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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国家一级播音员，20 年来主持玉
树大型活动从未间断；他是文艺工作者，创
办的《唐蕃古道》和《多德》，是玉树市文学
核心刊物；他又是公益人，曾在青海文联和
省音协主办的首届藏族音乐专家论坛及绿
色家园和谐地球村大型公益晚会上，被授
予歌曲创作“公益大使”称号。

他就是玉树市文联主席索南扎巴。近
些年来，他创作了 100多首藏文化歌曲，很
多歌曲成为全国各地春晚藏语首选歌曲，
其中歌曲《江源玉树》被翻译成 10 多个语
种和文版，在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唱。

前不久，CCTV国际频道播出了索南扎
巴创作的歌曲《今天是吉祥的日子》，这也
是首支被 CCTV 国际频道向国际推送的藏
语歌曲。歌曲中那熟悉的旋律，那种对家
乡亲切的问候，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共鸣。

“在路上，才能切身体会；在现场，才有
真情实感，生活是我唯一的灵感来源。”索
南扎巴说，他从小在玉树市的牧区长大，他
了解原汁原味的藏族艺术气息。“音乐就是
把灵感深入到每一个感人至深的场面，深
入到每一个让人难忘的面孔，用艺术的方
式，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场面和面孔，看到
并且感受到一种精神力量。”

玉树市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
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了青藏高原乃至
全国瞩目的一座“明星”城市。玉树市民
精神面貌、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因此，我很想创作讴歌新玉树
的歌。”索南扎巴在感动之余，萌生了创作

“新玉树”赞歌的念头。于是《今天是吉祥

的日子》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诞生了。
“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我们
是文艺工作者,也是老百姓,要不断从生
活、从人民中获得源头活水。”索南扎巴是
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多年来，索南扎
巴给众多国内知名歌手作词、谱曲，创作了
近 150 首歌曲。“80%的玉树藏族原创歌曲
都出自索南扎巴之手。”玉树市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索南才仁说，索南扎巴是一名多
才的老师，自 2002 年开始创作歌曲以来，
成绩斐然。

《唐蕃情》《金杵冬虫夏草》《牦牛之歌》
《今生最美的遇见》《岭域玉树》《江源圣
城》……每一句歌词、每一句旋律，都是雪
域高原想要告诉我们的，都是圣山圣水想
让我们记住的。这一切，构筑了我们的基
因图谱。”索南扎巴说，每个人、每个民族，

都面临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往
何处去”的问题。他用歌声在一次次探究、
尝试回答。

十九大以来，文化自信成为玉树市文
艺界热议的关键词。索南扎巴认为，文化
自信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入
了解，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结
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这是玉树市人民对
藏文化艺术的贡献，这也给后来人诸多启
示，前辈们的自信是来自于他们对民间音
乐、尤其是藏文化音乐的了解。

除了创作歌曲，他还参与搜集经典山
歌集《民间山歌》，与作协共同创办藏语版

《多德》与汉语版《唐蕃古道》两个内刊，为
研究和传承玉树丰富独特的地方文化搭建
了平台，为培育玉树众多文艺人才开辟了
沃土，填补了文化建设的一项空白。

“十九大报告还提出,提升文艺原创力,
推动文艺创新。这也激励着我不断创造创
新，探索民族民间音乐与当下观众接受方
式结合、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结合。”索南扎
巴说。为此，索南扎巴对民族民间音乐打
磨、再现，探索民族民间歌曲“新国风”的
音乐表达，收集、整理、录制了 28首仲达乡

《美生卓舞》，并发行了玉树市非遗文化
《美生卓舞》。

“我们只有对自身文化、传统深入了
解，才能坚定文化自信，实现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索南扎巴说，要努力创作更
多更好的作品,让新时代的优秀作品流传
下去。

索南扎巴：让雪域文化自信满满
本报记者 纳玉堂 文/图

中国已有三千年以上的牦牛驯养
历史。世界上现有牦牛大约 1300 万
头，85%分布在青海、西藏、四川、
甘肃等省区。剩下的 15%，分别分布
于蒙古国，中亚地区和俄罗斯的高
地。

作为青藏高原最大的哺乳动物，
牦牛的驯化和放养，主要由高原游牧
民族完成。范晔的《后汉书》中写道:

“冉駹夷出旄牛，重千斤，毛可为旌，观
此则牦牛之名盖取诸此。”这是古人作
出的推测。实际上，如果深入藏文化
的丰富世界，我们才可能感受到牦牛
在藏民族文化心理的多义性和主要象
征，才能理解牦牛和藏民族的精神信
仰、生活实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牦牛这一年轻而又古老的动物，是藏
民族先民最早驯化的牲畜之一。从这
个驯化过程，也能窥测藏民族文化心
理的成长史，生产和物质的发展史。
因此，在藏族的神话传说故事中，牦
牛的涵义极为丰富。

有一则关于牦牛的传说是这样的:
一个名叫色安布的小伙子，从一只小
鸟处收到山神儿子带来的信。信中
说，山神要把女儿嫁给他。小伙子很
高兴地答允了这门亲事。山神把大女
儿变成一头猛狮，色安布见了很害怕;
山神把二女儿变成了一条蛇，色安布
望而却步。山神把小女儿变成了一头
野牦牛，并向他猛攻。色安布沉着地
用神赐的魔棍一点，野牦牛变成了一
个姑娘。色安布与姑娘成亲生子，生
活在一起。很久之后，姑娘上天去
了，她留下的唯一的儿子，成为了藏
族塔拉克氏族的祖先。

这是一则文化寓意相当深厚的民
间故事，其中暗含藏族对于自然的认
识，隐喻着藏族先民的牦牛驯化史，
以及与牦牛建立的亲人般的共生关
系。把自己的族源和牦牛联系起来，
不仅仅因为牦牛是藏族生活中须臾不
可分离的伙伴；而且，牧人从牦牛那里
获取了一种相符于雪域高天的审美
观、生活观和精神支撑。

藏族史书 《西藏王统记》 中，也
有类似的神话记载:止贡赞普与大臣罗

旺达孜决斗，罗旺达孜用计杀死赞
普，夺了王位，并命止贡赞普的王妃
牧马。王妃在山上放牧时梦见与雅拉
香波山神变幻的一位白人结合。醒来
只见一头白牦牛从身边走开。这位王
妃妊娠后生下一个血团。她把血团放
在一只野牛角里，孵出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就是后来西藏历史上著名的
如列吉意即，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从角
中出生的人。

从以上两则传说中，可以看到藏
族对于牦牛强烈的情感认同。藏族的
山水崇拜，尤其是神山的化身，更是
明白地显示了这个伟大民族对于牦牛
护持的感恩之情。从西藏到青海甘
肃，再到四川云南，青藏高原如列如
队的高峰巨峦，组成了地球上的高海
拔俱乐部，其山神漫步云际，穿行人
间，敦守四野，成为了一方民众心理
的依靠。有意思的是，雅拉香波、冈
底斯、念青唐古拉、阿尼玛卿、年保
玉则等著名的山神，他们的化身都是
白色的牦牛。将神圣、崇高、纯净、
吉祥的白色，和生产生活中的伴侣牦
牛结合起来，藏族就这样发明了一个
通联神界与凡间，力量与审美高度融
合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象征既具有
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又带有青藏高原
显著的特征，在今天仍然值得深深品
咂。

像大地一样坚实的牦牛，带来安
康生活的吉祥的牦牛，教会人们发现
美的结构的牦牛，当得起各种礼赞。
但是，思维能力强大、逻辑推导严密
的藏族，不是单一地看待主观和客观
世界，对于牦牛的认识和表达，附着
着藏族的发展记忆和对艰辛生活的根
本认识。牦牛的凶猛和蛮力，应该给
几千年前的驯牛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这种印象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后世
对于牦牛的另一种表述。比如说，那
则关于朗达玛的传说中就含着对于牦
牛之猛力的暗写。那则传说如下：有
兄弟三人在祈祷时只为自己，而忘记
了向佛祖推荐牛，牛知此事后，发誓
来生要毁灭佛法，即转生为达玛赞
普，头上长出两个骨突，状若牛角，

形象凶恶。在长篇巨型史诗 《格萨
尔》 中，则将牦牛描述为力大无比的
神:北方魔国魔王的寄魂红铜角野牛被
岭地人们煨桑时燃起的桑烟所激怒，
先后冲入聚集的霍尔和岭地人马中
间，造成了人畜大量伤亡。在史诗
中，野牦牛具有撼天动地的力量，它
的出现带着风暴、日蚀、野火等等可
怕灾难的能量。

