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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株树在春天挺立

（上接第五版）
但蒲显全不是别人，他是车前草。

穷则思变，他支持妻子在中咱开起了
“拉姆农家乐”。生意不错，但是非常劳
累。忙起来的时候，一位厨师，一个服务
员根本不够，他要身兼多职：“跑堂”、帐
房先生、门卫、清洁工、“墩子”，厨师有
事暂离岗位时，还要亲自掌勺。生意最
好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不来帮忙，还忙
不过来。

那段时间，他的QQ网名叫“神经衰
弱”。没过多久，“拉姆农家乐”关门了。
这得益于他的妻子李海燕，这个贤惠的
女人说：“显全，我们不要把钱都挣到医
院里头去咯，那才得不偿失。我看紧就
紧点，农家乐还是不要开了。”蒲显全最
终听了妻子的话，他已经精疲力尽了。

最后，还有三万多块钱的饭钱没有
收回，多半都是私人欠的。

对中咱，蒲显全充满了感情，说这
个地方改变了他。

除了学生家长曲佩，中咱的同事平
措“夏若”也让他非常感激。在他的“拉
姆农家乐”开业期间，为了防止他染上
打“大麻将”的恶习，平措“夏若”“搜”走
了他身上的大钱，替他保管，只留百把
块零用钱给他。后来到县城上班，平措

“夏若”把自己的一套房子以低于市场
价一半还多的价格租给他，解决了他的
栖身之地。“如果不是真心为我好，谁这
样对我啊？我们是一生的朋友！”他说。

这些帮助过他的人，温暖了蒲显全
生命的底色。

活在当下

关了农家乐，蒲显全的身体恢复了
不少，精神多了。2014年3月10日，他
在中咱任教十年整。也恰是在这天，他
被教育局抽调到办公室做行政工作。其
间，妻子髋关节脱位，在华西医院做手
术，还得接骨，“伤筋动骨一百天”，医嘱
42天不能下地。对妻子来说，这时最需

要他，他得悉心照顾相濡以沫的爱人，
尽到一个丈夫的职责。机关单位不比教
书有寒暑假，事假不能请长了，他便向
教育局交了申请，要求重回中咱小学，
但局上又把他派到了“老根据地”莫多
乡中心校。

重回莫多，当年怀揣“武侠梦”，差
点被给“下马威”的少年蒲显全成了支
教老教师，俨然是个“老巴塘”了，学校
安排他上电脑课，一周两节。

时代在发展，毕竟不是1994年的
莫多乡了，乡上网路畅通，交通方便。一
周上两节课，附带干点行政工作，妻子
又在老家照顾父母儿子，蒲显全的生活
全无规律。

莫多与中咱，耗尽了蒲显全22年
青春。那个年少轻狂的蒲显全一去不复
返了，他多了对人生的沉潜和思考，和
对永离之人的思念。

回忆起弟弟患癌夭折，他眼角渗出
泪水，对“睛天霹雳”“无力回天”两个词
有了切肤之痛般的理解。

李涛是和他一起来支教的同乡，一
个敦实厚道的人。汶川大地震那天查出
淋巴癌，当年八月去世。临终前在省人
民医院，李涛抓住蒲显全的手说：“一切
都会好起来的……”李涛去世那天，蒲
显全“QQ说说”上写的“你说过一切都
会好起来，我一直这么相信着……”很
久都没有删除。

还有阿格曲扎、扎西……
亲人、朋友、学生的离去，让他明白

了人生无常，活在当下。
喝酒、打牌、看大片、打游戏，睡觉，

在真实与虚拟交错的世界里“三省吾
心”，蒲显全对自己有一丝不安。

“得换一种活法了吧？”他想。
于是进城，到机关做跨专业的工

作。写材料，填表格，朝九晚五；陪工作
组，去建设工地，上山下乡。日子过得淡
定自然，不为别的，只希望好好做点事，
不负本心；生活有规律，让身体更加健
康一点。

…………

蒲显全儿子的生日宴还在进行中。
小王还是决定要去考试，早点离开

巴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蒲显全

说：“我是真的想融入巴塘，但因语言和
饮食习惯不同，总欠一点火候；有时想
摆脱巴塘，却又因为这些人和事，又总
有那么一点不舍。”

