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经济文学 2020年10月19日
星期一主编：陈丽伟 责编：李勇 校对：陈超 制作：周海生Documentary7纪实

香浪节
—援甘纪事

■ 陈曦

在新时代的深处

中国新经济文学中国新经济文学
深入生活，才能收获

2019年7月4日，我作为天津援甘专技

人才被派往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工作，在从

机场接我们来的路上，合作市的同志们就和

我们说，你们来的得巧啊，正好能赶上我们

的民族节日——香浪节！这是我们几个远

道而来的天津人第一次听说香浪节。翌日，

我与滨海新区文化馆来援派的潘晶老师一

同作为文旅人才到合作市文旅局报到得知，

今年的香浪节不同以往，要比往年都隆重！

的确，虽然初到合作，但大街小巷都能看到

“一会一节”的标语，连出租车顶灯也闪动着

类似标识，非常显眼，俨然成为了这座小城

的一道靓丽风景。这里所谓的“一会一节”

就是指第四届（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和第

九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而操办

这次节会的牵头部门正是合作市文旅局，这

可让初来乍到的我们上任伊始就要面对挑

战了，内心的新奇和兴奋之感油然而生，心

想也许这正是我们的用武之地。

到达合作的第一个星期一，我们第一天

上班的日子我们就跟随合作市文旅局副局

长魏黎明来到当周草原，这里是“一会一节”

的主会场，场馆搭建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接

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就要把这里当作主战场，

奋斗冲刺了。

像“一会一节”这种盛邀八方来客的大

好时机怎能错过推介合作市文化旅游的机

会，节会期间将有数百名来自海内外的知名

文旅产业从业者考察合作市的文旅设施。

“一会一节”开幕前不久的一天，我随合作市

文旅局挑选的三名考察团讲解员到考察点

位进行预演。7月下旬的天津已经入伏，但

在甘南，夏季的早晚还很寒冷，如赶上阴天

则更雪上加霜。早上，小雨已经淅淅沥沥地

下了起来，8点左右，我们从合作城区出发，

向东北方向行驶，出了两千九百多米高的城

区，海拔开始慢慢爬升，顺着合冶公路我们来

到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美仁大草原。虽说在

甘南草原并不少见，但这里确有不同的地貌，

一块块草甸呈半圆形，非常均匀地散布在这

片高原上，形成了独特的奇观，这些奇观上面

还时不时出现一座座经幡，把草原点缀得更

加绚丽多彩。而说到经幡，就不能不提到一

个网红打卡地——经幡隧道。这个长约一

公里的隧道内布满了经幡，尤其是风一吹过，

更显九色甘南的魅力，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

把这样的美景更好地诠释给远方的客人。

时间在忙碌中过得很快，眼看就要到开

幕的日子了，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临近开幕前一周，合作市文旅局已经把办公

场地由办公楼转到了当周草原，而这里的办

公场所也很别致——“草原帐篷”，这是香浪

节的一种传统，这个节日还有一个更通俗的

别称叫“浪山节”。据传，甘南地区藏族同胞

自古有采薪（外出采集木材之意）的习俗，而

搭建帐篷又是游牧民族一种特有的生活方

式，所以这种藏式民居就成了承载“千人锅

庄”的别样风景，文旅局最后几天的冲刺都

是在这个特殊建筑里完成的。

半个月前还是工地的主会场已经搭建

完成，各种设备开始调试，主席台布置得井

然有序，民族特色彰显其中，而台下广阔的

草原就是最大的舞台。在最后的彩排中，同

事凑过来向我介绍：“你看对面远处新落成

的白色建筑就是我们‘一会一节’中‘会’的

承办地——甘南会展中心，到时国内外的宾

客都将汇聚于此，而两侧的山坡到时会聚满

了群众，那场面别提有多壮观了！”

香浪节开幕式前夕，月光粼粼，一切又

回到了倒计时本上写下的时光轴，按照进度

表迎接着节日盛会的一场场大戏。晚上，潘

晶老师按计划去了采尔隆沟现场，听说

ANU等一大批藏族歌手都来到了现场，让

草原上的青年男女感受了一把传统与现代

的结合。我留守在城区盯一场室内演出共

迎八方来客，一场场不同风格的演出烘托出

盛大节日即将到来的欢乐氛围，在这样的欢

乐氛围下，一切疲惫都已抛在脑后。不经意

间，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融入了这座小城，

成为了其中的一员，那种忙碌中的充实夹杂

着氧气匮乏带来的丝丝幻觉，在这绚烂的夜

色中让人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期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2019 年 7 月

