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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青藏之窗，户外天堂”的甘
南藏族自治州，是距内地最近的雪域高
原，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和最美的低碳
生态旅游目的地。7 月中旬，我们一行从
酷暑高温的内地，来到气温 18 摄氏度的
甘南州采风，所见所闻令人难忘。

天蓝地绿人美

提起甘肃，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肯
定是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坡，千沟万壑的
穷乡荒漠。然而有谁能想到，这里还有一
方清新典雅如水墨画般的人间仙境———
九色甘南。

甘南空气清新、气温凉爽自不必说。
蓝蓝的天上飘着变化多端的白云，山上
山下路旁都被绿草、格桑花覆盖，很少见
到裸露的黄土；成片的油菜花一片金黄，
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放眼望去，到处
是撒落珍珠般的牛羊，在草原上自由自
在地吃草，却只有星星寥寥放牛羊的牧
民。

我们用相机拍下了一幅幅漂亮瞬
间；如果你是一个画家，一定会挥笔绘下
这美妙的立体图案；如果你是一位诗人，
这令人神往的境界定会让你诗兴大发，
妙语连珠；如果你是一名歌唱家，你会情
不自禁地一展歌喉，放声歌唱……这美
景，如进入仙境一般，让人流连忘返。

为我们开车的司机介绍说：甘南的
草原都是这样，前面还有更美的地方。藏
族司机小齐，身体壮硕，热情开朗，讲一
口流利的汉语，不仅开车，还热情周到地
为我们做讲解，联系方方面面的事情，被
我们誉为“全能的扎西”。不论在宾馆遇
到的藏族女服务员，还是在景点遇到的

藏族女讲解员，或者在机关工作的藏族
女工作人员，个个身材匀称，高鼻梁、深
眼窝，端庄、大方，且藏语汉语兼通，若不
是看她们洒满高原红的脸和有意身着民
族服装，根本分不出他们是藏族青年。

全域旅游无垃圾

干净，是甘南令人难忘的突出一点。
甘南全域 4 . 5 万平方千米，要做到全域
旅游无垃圾，真让人难以置信。然而，甘
南的的确确做到了。目前，有不少内地相
关人员纷纷来这里学习取经。

据了解，早在 2015 年，甘南开始了
史上最严的“环境革命”，制定相关法规，
建设“全域旅游无垃圾示范区”。从州领
导到各级各部门“一把手”亲自上阵，发
现哪里有垃圾，就亲自捡拾并给有关负
责人打电话，监督落实。

在这一活动中，最难的是转变人们
思想观念和传统习俗。马克思说：理论一
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
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
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
物的根本。

起初，领导率先垂范捡垃圾，干部人
人带头捡垃圾，而城镇居民、乡村农牧民
只是看。你捡你的，我看我的。有人还风
言风语：“让他们捡吧，我们收拾好自家
就行了。”然而，愚公移山，锲而不舍，精
诚所至，金石为开。慢慢地，群众也开始
跟着干部捡垃圾了。大家亲身感受到，这
一做法真的不错。在城镇，马路、街道干
净整洁了，环境美了，游客多了，自己的
腰包鼓了。在牧区，人们不仅生活环境舒
适了，再也不会发生因垃圾致使草地不
长草和误食垃圾而死亡牲畜的事了。

从“要我捡”到“我要捡”，群众渐渐

地、自觉自愿地主动捡拾垃圾了。目
前，在甘南的每一个人，上到州委书
记、州长，下到普通农牧民、僧侣、学生
都参与捡垃圾。还有人风趣地说：“不
捡垃圾就不是甘南人。”这里还有一件
值得一提的事：在内地十多年禁塑几
无成效的情况下，甘南州通过广泛宣
传和有力措施，实现了全域购物不用
塑料袋的局面。现在，人们上街买东西
都是自带环保提兜或使用纸包装。不
管是谁，一旦发现使用塑料袋，肯定会
受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惩罚。