“小蒲这个人啊，说他玩世不恭喃，
人家的人生态度是端正的；说他不求上
进嘛，他又不愿意混日子；说他求上进，
又没啥野心和欲望；说他吊儿郎当吧，
做起事来踏实认真；说他精明呢，他也
有被人耍的时候。”多吉叔叔喝了点酒，
有些激动，更加健谈了：“来，小蒲，你这
个娃娃就是个矛盾体，但是你成熟了。
今天你虽然不是主角，我还是要借你儿
子的生日酒，敬你一杯！”

儿子给蒲显全敬了一杯饮料，说谢
谢爸爸。蒲显全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看着面前这一幕，我突然有些感
动，眼睛湿润起来。“车前草”蒲显全，他
不能代表所有支教生，却是众多扎根在
甘孜大地的支教教师普遍命运的缩影。

我眨了眨眼睛，对平措“夏若”说：“他
不是格桑花，也不是蒲公英，是车前草。”

大家笑着点头。
平措“夏若”和蒲显全几乎异口同

声：“生命力强。好死不如赖活嘛！”
我还有没说出来的话。
十多年前，德格支教生朱友写过一

篇《在德格》：“回看十八年，几个学生，
几篇文件，几个朋友，一妻一女，一副朽
囊。”所谓“朽囊”，我理解为在人生的某
一时段，被现实撞碎的理想之舟，包括
蒲显全的“武侠梦”。从跟自己过不去到
与世界和解终成方圆；从青涩懵懂的少
年，到成为油腻的中年大叔、庸俗的中
年大妈，我们终于活成了年轻时最不想
看到的样子。岁月弹指惊心，但我仍愿
捡拾起光阴的残片，对蒲显全，对支教
生朋友说一句：

愿你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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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康的地形地貌特殊

藏族先民把整个区域划分为三大板
块，即以阿里为中心的阿里三围、以逻些
（拉萨）为中心的卫藏四翼、以“岭”为中
心的多康六岗。多康六岗从东至西的邛
崃山、大雪山、横断山、沙鲁里山、巴颜喀
拉山，山山相连。海拔在五六千米的山峰
星罗棋布，境内最低海拔只有几百米，而
最高海拔却有7556米，是全世界典型的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垂直气温
地带。山峰终年积雪不化、河谷四季春暖
花开，四水流域大片良田沃土，六岗牧场
广袤，草肥水美。茫茫林海点缀不完那方
山川锦绣，滔滔江河倾诉不尽这里古今
文明。

多康的地理位置特殊

多康地理位置的特殊，在《格萨尔
王传》史诗中又重点突出了多康“岭”
地的特殊。史诗中说到“雪域之邦的多
康地区，有个土地肥沃，百姓富裕的地
方，人们叫岭噶布，岭噶布又分上、
中、下三部，上岭地域宽阔，风景秀
美，草原上花红草绿，色彩缤纷。中岭
丘陵起伏，常被薄雾笼罩，像仙女头发
上披着薄纱。下岭平坦如冰湖，在阳光
下放射着夺目的银光。岭噶布的前面
群山陡立；岭噶布的后面，峰峦蜿蜒。
各个部落的帐房群星密布，牛羊如天
上的云朵”。岭噶布就是多康的中心地
带，把展现“史诗”的镜头集中到多康
的岭噶布，这里东与唐朝都城长安、北
宋都城开封、元朝都城北京相连，西与
西藏的拉萨以及尼泊尔、印度相通，北
并党项西夏蒙古文化，南收姜人习俗，
是四方文化的交会处。这里的人们接
受了多民族文化熏陶，培养了他们的
智慧；这里的人们经历了大山大河的
锻炼，强壮了他们的体魄。在涉藏地区
有句俗话说：“卫藏的佛，安多的马，
康巴的人”，这是很有地方特征的。

