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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像是一双不断行
走的脚，这一只脚刚抬起，另
一只脚就落下来。一段完整
的岁月就像是天上的圆月，
一点点的残缺下去，直到弯
曲如钩。

初夏时节，同学海军兄从
宅龙打来电话，邀约我有时间
时到山里来看一看。当时，因
为学校里还有一些琐碎事情
需要处理，也就没有立即答
应。其实，宅龙村寨与我老家
只隔着一座山梁，步行过去大
约需要三四个小时的行程。在
我的记忆里，山梁上道路崎
岖，还需要爬上爬下，有的地
方还有断崖，架设有栈道。不
过早已年久失修，需要格外小
心的通过才行。我想，如今这
条路早已荒芜了吧。不过，我
还是想再去走走这条道路，因
为还可以重拾一些残存的记
忆，让它续接起来。

终于，熬到了放假，此时
时令早已进入了冬日。眼看着
年关将至，家中又没有多少事
可做，忽然之间从心底深处冒
出冬游的想法。而且随着时间
的流逝，这种想法更加的强烈
起来。“走，必须得去一趟，人
生又有多少这种决定呢。”于
是，回到老家，背上相机，顺着
那一条小径向着宅龙梁子走
去。那一条小路旁，树木丛生，
幸好是冬日，枝条早已掉光了
叶片，不然，路将会被这些枝
叶遮挡，很难找出路的样子
来。凭着记忆，我一直向前。来
到断崖处时，记忆之中的那一
段栈道早已腐朽。人们在栈道
后挖掘出了一条宽约三十厘
米的小径，勉强让一人通行。
不过需要加倍小心，一手扶着
崖壁方可过去。翻过一道垭
口，就来到了宅龙。

在横断山脉腹地，身处某
一个地方，说起来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不就是走小径、穿林
海、进村寨而已，但是这里的
村寨、田野却有着几分独特的
样子。时至岁末，尽管这里阳
光充裕，然而田边地角、森林
里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
空气里隐隐飘动着一阵阵寒
意。村寨旁几棵高大的松柏
树，在冬日的荒凉中，愈加的
苍翠。那些针状的叶子在阳光
的照射下，反射出绿色的光
泽。而山坡上的那些桦树，一
起露出红色的树干，与树底的
积雪相映成趣。远远望去，就
像是红裙白鞋，整齐列队，等
待人们目光的检阅。村寨正中
央，有古老的建筑体。围墙内，
有约1000余平方米的小广场。
广场中央，人们围着一堆篝火
且歌且舞，一场锅庄舞表演正
在舞者们如痴如醉的表演中

进行着。
其实，对于这里的人们而

言，也无所谓表演，只是日常
生活之中的一个调味品而已。
这里的男女老幼，天生就会唱
歌跳舞。对于锅庄舞而言，更
像是家常便饭。而舞蹈中，那
些铜钹、铙钹和皮鼓是最好的
道具。只要走进宅龙村寨里，
每一户人家都拥有着这样的
一两件打击乐器。只是规格不
同，音质就有不同。不过敲击
的手法却如出一辙，不必要去
担心这些远古传下来的器物
发出破响。居住在这里的人
们，似乎每一个人都是敲打这
些乐器的能手。从蓬头稚子到
耄耋老人，抓起鼓槌、举起铙
钹的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一
拍一合之间就是一种人间最
美的打击乐。他们在集会和表
情达意的时候都使用这种特
殊的方式进行交流，心情激动
时，会敲打鼓点和铙钹；逢年
过节时，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
喜庆，也要敲打这些乐器；一
年一度的春节，更要起劲的敲
打这些打击乐器……

一般来说，这些打击乐在
演奏的时候有多个声部的结
合。因此，锅庄舞的唱腔也就
自然有了多声部的结合。在许
多时候，这些打击乐器的功能
就是为了让人们在跳锅庄舞
时让脚步随着节奏而动。也就
是说，这种打击乐必须和歌声
舞步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
完整的表演——锅庄舞。锅庄
舞的跳法有两种，一种叫“达
尔嘎迭”意为“大锅庄舞”，一
种叫“达尔嘎瑟”意为“小锅庄
舞”。其中，在跳大锅庄舞时，
完全用这些打击乐器来指挥
舞步及唱腔，因此显得古朴庄
重。而小锅庄舞，可以使用这
些打击乐，也可以不使用，因
此其舞步轻快飘逸，唱腔极具
感染力。只是这两种锅庄舞都
有着自己的舞台和特定的含
义，因此，只要有锅庄舞的表
演时，一般来讲，都要从大锅
庄舞开始，跳上几曲大锅庄舞
后，小锅庄舞才登场表演。