现代文明破窗而入

甘南州碌曲县的尕秀村原只是一
个牧民定居点，在这里定居的大多是
老人和孩子，过去的环境一直是“脏
乱差”。经过近几年实施的环境革
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整洁干净的
牧家乐村落。宽绰的马路两旁，建有
二十几家整齐划一的牧家乐庭院，成
为 213 国道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记者在一个叫阿豆的牧民家做了实地
访问。藏族主人阿豆原来牧牛。三年
前，他卖掉了所有牲畜，转行经营牧
家乐，去年收入约 6 万元。在阿豆
家，院内有房 8 间、冬季牧场帐篷和
夏季牧场帐篷等供游客参观使用。院
内冲水厕所、洗澡间、太阳能光板、
燃气灶、互联网等一应俱全。

有了热水器，以前长年不洗澡、
也没有条件洗澡的藏族同胞渐渐养成
了经常洗澡的卫生习惯；有了电和燃
气灶，以前在墙上晒牛粪的图景很少
见了；冲水厕所建了，生物降解厕所
建了，臭气熏天的旱厕不见了；大量
游客的到来，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每时

每刻都在发生碰撞。原来只吃糌粑、
喝酥油茶单一的藏族饮食习惯，开始
向饮食多样化发展。思想观念和生活
习俗的改变，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
高，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生产方式的改
变。

尕秀村建有学校、卫生所，孩子
上学、老人看病都很方便。家人身体
有异常，用手机发出救护信号，小病
不出村就解决了问题。手机互联网的
频繁使用，引发了智慧生态牧场的出
现。网络、红外线等技术的启用，在
家中用手机就可了解任一牲畜一天的
行踪轨迹和吃草情况，牲畜的生长发
育全过程都尽在掌控之中。网络的覆
盖，电商平台的出现，把这里生产的
牦牛肉、藏羊肉、羊肚菌、藏红花、
人参果、冬虫夏草、红景天、藏刀、
藏药、藏族服饰等作为商品推向各
地；太阳能光板发电除满足自用，多
余的电可以输入电网，增加收入；人
们喜欢的锅庄舞、唱歌、马队等娱乐
项目可以参加牧家乐演出，在给游人
和自己带来快乐的同时，又增加了经
济收入；他们利用开发当地生态资源
和古迹，使之变成了资产。

看到牧区的变化，不少外出打工
的年轻人纷纷回来搞旅游；有的大学
生毕业后开始回家乡创业。牧业通过
联合，又解放出了不少劳力。如今的
尕秀村既是海拔 3500 米的高原生态
与草原风光完美结合的一块瑰宝，凝
结着藏民祖祖辈辈逐水草游居的血脉
乡愁，更是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
交融的一座丰碑，寄托着草原儿女
“建家园而定居、宜居宜业宜游”的
幸福愿望。像尕秀村这样的巨变，不
是个别的。据了解，在“十三五”期

间全州每年要建 300 个生态文明示范
小康村，重点打造 60 个旅游专业
村。当地牧民兴奋地说：一不留神，
现代文明在我们这里破窗而入了！

再也忘不了的地方

在甘南，原始的高原自然风光、浓
郁的民俗风情、传奇的红色历史、厚重
的宗教文化，让人心旷神怡。神圣的拉
卜楞寺、神秘的扎尕那、天下黄河第一
弯弯、美丽的当周草原、红色迭部……鳞
次栉比的景点，让人永生难忘。

在甘南，每天都会看到人们自发
地跳锅庄舞，不仅大妈们，全年龄段都
在参与。从老年、中年、小孩满脸微笑
中，可以看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在甘南，新潮的男女老少玩手机
抖音非常普遍。以此展示自己的幸福
生活，展示对家乡的热爱，宣传自己家
乡美。

在甘南，藏族每一地区都有各自
崇拜的山神，每年初夏都会举办大规
模祭祀山神的活动，转山、转水，一步
一磕头，祈求神灵保佑一方水土的平
安。

在甘南，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
的美丽博大与万物之间的和谐，使我
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

干练的藏族女干部、州旅游委主
任欧杰草很自信地说：甘南旅游资源
得天独厚，只要来过一次，就让你永
远也忘不了。近几年，我们州委州政
府带领全州各族人民，落实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依托生态文明小康村建
设，使甘南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这里
海拔高，但我们生活的幸福指数也是
高的。