多康的社会环境特殊

由于历代吐蕃王室的政治斗争，后
演变为佛苯之争，以及唐朝晚期的灭佛
活动，逼走了许多仁人志士，而一部分
走投无路的有志之士又不约而同地云
集到多康来。这里就以多康岭地（今德
格）为例。公元699年，吐蕃王室重臣拉
吉尼根布逃亡德格。松赞干布去世后，
由年幼的王孙芒松芒赞继位，由大臣噶
尔·东赞域松（禄东赞）护理国政。在噶
氏当权时期，对初兴的佛教进行了一次
沉重的打击。外地僧人被逐，佛经翻译
被禁止，大昭寺、小昭寺及其他神殿被
封闭或焚毁，连文成公主带去的觉阿佛
像也被用泥土封埋起来。芒松芒赞于公
元676年“暴亡”，其子杜松芒波吉在襁
褓中继任赞普。

禄东赞为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大臣，
他的“大唐迎亲”“征讨东女国”等事迹
广为人们传颂，简直成了藏族勇敢、智
慧和爱国者的化身，禄东赞去世后，他
的儿、孙又接过他手中的大权。杜松芒
波杰长大成年后，深感大权旁落噶氏兄
弟手中，欲图收回，于是与奸臣岩氏密
谋铲除钦陵兄弟。史载：“吐蕃自论钦陵
兄弟传统兵马，钦陵每尼中用事，诸弟
分据方面，赞婆则专在东境，与中国为
邻，三十余年，常为边患。其兄弟皆有
才略，诸蕃惮之。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其赞普器弩悉弄年渐长，乃与其大
臣论岩等密图之。时钦陵在外，赞普乃
佯言狩猎，召兵执钦陵二千余人，杀
之。发使召钦陵、赞婆等，钦陵举兵不
受召，赞普自率众讨之，钦陵未战而
溃，遂自杀，其亲信左右同日自杀者百
余人”，故演出了历史上恩将仇报的人
间悲剧。在这次悲剧中，钦陵自杀，赞
婆受降，云登吉绒之子拉吉尼根布免
受诛戮，遂携子赤松顿波和经典秘籍避
难于康区“丹麻”（邓柯、德格、白玉）一
带传演苯教，繁衍下“德格”（“德格”一
词在元盛时出现）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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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作为一种物质文化，有着悠久而灿
烂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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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族，自古以来生活在祖国大西南广阔
的雪域高原上。这里雪峰林立，草原辽阔，海
拔最高，号称地球第三极，气候寒冷。藏族人
民世世代代在这世界屋脊上，过着农耕和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因而服饰上有着
典型的雪域高原民族的特色。衣服的质料以
厚重的氆氇、毪子、羊皮裘等为主，服制多为
长衣，俗称“藏袍”。穿时腰间系扎各种质地
花色的宽长腰带。这种穿着是和雪域高原农
牧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宽大保
暖的藏袍既能防寒保暖，又能便利生产（干
活时常脱只袖子或脱两只袖子系于腰间，冷
时又立即穿上），夜间还能当被盖。宽长的腰
带系扎藏袍，既防止冷风钻入，又能保护腰
部。船形立筒靴，伸蹬十分方便，无论在雪原
或草原上徒步行走，阻力小且防雪。长时间
骑马，还可以防止小腿肚被马镫擦伤。所以
整个雪域高原，基本上形成了统一的服饰文
化特色。

但是，因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
之差异，生活在三江源和横断山地区的康巴
藏族服饰又与卫藏、安多地区有一定差异，
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康巴服饰文化习俗。

