写了！
他脑子里哪来的那么多
词哦！”他一个人写了无
数个材料，做了几十个专
卷，顺利通过了“两基”省
检，领导们纷纷不吝褒赞
之辞，说他干得好。

在之后的“两基”巩固
验收、现代远程教育改革、
学生学籍改革、“普六”扫
肓验收、教育均衡发展这
些大事上，蒲显全更是忙
前跑后。一次在城里遇见，
他的小鼻梁上多了一副略
嫌偏大的黑边眼镜，我笑
他“上窜下跳”。

正在朝气蓬勃地工作
的时候，家里遭遇了不幸。
唯一的弟弟罹患癌症，当
时的医保制度没有现在
好，大病费用难以承受。在
农村的父母渐渐老去，他
在高原支教，弟弟这病注
定是治不好了，父母的养
老是他必须考虑的问
题。妻子为了跟他到高
原，早就辞去了老家蚕
桑技术员的工作，儿
子还在读书。种种压
力，仅靠他一个人的
工资勉力支撑，经
济压力很大。每
至夜深人静，便
眼眶泛红，忧
思抓狂，致使
头 发 竟 半
白。（下转
第六版）

蒲显全第一个工作的地方，是
莫多乡中心校。当时正值“普初验
收”，学校需要人。

莫多乡左右两山对峙，中间夹
着滔滔巴楚河，基本上没有平地，凡
走路必上坡，中心校建在乡政府上
面的陡坡上。初来乍到，他跟另一位
叫雷罡的支教生还差点被当地青年
给了个“下马威”。老家有绿色柑子
林、湿润的红土地、美丽的白鹭鸶和
清澈的堰塘；一个乡村小学，再不济
也有八九百个学生；一个生产队，少
说也有千把人。再看看莫多光秃秃
的山，全校只有三十多个学生，收一
封信要等半个多月，打电话得进城
用113转，这对神采飞扬的少年蒲
显全绝对是一种打击。

内地农村再苦，总不缺蔬菜。巴
塘虽是高原江南，但那个年月，除了
盛产蔬菜的几个月，市场上菜品极
少，“白酒白菜莲花白”或“白酒白菜
白豆腐”，巴塘人谓之“三白”。

但他还是呆了下来，而且一呆
就是四年。日子过得很乐观，切菜的
刀钝如竹木，吃来吃去只有莲花白，
蒲显全笑曰“莲花白，竹丝切”，得到
了广大支教生的点赞，说他把素炒
莲花白吃出了诗意。“三白”吃腻了，
就吃生的藏鸡蛋，蛋上敲个洞，一口
喝下去，蒲显全说这是补充蛋白质。

四年后，蒲显全结婚了。为了让
妻子在中心校代课，一直喝不惯酥油
茶的他毅然去了远离莫多乡中心校
二十多公里，上坡要攀援，下坡随沙
石滑行，骑马得三个多小时，走路差
不多要大半天的色巴村小学任教。

“色巴”在巴塘方言藏语里，是“新
一天的太阳”的意思。色巴村小学建在
一个陡峭的山坡上，这里曾是坟场，还
有一说是部落争战时的杀场，工人们
曾挖出过不知多少年前的头颅。

如果说过去四年是在乡政府所
在地的话，那现在蒲显全就是来到了
穷乡僻壤的腹地。目之所及，满眼是寸

草不生的童山秃岭，滔滔巴楚河早
已不知去向，邻乡（即巴塘县党

巴乡）的英戈贡村在一侧，
与色巴村隔着一片原
始森林，村上9户人
家、54个老百姓，
简陋的藏房零零
星星散落在山
间。唯一令他
肃然神往的
是，巴塘的最
高峰党吉曾
然神山巍然
屹立在学校
的东南方，山
顶白雪皑皑，
这是蒲显全从
来 没 有 见 过

的。
全校六个学

生、两个老师，一年

级到六年级不分家，既教语文、数
学，又教自然、思想品德、体育、音
乐，纵然只有六个学生，也要看教
案备课，还得六个年级分别备。蒲
显全想偷懒都不行，教育局年底要
检查。

大山深处太静寂。有时，蒲显全
猛叩宿舍大门，聆之，唯“南声函胡，
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

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
件，蒲显全骨子里的“车前草精神”
起了作用。他希望能真正融入巴塘，
开始主动学藏语，和另一个姓李的
老师与五十四位老百姓融在了一
起，笑称：“五十六个藏汉同胞同唱
一支歌。”有时，李姓老师回城了，蒲
显全便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学校
里。夜幕落下之时，天上繁星闪烁，
地底一堆白骨，深夜内急出门，一股
凉飕飕的感觉穿过他的小脊梁骨，
不由得一个冷颤，脖子紧缩。风清扬
和神雕大侠都没有出现，一个叫阿
格曲批的老猎人来到了他身边。

阿格曲批是位穷苦的农民，也
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喜欢喝酒，
和蒲显全甚为投缘。他怜恤一个汉
族小伙子茕茕孑立，经常去学校陪
他，带他去打猎。

在原始森林打猎算是圆了蒲显
全的“武侠梦”。山风轻拂，空气里透
着青草与树根的气息，跟着阿格曲批
和几个当地农民打老熊、猎野猪、套
野兔、抓山鸡，颇有“壮士行侠，宝刀
倔，倭贼鼠窜”之感，就只差没有“红
袖添香”了。打老熊和野猪时，阿格曲
批保护他，让他在后面“望风”，但鲜
有猎到的，不过野兔倒是套了不少。
如此，蒲显全在“三白”与藏鸡蛋外加
洋芋的基础上，红烧、凉拌、冷吃、爆
炒，变着花样吃野兔“打牙祭”，从而
练就了一手烹饪兔子的好手艺。