采取两分法，辨证地认识和理解
牦牛，认识我们身在其间的天地和事
物，显示藏族精准的观察力和思想
力。这样的认识完整清晰，价值取向
却又褒贬有度。野牦牛的力量和凶
悍，被民众充分利用，成为了镇宅护
守，家庭和财产的保护神。当年，可
可西里盗猎猖獗之时，索南达杰等人
组成的野牦牛队成为那片净土生灵的
守卫者，成为了藏羚羊的保卫队，其
功勋永勒江源。

虽然，人们惊惧于自然 (牦牛)原
始的伟力，但是，对于自然 (牦牛)的
赐予更是感恩礼赞。在藏族神话中，
人们把野牦牛称作天上的“星辰”，
古老的藏歌中时常出现神牦牛巡游人
间的奇境。神牛和后来传入的佛教结
合，使得白牦牛的地位上升。据说，
莲花生大师初到藏地降伏白牦牛，并
让白牦牛神成为了藏传佛教的护法
神。对于白牦牛的崇拜和礼赞，千百
年来贯彻在藏家儿女的生活里。就在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牧民才旦和儿
子两代人经过了 30年的努力，建立了
自家 100 多头白牦牛核心种群。天祝
白牦牛是海拔 3000米以上高寒草原上
的特有畜种，是稀有的珍贵遗传。最
有力的文化传承和生物生态保护，来
自人们自觉的认识和自觉的行动。天
祝白牦牛的保护，就是这样成功的案
例之一。

巡游人间的“星辰”
——牦牛记之五
本报记者 李羌 通讯员 果广

新华社西宁电 2018 年高考即将来临，西宁市公
安局网安支队根据往年经验提醒考生家长警惕三类骗
局。

骗局一：谎称捡到某考生准考证，留下联系电话并
恳求扩散。网警表示，此类虚假信息每年都有，联系电
话多为吸费电话。考生准考证若丢失，可由所在中学
到所在地区高招办，补办准考证。若真有捡到高考准
考证的情况，最快捷的归还方式是和证件上面的报名
单位联系。

骗局二：谎称可以找大学生帮考生代考，表示高考
主要查电子作弊，代考很难查出来。之后，考生或家长
一旦打款，不法分子往往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网警
提醒，所有替考者都将被严肃处理，情节严重者将会受
到相应的行政惩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骗局三：谎称考题泄露，花钱能买试题。网警表
示，每年高考语文还没开考，网络上就已“剧透”出多个
版本的高考作文题。但高考试题属国家绝密材料，高
考试题的保管和运送都有严密的管理措施，所有接触
试卷的人员都实行封闭式管理，所以，考试前，试题被
泄露的可能性不大。

高考将至

考生家长警惕三类骗局

本报讯（记者 贾雪琦）记者近日从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获悉，今年我省建筑业将实施三大举措，夯实建筑
业大发展，力争全省建筑业完成增加值 400亿元以上，
较去年增长 8%以上。

2017年，全省建筑业完成增加值 390.08亿元，现价
同比增长 11.88%，增幅较去年同期增长 1.88 个百分
点，本省资质内企业吸纳就业人数达到 14.29万人。

今年，我省将加强行业引导，深化建筑业改革发
展。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组织编制装配式建筑施工、
竣工验收标准、规范。并完善监督机制，提高工程质量
安全水平。制定施工现场安全标准化通用图集，开展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工作，建立质量管理标
准化制度和评价体系，抓好“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创
建活动，有效提高全省工程质量整体水平。

另外，创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推行“互联网+工程
质量安全”，搭建建筑工程远程监管平台。开展工程质
量检测专项整治，加大安全专项治理。加大施工扬尘
治理，开展施工扬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和曝光扬尘污
染企业，建立建筑施工扬尘治理长效机制。

强化日常监管，全面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强化
信用评价应用，加强企业信息的归集、录入，加大不良
行为信息公开力度，用信息化手段进一步规范建筑市
场秩序。

今年我省建筑业计划完成

增加值400亿元以上

索南扎巴索南扎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