据史料记载，远古时期，康巴大地先后繁
衍生息着苏毗、附国、党项、东女国、吐谷浑
等邦国或部落联盟。这些邦国或部落联盟的
服饰佩戴各有特色。如附国“以皮为帽，形圆
如钵，或戴幂，衣多毼皮裘，全剥牛脚为靴。
项系铁锁，手贯铁钏。王与酋帅，金为首饰，
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北史·附国
传》）；东女国“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
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为

小鬟髻，饰之以金。耳垂铛，足履。”（《旧唐
书·东女国》）；吐谷浑“男子通服长裙僧帽或
戴幂 。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
珠宝。”（《旧唐书·吐谷浑传》）唐代吐蕃东
渐，生活在康巴腹心的甘孜州人上承远古先
人遗风，将本地土著文化与吐蕃文化交融，
衍生出了独领风骚的康巴服饰文化。

甘孜州服饰大体可分为康北农区服饰、
康南农区服饰、牧区服饰、木雅服饰、嘉绒服
饰等。

康北农区服饰主要分布在德格、白玉、新
龙、甘孜、炉霍等县农区。康南农区服饰分布
在巴塘、得荣、乡城、稻城、理塘等县农区。牧
区服饰主要分布在石渠、色达县及各县纯牧
业区。木雅服饰分布在道孚、雅江、康定折多
山以西农区和九龙县农区。嘉绒服饰以丹巴
县和康定县大渡河沿岸为代表。康定鱼通区
和雅拉乡、泸定岚安乡一带又自有特点。

康巴服饰，男装差异不大，女装差异尤为
显著，形成各自地域风格。

解放前，甘孜州农牧区，一般百姓生活劳
动著装讲究实用美观，衣装不讲究件数多，
一生只求一身盛装，于礼仪节日场合穿戴。
礼仪节日盛装讲究用料华贵。

康巴服装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长袍，藏装最基本的外衣。男女略同，均

右衽大斜襟，宽腰大摆，大圆领，宽口超长
袖，左襟右腋下有彩色系带。腰间另配宽软
超长束腰袍带。男式长袍超过身高且宽大。
牧区长袍多皮裘。一种为老羊皮板不挂面料
的长袍，俗称“扎巴皮”。这种皮袍结实厚重，
摆边及领襟袖口边沿镶红、蓝、黑色丝质、棉
质宽边装饰带一至三道。有的在肩背处叠缝
揉制的鹿皮或用黑布裁剪成的云彩、日月等
装饰纹样。还有一种为挂面料的羔羊裘袍，
俗称“查日”。这种皮袍轻盈柔和，面料多为

大花锦缎、深色藏片、毛呢等。有在领襟、袖
口、下摆镶宽边水獭、虎、豹皮作装饰的，也
有不作装饰的。农区长袍，冬季除羊羔裘皮
长袍外，多棉袍、栽绒袍。夹袍多氆氇、毛呢，
各色棉布等为面料，棉绒、粗呢等为衬里。单
袍以原白羊毛毪子、氆氇、各色棉布等为料。

坎肩长袍（藏语称“普麦”），为无袖长
袍。为农区妇女夏装，选料多为单薄型，如
锦、平绒、棉布等。

长衫。嘉绒、鱼通地区妇女的基本外套。
右向开襟，统腰，小高领，中长袖，左右开岔，
左襟右腋有丸形铜扣或布质盘扣。多以青棉
布、原白毪子为面料。胸襟处镶约五公分宽
的黑布装饰带。盛装多用青平绒、细毛呢、锦
缎作面料，胸襟处镶金丝缎装饰带。

短衫，通常所说的衬衣。男女同式，右向开
襟，宽腰，高领，袖短，摆齐腰，有的下摆常成

“毛边”，襟沿常滚边，领亦常镶金边。左腋缀铜
扣或布质盘扣。以各色棉布、丝绸等为料。

短袄。男性多用。右向开襟，高领为主兼
有小圆领，宽腰，长袖，摆齐腰。襟沿常滚边，
领口镶边。左腋缀丸形铜扣、银币扣、布质盘
扣。面料多选平绒、灯心绒、锦缎等。衬里多
用羊羔皮裘、绒布等。