▲▲甘南州扎尕那风光。 杨杨立立智智供供图图

拐过十八道益哇河弯
穿过五十里高山石峡
推开神话中的纳加石门
来到神秘的扎尕那
扎尕那是一座天然石城
又像个方方正正的人工石匣
四面峭壁鬼斧神工
藏寨佛寺风景如画
有人说它是世外桃源神秘香巴拉
有人说如果创世纪的作者到过这里
亚当夏娃的诞生地一定是扎尕那
夜晚星空像穹顶
雨后彩虹石崖挂
一山风景看四季
七月才开油菜花
喘气就是深呼吸
睁眼就是看壁画
棕熊雪豹常作客
野鹿盘羊自当家
植物天堂有大数据
动物王国有名片夹
森林雪山最诱人
登高探险玩童话
扎尕那的奇幻勾人魂魄
扎尕那的美艳撩人犯傻
我想藏在扎尕那
把外面的世界都放下
我想用三天时间在扎尕那修行
请拉桑寺和尚给我讲经说法
我要清空自己从零开始
在这里读一天佛经
做一天法事
转一天经筒
再访问一位磕磕长头的老阿妈
我想藏在扎尕那
让全世界都不知道我在哪
我要断网关机屏蔽朋友圈
把自己挂失三个月
专心致志写诗作画
把东阿村写成诗行
把日业村画进唐卡
在达日台观景写生
在仙女滩采风骑马
给谷底的益哇河拍一段抖音
把远山的措美峰搬上画架
白天有空就浪山放羊喝奶茶
晚上便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吃糌粑
我想藏在扎尕那
全世界再乱也不管他
我要学会犁地推磨打连枷
跟着扎西卓玛种三年庄稼
浅山种满青稞玉米和大豆
深山拣来香菇木耳和蕨麻
游牧农耕物阜民丰
狩猎樵采生活百搭
百年藏寨自给自足
山外朋友要啥有啥
川普爱打贸易战
就让他打去吧
我想藏在扎尕那
哪怕全世界都找不到我在哪

（冯诚）

我想藏在扎尕那甘

南

纪

行

丝路甘南，唐蕃故道。青藏高原之前
窗，世界屋脊之骄傲。藏族风情之大成，
人间仙境之概貌。聚雪域之清华，共春秋
而静好。

尔其三河一江，纵横全境 ;高山草
甸，亚洲称雄。芳草连天远上，碧涛醉客
无穷。羊群如珍珠铺地，骏马似飞鸿凌
空。林海莽莽，大地无边绿色;湖泊荡荡，
高原随见澄清。万里黄河，美在首曲;千
秋丝路，独有锦程。洮河流珠，万斛玑珠
倾泻;群峰叠玉，千幅画卷展屏。且有大
熊猫逍遥于竹海，藏牦牛负重于云端。金
雕盘旋于天宇，雪豹隐身于巉岩。珍贵植
物之宝库，稀有动物之乐园。黄金丰贮，
洮砚名传。噫嘻！惊自然之造化，叹天地
之斑斓。

若夫历史悠久，文脉堪颂。人杰地
灵，星纷珠涌。马家窑遗址，举世闻名;牛
头城旧踪，时空遗梦。彰显华夏文明之
光，折射甘南历史之重。羌人首领，拓疆
土于先秦;西夏后裔，建政权于辽宋。外
交家李晟，首下南洋铸友情 ;西平王侯
显，再造唐室逞奇勇。嘉木样一世，创建
拉卜楞寺，殊荣皇封;贡唐仓六世，精通
佛学奥义，驰誉信众。忆长征北上甘南，
遗烈迹流芳彪炳。青史正义，天地长歌;
红色铁流，山川见证。

而今中华圆梦，甘南焕荣。兴盛旅
游，中外宾客如潮至;立鼎绿色，牧耕经
济大转型。牧民定居，不再逐水草而牧;
牲畜入圈，不再毁植被而生。草畜平衡，
发展持续;污染根治，陋习不行。民风淳
厚而向善，童叟无欺而言诚。游客慕名而
来，尽心点赞;胜地文明而久，举境扬声。