这里的女孩天生丽质，舞
蹈之中动作轻盈柔美，歌声如
一股清泉抚慰人的心弦。而旁
边的观看者们，绝不仅仅是看
她们的舞姿，更多的是将目光
锁定在姑娘们身上的衣着和
满月似的脸庞上。这些衣服古
朴典雅，服装上都缀满了精美
的手工刺绣。图案以鲜花、蝴
蝶为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如果你仔细观察，还可以从这
些刺绣里看到古时候人们生
活的一些场景。在这时候，观
者往往会浮想联翩，让自己也
置身于一个不知岁月几何的

年代里，从中去揣摩世事的变
迁和时代更替之后带来的联
想。虽然都是一种猜想而已，
然而却能从中产生一种朦胧
的情感，让思维海阔天空，自
由的飞翔。

当然，这些打击乐器也是
有着自己独特的声响。就说皮
鼓吧，村寨里的皮鼓都有了一
些年代，皮鼓的鼓槌都使用棉
布包裹，这样的鼓槌既具有敲
击力，又不会对鼓面产生破坏
力。而这些皮鼓的鼓面呢，用
羊皮制作而成的叫做羊皮鼓，
用牛皮制作而成的叫做牛皮
鼓。其中羊皮鼓应该为鼓中之
上品，其鼓声激越，有着很强
的穿透力。而铙钹和铜锣呢，
用黄铜打造而成，并混有其它
金属。在我家乡，祖上有为僧
的一家人。由于其祖上世代为
僧，因此一直居住在寺院里，
对寺院里各种打击器物有一
定的了解。后来，其祖上还俗
回家，于是，从寺院众多法器
中抱回一对铙钹。铙钹金色的
面上，有许多芝麻粒大小的小
黑点，据说这种黑色的点是黄
金。因为铙钹里含有黄金，因
此，铙钹的声音特别的清脆。据
老人们讲，这对铙钹在山脚敲
响时，在山顶都能听到它所发
出清脆悦耳的声响。不过，可惜
的是，这一户女主人竟然不知
道这对铙钹的价值，受人蛊惑，
贱卖于他人，早已不知所踪。

这些打击器物中，除了铙
钹外，其余的都是那么的沉
重，对于那些旁观者而言，这
些乐器都不啻于一种重负。他
们每一次起舞时都要背负着
这些打击乐器，为此，他们的
动作只得以大跨步的慢舞为
主。因此，这些舞者在围绕着
火堆跳舞的时候，需要用自己
的歌声和打击乐器声引领着
他们舞动。如果跳到最高潮的
时候，他们需要付出比常人高
出一倍的功夫，一边敲击，一边
舞动。也许，他们是被这些旋律
带入了某一个神圣的境界，脸
上洋溢出笑容，不知疲倦。我猜
想，他们的心底一定有一种幸
福在弥漫，才能如此的心安理
得和陶醉，而且乐此不疲。

对于我而言，从小就不喜
欢音乐，这都源于一次“六一”
儿童节时，老师让我跳舞时用
手搭在前一位女同学的肩部。
因为怕羞，几次拒绝，结果引
得老师的责骂，从此以后就落
下了不喜欢音乐的心病。因
此，算是一个乐盲。后来，进入
师范校学习，在校期间，也接
触到了音乐，不过，那种从小
就带来的不喜欢让我与音乐
无缘。琴法课上，让同班同学
代劳练琴；练习声乐的时候，

张大了嘴，直接对口型即可
……最终，导致我今日的乐
盲。因此，对于眼前的这些打
击乐器，我只能从中辨识出

“咚咚仓、咚咚仓，咚共”。我
想，如果将它看成是一首诗
歌，就可以看成是“平平仄、平
平仄，平仄”。这种乐器，从它
单调的旋律中，还能找出其中
所代表的一些情感，以及其潜
藏在乐曲声中的历史和现实
生活了。

初听起来，这些看似简单
的打击乐器旋律单调得近乎
于寡味。可是，到后来，却让听
者感知到了其魅力之所在。在
其单调的旋律中，竟然蕴藏着
一种神秘的力量。特别是鼓点
的咚咚声，让心脏也随之而改
变了跳动的速度。最后，在铜
锣的“共”声中，让心跳逐渐平
息下来。后来，鼓点再次敲
响，心底忽然产生了一种跌
宕起伏的感觉。随着这种感觉
的持续加深，又激发出了某种
神圣和庄重地感念。