在贫瘠的色巴，遥望神圣的党
吉曾然神山，阿格曲批习惯性地拿
起念珠双手合什，蒲显全则端着茶
杯默默凝视，他们是朋友、猎友、酒

友。阿格曲批和蒲显全虽然语言不
全通，却可以聊个通宵。两个人一人
拿一瓶白酒，你一口，我一口，酒逢
知己千杯少，聊到高兴处，便哈哈大
笑碰一碰瓶子，直到东方出现鱼肚
白。欢聊一夜，阿格曲批对蒲显全的
汉话似懂非懂，蒲显全对阿格曲批
的藏语似是而非，然后各自上床补
瞌睡，晚上又继续。建在坟场上的色
巴村小的夜，对蒲显全而言，不再是
那么阴森森的了。

阿格曲批家里就那几样东西，只
要蒲显全看得起，可以随便拿，老猎
人甚至要他在两个女儿中任选一个，
希望他能做自己的女婿。几年前，阿
格曲批病逝了，提起这位纯朴穷苦的
老人，一向笑嘻嘻的他泪光闪烁。

一年后，蒲显全离开了色巴村
小，继续到莫多乡中心校任教。

这时，支教生们纷纷改行，对他
有冲击，也有影响。一晃，在莫多工作
十年了，已经没了初来时的激情。是随
大流，还是继续任教，蒲显全开始认真
思考起今后的命运来。思来想去，决定
参加自考，先在学业上拯救自己。两年
后，县上成立文化旅游局，有机会改
行，支教生伙伴告诉他这个消息，让他

“跑一跑”。在这个关键时刻，恰逢妻子
生产，添丁当然是大事，他便放下改行
的事，回家探亲。这一探，不仅改行“泡
汤”，又被教育局调整到了比莫多中心
校更远的中咱乡小学。这让蒲显全十
分郁闷，他横下一条心，呆在营山一年
没回巴塘。结果是背了个处分：被全县
通报批评了。

蒲显全更加忧伤起来，他准备
辞职。巴塘的支教生纷纷带口信打
电话，苦口婆心地劝说。其中一位伙
伴的话让他动容：“小蒲，兄弟，你还
是回来，不要任性。咱们该奋斗还奋
斗，好好生活才是硬道理。”他这才
勉强拿了一套洗漱工具，将就穿着
的一身衣服，连个包都没背，情绪消
极地回到巴塘，背着处分去了
中咱小学。

做父亲20年了，蒲显全还是第
一次给儿子过生日。老中青几代人，
满满一桌子。蒲显全眯着小眼睛，喜
不自胜地看着儿子吹蜡烛许愿后，
酒便喝开了。高原上“无歌不成席”，
唱了几首歌，大家开始摆起龙门阵
来。小王说他下个月要去“公考”，考
到离老家近点的地方，运气好的话，
从此就离开巴塘了。蒲显全曾经在
中咱的同事平措“夏若”（“夏若”：绰
号，藏语乌鸦之意）不屑地说：“小
王，你才来几年嘛，就想走？看看人
家蒲老师，在巴塘支教28年，光区乡
就呆了22年。28年是个啥子概念？”
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小刘：“也就是你
的年龄，还是虚岁！”

听了这话，岁数最大的老干部
多吉叔叔点点头，表示赞同：“92年
到94年来巴塘的三批支教生，好像
有18个吧？他们和1958年来的那批
会计辅导员一样，后来都成了各行
各业的中坚力量。和你们分配或选
择考到这里不同，支教生当年包分

配，都是自愿报名来支教的……”
闻之，大家频频向蒲显全敬酒，

说他不远千里到巴塘支教，1994的
巴塘是个什么样子啊，简直不容易。

平措“夏若”嘻嘻一笑，说：“打
个不恰当的比方，蒲老师就像高原
上的格桑花，哪里都种得活。”

“藏族汉族，干部工人农民生意人
无业游民，跟哪个都打得拢堆。”我笑。

蒲显全也笑道：“我姓蒲，说我
是蒲公英更恰当，随遇而安噻。”

“蒲叔叔，今天是个好日子，讲
一下你的恋爱史嘛。”小张23岁，当
然对这个最感兴趣。

“我们夫妻是初中同学，青梅竹
马，一见钟情，就是你们听的那些歌
里唱的‘一瞬间的感觉’，没多少内
容讲哈。”

小王摇摇头，突然叹了一声：
“28年！”

蒲显全仿佛被这声叹息触动，不
由得感叹道：“28年，过得就像一天一
样。唉，不说这些了，今天我不是主

角。大家动筷子，不要为我节约哈！”
二十八年像一天。这话说得好。

19岁的快乐蒲显全仿佛又回来了。
初到巴塘的蒲显全皮肤白净，

挺直的小鼻梁，明亮的小眼睛，小个
子，腰板挺直，走路箭步流星，永远
神采奕奕。在四川营山县读了三年
师范，毕业前，充满理想主义的他听
着亚东的“我向你走来，捧着一颗真
心……啊，芸芸众生芸芸心”的歌，
怀揣“武侠梦”，主动报名到甘孜州
支教，分到了巴塘。距2022年，刚好
二十八年。

平辈人之间在姓前加个“小”
字，有些不礼貌，当我们叫他“小蒲”
时，蒲显全说：“我本来就是小眼睛、
小个子，又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叫
我‘小蒲’，名符其实。”

平措“夏若”说他像格桑花，他
说自己是蒲公英，我倒觉得他像一
棵贴地生长的车前草，田野、畦畔、
山埔、路旁，环境越差生命力越顽
强，扔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二
十
八
年
像
一
天

在
莫
多
的
日
子

正在工作的蒲显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