嗟夫！人为万物之灵，当为万物担
当。万物兴，则人类旺 ;万物衰，则人类
亡。是故敬自然如父母，风调雨顺;爱生
态如脚腑，人美地昌。草原蓝天，任银鹰
之翱翥;州府县治，筑藏建而堂皇。赞曰：

风情无限，九色甘南。
祥光普照，文化多元。
拜山拜水，地净天蓝。
各族一家，共著鸿篇。

（屈维英）

甘南赋

你美得寂寞，
我却见识了生命与自然的奔放。

你美得纯粹，
我也领略了风景和花儿的极致模样。

你山高水细，
你悠远绵长，
你冰川乳汁流淌，
你青草铺满牛羊。

你夜晚浪漫，
星斗满天；
你白天狂野，
黄沙飞扬。

你在塬峁高歌，
你在雪域欢唱。

你在蒙古高原一路畅行，

你在黄河长江之间和我捉迷藏。

你迷醉过多少少年将军，
霍去病为你倾倒琼浆。

你缠绵悱恻了多少文人骚客，
李白杜甫都把思绪写在蜀道青泥岭上。

你一忽儿是———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你一会儿又化作———
葡萄美酒夜光杯，
让书生宁为百夫长。

你在麦积山露出东方微笑，
你又反弹琵琶飞天于敦煌。

你有来自罗马的骊靬蓝眼睛，
你有西域东迁的裕固保安东乡。

你有早已迷失的彩陶大地湾，
你有两千年不断的山丹军马场。

你是貂蝉故里，
印着文成公主的车辙、足迹。

还曾有王昭君，
我的楚人同乡，
在这里频频回望。

你见过伏羲女娲，
你注视周祖秦王。

你发端农耕，
你肇始岐黄。

你迎接玄奘东归，
你陪伴红军北上。

你是终结地，
让苦难到此为止；
你是出发点，
一再开启辉煌。

你是智慧沃土，
你是华夏福地，
你是菩萨秘境，
你是丝路殿堂。

你有千种风情，
更有万般功德。

你是千手观音，
何止是千面女郎！

(任卫东)

甘肃：真正的千面女郎！

屈屈维维英英

甘南人尤其是藏族人，不但能歌善
舞，还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独特而灿
烂的文化。了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世
界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就源
于藏族民间艺人的创造和演绎，至今传
唱不息。

据说，“格萨尔”就诞生在甘南的玛
曲县。这种深厚而独特的文化沃土，孕育
和传承着璀璨的藏乡文化，作为民族之
魂，点亮了“九色甘南”。在甘南无处不有
的唐卡，就是当地最广泛、最珍贵的艺术
品，就是高原之魂的诗画表达。

“这是一个‘洋藏民’的家，也是
她的画室和学校。”一个刚出过彩虹的
下午，被我们戏称“卓玛”的女导游谢
文莉，笑嘻嘻地把我们带进了“洋卓
玛”的家！

“难道还有洋卓玛吗？”导游见
我们有点迟疑，便道出了其中的秘
密：原来，这个高鼻梁、蓝眼睛的
“洋卓玛”藏名叫丹增卓玛，出身于
加拿大一个艺术世家， 10 年前来到
中国，对雪域高原的绘画艺术一见钟
情，后来索性嫁给了藏族唐卡画家群
君，并来到甘南夏河县城安家落户，
一住就是五六年。

那天，群君外出，他的妻子丹增
卓玛怀里抱着她的宠物，笑吟吟地带
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唐卡创作室，欣赏
了满屋五颜六色的唐卡作品，还参观
了他们免费开设的唐卡艺术学校，真
是别开生面，大饱眼福！

从这位“洋卓玛”的微笑和友好
的示意中，我们读懂了她内心的成就
感和满足感，理解了一个不分国界的
艺术家的情怀。

夏河的“洋卓玛”

抱着宠物的丹增卓玛。

除署名外本版摄影均为李新彦

▲黄河沿巴颜喀拉山北麓东流而
出青藏高原，到岷山脚下掉头向西，在
青、川、甘三省交界处，形成了九曲黄河
第一弯。大弯东部是四川若尔盖草原，
若尔盖以西，是甘南州的玛曲县。

图为玛曲县的黄河第一弯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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