平平仄，平平仄，平仄的
打击乐声，就这样不断地在耳
边回响。许多时候，锅庄舞都
结束了，而这种旋律还一直萦
绕在耳畔。我想，也许就是因
为这种单调才使得世间的万
物产生了不可估测的巨大能
量。我们都知晓，在我们所生
存的环境里，我们都是以一种
最简单的方式生活着，上班、
下班、唱歌、说话……越是这
样简单的生活，才会让你拥有
更多的幸福。

那一天，我和海军兄去了
很多地方，走在那一条条阡陌
相通的村道上。也许是受到了
我们的惊吓，潜藏在田野四周
树丛里的鸟雀飞到树枝上，一
起欢唱起来。这时候，我感觉
到连这些鸟雀的声音也仿佛
受到了这些打击乐器的影响，
竟然也有了“咚咚仓、咚咚仓、
咚共”的节奏，使得我感觉自
己又回到了舞者们的中央，背
负起沉重的皮鼓，用棉布包裹
的鼓槌使劲的敲打着鼓面，发
出咚咚咚的巨大声响来。入
夜，我和海军兄回到他的家
里，在睡梦中，远处广场里的
锅庄舞还在表演中，那悠扬而
绵长的歌声不时在耳边回响，
只是其间没有了打击乐器的声
响。海军兄梦呓般的告诉我，大
锅庄表演结束了，现在正是小
锅庄表演的时候。此时，我真想
到场地中去看看。就在我准备
给海军兄提出要求时,没想到
他已经发出与歌声一样绵长的
鼾声，只好作罢。

夜半时分，这歌声终于停
歇下来。在山村寂静的夜里，
我才沉沉睡去。

◎杨全富

这几天，康定街上人群涌动，
比平时多了好几倍，特别是入城
大道口进来的车辆几排并行排成
长队，这个山中城市开始了它的
热血沸腾。

傍晚的康定老城，灯光和斜阳
交织成五彩的光环，散落在穿城
而过的折多河腰身，溅起五彩的
水花，摄影的人挤满彩虹桥定格
动人的康定瞬间。有人说，就只是
呼吸这里新鲜的空气都已经很满
足，是的，这里有奔流的折多河、
秀丽的木格措，伟岸的贡嘎雪山、
碧青的跑马山……

风从大渡河飘来，从折多山满
溢而下，他们刚好在溜溜城相遇，
山林、田野、小城间就流动起了一
股清爽宜人的气息。城里的风要
温柔些，吹得河边的柳枝悠然地
点头，表示对客人的问好。晚间，
情歌广场上锅庄盛宴一段比一段
精彩，跳舞的人奔放昂扬的舞姿，
展示了康定群众能歌善舞的特
质，传统文化在这里流行。游客们
也挤进舞群跳起来，他们用舞蹈
和脸上由衷的笑来赞美着美丽的
康定。

“我是从成都来的游客，这是
第三次来康定了。记得第一次来
康定的时候，高速路还没有通，用
了一天的时间才到达康定，后两
次来的时候高速通了，三个多小
时就到了，一下子觉得离康定好
近。我的很多朋友利用周末就到
康定玩，特别是夏天的康定是我
走过很多地方后，仍然觉得最舒
适的地方。明天，我们准备到摄影
天堂新都桥去看看。”一位来自成
都温江的游客一边观赏舞蹈，一
边与旁边的藏族朋友聊天。

在繁华的都市工作生活久了，
带上朋友、家人到康定，到折多山
以西由摄影天堂新都桥、塔公草
原、贡嘎雪山……再到跑马山、木
格措、鱼通官寨等，一定会给游客
带去高原清新自然的体验。高原
花海正在悄然蔓延，各色野花分
批分期绽放，面向花海大声呼喊，
内心的烦躁会消失，花香扑面而
来，沁人心脾。“新都桥，我是第一
次来这里，这里空气很舒服，草原
上野花遍地，拍了很多照片。路上
还尝了一下当地牧民的酸奶，很
纯香，喜欢这个味道。如果天气允
许的话，回去的时候买一些，让家
人和朋友也尝尝高原的味道。”重
庆的游客蓉姐正在与视频里的朋
友分享她对康定的见闻。

夏天的康定一路鸟语花香，不
是宣扬夸赞它的美，是它的美给
亲密接触的游客留下深刻的印
象 ，而 当 你 包 揽 山 色 有 些 倦 意
时 ，在 溜 溜 城 选 一 处 悠 闲 的 茶
吧、水吧、藏餐吧或咖啡吧，聆听
一 段 康 定 的 历 史 故 事 、民 间 故
事，瞬间会感觉到康定的魅力除
了外在的美丽，更在于它的文化
内涵和底蕴。