短夹袄。前开襟，圆领，长袖，下摆长齐
臀部，左右开叉，无系无扣。多选毛呢、锦缎
作面料，以粗绒呢，羊羔皮裘做衬里。这是一
种僧人、老年男性、学者袍衣外加穿的外套。

坎肩。右向开襟，宽腰，短摆。左腋缀丸
形铜扣或布质盘扣。农区多小高领，牧区有
小圆领。领口镶边。

皮褂。康装特有著装，劳动护身兼防风
寒，男女皆穿。各地型制略有区别。

长皮褂，鱼通地区以山羊皮板为料，不挂
面料。前开襟，圆领，无袖，宽腰，无系无扣，
摆齐膝，领襟沿滚边，肩摆沿处成自然毛边。

木雅地区以整张兽皮制成，光皮板不挂面
料。男性多以熊、岩驴等厚性皮板作料，女性
多以羚羊、山羊等软皮板作料。襟沿镶大红
藏片做装饰。

毪毡褂。以牛毛织成的粗毪子或羊毛毡
为料。圆领，对襟，长袖，宽腰，摆齐膝。领、
袖、襟、摆处均滚红边。康南农区还流行用氆
氇、细毪子等为料缝制的盛装褂。高领，对
襟，无袖，统腰，摆齐膝。

披风，防雨雪风寒用。羊毛毡披，长见于
牧区，以纯白羊毛毡制成。平领，无袖敞腰，
展开后呈半圆形，摆齐膝以下，领口有系带。
肩背处装饰青布云纹等。毪披，以四方形毪
毯为基本形体，以各色细毪子为料，无领无
袖，领口处两个角用领花、别针或系带相连，
下摆两个角缀有彩丝吊穗。

裙。康装特有著装，主要有两种型制。百
褶裙，皱褶平整有序，褶有五十至六十不等，
多则 108。长齐脚背。以各色氆氇或锦缎拼
缝，亦有青棉布、平绒等为面料的。围裙，常
见于嘉绒女装。四方形裙面，由前后两幅组
成。前裙幅宽约50公分以上，后裙幅宽约80
公分以下，长齐脚踝。后裙左右、下部均手工
刺绣各种花纹图案，裙摆两角缀丝穗。质地
多为青平布、平绒、灯心绒等。

乡城县妇女盛装，以五颜六色的花氆氇
制成百褶连衣裙，左右胸襟处镶以红、黄、
绿、藏青和金丝绒五块三角形衣料，分别象
征福、寿、土地、先知、牲畜和财富。双袖肘处
镶红布，袖口镶绿布，背部镶绣“公热”吉祥
图案，裙边镶红色羊毛条，色彩艳丽，装饰性
极强。

另康巴女性著装皆喜围一青布围腰。围
腰呈长方形，宽约50公分，长齐膝下，腰际有
带。盛装围腰（藏语称“邦典”），以五彩氆氇
为料。裙幅略短小，做工精致。

康巴藏族服饰
◎扎西次仁

藏族生命美学

你从哪里来
走进这片绿地
还被人锯掉多少枝条
由洒脱变得唐秃挺立
你本在故乡的村子洋溢着胎气
也在弯弯山道自由地散发绿意
哦，你这棵黄葛树
怎会站立风中
飘落叶片毫无生气

腿粗如桶腰壮头细
被人间四月天脱去绿衣
变得张牙舞爪呆傻无语
肥厚的黑黄鹅黄叶片
无序铺撒草地
没藏住印在片叶上的斑迹
你是否还有些怕冷
披着薄薄的浅黄风衣
温和春风清晨阳光

打在身上并不暖
不然你怎么会颤粟
是不是怕蚊咬虫蛀
让壮硕的下腿涂上
白色浆液
本是万物勃发季节
不必一脸焦灼
挥舞细爪般的铁枝
在春风中喘泣

◎
胡
庆
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