前不久，康定市召开首届文旅
发展大会暨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木格措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动员部署工作会议，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州委关于推进文
化旅游发展的最新部署要求，对
下一步全市快速推进“双创”工作
及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再安
排再部署。瞄准“双创”更高目标，
将文旅产业作为康定绿色崛起的
突破抓手，提出四个“全”即：以

“全域规划”为引领，以“全域景
区”为支撑，以“全员服务”为保
障，以“全域营销”为媒介，加快构
建“一城二副六片区”全域旅游发
展格局，着力擦亮“观光、低空、冰
雪、温泉、情歌、研学”六张名片。
这座溜溜的高原山城情歌故乡，
会愈发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

康定的
夏天
◎孙学花

先生回村时，曾有一个想
法，在玉米秆堆上睡觉。他的
想法，和我记忆里的一些时光
重合。

记忆中，每到秋天，玉米整
株都变得金黄时，村里人就开
始掰玉米了。当玉米棒子被掰
下时，一株玉米一生的重要使
命就完成了。留下了逐渐干枯
的母体，玉米秆。不过，对玉米
秆，村里人并不是随意丢弃的。
他们会认真地挨株割倒，并仔
细码放成堆。

玉米秆堆，原来在村里随处
可见。那些堆在一起的玉米秆，
不仅是村里的牛冬天里的主要
口粮，还是村里人和我曾经的快
乐之所。

少不更事时，冬天里，我爱
做的就是和表弟一起躲在玉米
秆堆里打扑克。当玉米秆被人垒
成堆后，一躺下去，身下就会传
来柔暖。在土地里吸收了半年阳
光的玉米杆，尽管已干枯，但仍
有温度。蓬松的玉米秆堆，承载
了我和表弟后，凹了下去。那时，
玉米秆堆就像是一个窝了。我和
表弟在窝里躲着寒风，不知饥饿
地打着扑克，争夺最终的赢家。
小学毕业前，经过和表弟的无数
次交手，我终于确定了自己不是
他的对手。从此，放弃了和表弟
在扑克上的争斗。

不再和表弟一起玩扑克后，
当我躺在玉米秆堆上，就是看书
了。冬天里，天气晴好时，我爱揣
一本小说，来到老屋前的玉米秆
堆上躺下。老屋房前有一大片土
地，秋收后，父母将玉米秆都堆
在地边的石碓上。那时，我窝在
里面，晒着太阳，闻着玉米杆的
清香味，翻看着小说，感到无比
踏实。似乎，被一个巨大的怀抱
抱着。在这个怀抱里，我是彻底
自由而又安全的。那时，我竟不
想回家了。

太阳下山时，我不得不回到
家里。不过，夜晚的玉米秆堆，并
非是寂静的。我离开村子前，冬
天，夜里串门，常看到村子中央
玉米秆堆里发出的微弱手电筒
光。听表弟和石四哥讲，那是他
们躲在里面打扑克，以便逃过大
人的唠叨。

当玉米秆堆陪伴了村里人
打扑克、看书后，它们慢慢地消
失了。那些玉米秆一点点进了牛
的嘴。被牛反复咀嚼着，体面地
结束了它们的一世。

我没想到，先生居然有在玉
米秆堆上睡觉的想法。我问先生
为何，他对我说，还记得《玉米
人》这本书吗。我说，记得。他说，
作为被玉米养大的人，应该懂得
玉米。尽管，先生从小家庭优越，
大米是主粮，但在康巴高原上，
玉米和青稞，却是人们难以离开
的。过去，先生没有机会，看到玉
米的整个生长过程。现在，回到
村里，先生可以亲密接触玉米
了。在玉米秆堆上睡睡觉，晒晒
太阳，看看天空，那真是对玉米
母亲的一次拥抱了。

先生的想法，难以实现了。
我们回家后，村里人已不再喂
牛。秋天，掰了玉米后，人们将那
些玉米秆割倒，丢弃在地里。等
到村里可以焚烧垃圾时，人们就
在地里，将玉米秆烧掉。

今天，村里又开始烧玉米
秆了。漫天的黑色烟尘飘到院
子里来。落在洗脸台上、卫生间
里，有的还随风进了卧室。我不
得不关上窗户。

晚上散步时，我对先生说，
村里焚烧玉米秆，就像是在随意
烧掉玉米母亲的尸体。到处乱飞
的烟尘，让玉米最后的离去，是
让人厌烦的，而不是眷恋的。先
生说，原产于美洲的玉米对于人
类的繁衍，至关重要。它的来和
去，该是被尊重的。随意处置玉
米秆，实则将人和玉米，都看作
了物。物，才不可以相通。物，才
不可能共通。

高高的
玉米秆堆
◎王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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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曲锅庄舞

踏花归来马蹄香。唐保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