30 日，那高原夏日中的晨曦像奔跑的少年

冲破了这片宁静的草原。清晨5点多，四面

八方的村民、牧民，沿着国道、省道、县道、乡

道像朝圣一样往当周草原汇聚，我顺着窗户

向外一望傻了眼，原来合作市竟然有这么多

人！当周草原在合作市的西南角，而我住在

了东北角。我下楼时已不见任何公共交通

工具，等了好久终于来了一辆出租车。合作

市的出租车很特别，并非专人专车，而是顺

路拼车，多人乘载，而票价也很亲民，每人只

要两元钱。我搭载的这辆车只能到城中心，

而距离当周沟只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我看

着时间，选择徒步不可取，边走边回头看有没

有其他车辆可以搭载，正巧一辆医疗保障车

经过时捎上了我，听说我来自天津市滨海新

区后，医护人员还主动讲起曾经在天津的学

习交流经历。攀谈中，车辆行驶得越来越缓

慢，汇聚的车辆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目

的地就要到了，我在这里话别下车，我们去往

各自岗位就绪，协作完成这最终的任务。

彼时同事曾向我介绍的甘南文旅会展

中心此时已经被妆点得热烈而庄重。这座

白色墙体的巍峨建筑在绿色山峦的环抱中

显得更加耀眼夺目，而稍后就要举行的第

四届（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主场馆就在

这里。在它的对面，就是当周生态园，这里

是第九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开

幕式现场的入口，出离了喧嚣的交通嘈杂，

逐渐被锣鼓喧天的歌舞所代替。这时的入

口两侧已是排满了身着节日盛装的表演

者，正载歌载舞欢迎着八方来客。最先听

到的是从远处传来的一种叫做巴朗鼓的歌

舞声，这种巴朗鼓是甘南州卓尼县的一种

特有的民族乐器，听名字有点像小孩儿玩

的拨浪鼓，这个大人玩的巴朗鼓的确有点

像大号版的拨浪鼓。表演者右手持鼓，左

手叉腰，右脚点地，重心则在左脚上，随着

音乐响起，轻盈的脚步带动着身体挥舞起

手鼓，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了整个迎宾大

道，令八方来客远远就能感受到节日气氛

的热烈。经验丰富的表演者时而把手鼓高

高举过头顶，随着一个 180 度的转身，手中

的巴朗鼓又转到身下，鼓手们一个个头戴红

缨长帽，神采奕奕，帽檐上的缨穗随着身体

的律动飘洒开来，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

着。远道而来的客人无不为这激动的场景

所震撼，不知应把目光固定在哪里，也不知

应把双手用来鼓掌还是拍照。

走入当周生态园，气氛则更加热烈，除

了庄严威武的鼓声，还有草原柔美的一面。

藏族的姑娘们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欢迎

着八方来客，远远就能看到她们那五颜六色

的装束，像草丛中的花朵随风飘舞，最引人

注目的是她们那长长的袖子，随着每一次手

臂的摆动，那长袖就跟着飞舞起来，长长的

秀发被各种彩绳编织得花枝招展，再配上藏

式毡帽，与之配套的藏族服饰延伸出来的长

袖舞动起来，让人不由得也跟随着翩翩起

舞。参观者、表演者，外地的、本地的，中国

人、外国人，脸上无不洋溢着喜悦的笑容，这

种笑容也是对舞者的赞美与呼应。有了这

种呼应，表演者们显得越发自信了，那浓黑

的眉眼、高高的鼻梁、健硕的身材，无不散发

着迷人的魅力。这种魅力不仅来自藏族姑

娘，也同样来自藏族小伙，他们同样能歌善

舞，手里操着弹拨乐器，不停地唱着、跳着，脚

上那高高的马靴，随着步点节拍敲打出各种

节奏，那声势一点儿也不逊于巴朗鼓。就在

这一浪一浪的声势中，迎宾队伍不知不觉地

就把客人们带入到了演出的现场，回望入口

处，才发觉这迎宾队伍足有一公里长。越往

里走越发觉里面又是另一番天地，彩排时的

帐篷变得更多了，再往里走，只见两侧的山上

已是人山人海，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早早就

来到山坡上，人群不停地穿梭着、流动着，大

家都想赶在开场前找个合适的位置坐下来。

距离开场越来越近了，大屏幕上实时

播放着对面会展中心内第四届（敦煌）国际

文化博览会开幕式的盛况。演员们已在草

坪的四周就位，而看台的对面，几个巨大的

热气球在鼓风机的轰鸣声中冉冉升起，远

远望去，这彩色的热气球和远处的经幡重

叠在了翠绿的山坡上，这天地美景仿佛让

人置身童话世界。那山坡上的人群也越聚

越多，多到几乎看不到有任何缝隙，主席台

的嘉宾也都陆续就位，大家纷纷掏出手机、

相机合影、留念，抓住开场前的一刻，记录

下这震撼的场景。

真正震撼的场景就要来了，山坡的一侧

忽然引来了一阵小骚动，旁边的观众都站了

起来，主席台上的目光也都被吸引了过去。

原来，那边的山坡上出现了一支马队，马背

上一个个青年壮汉穿着统一的节日盛装，手

擎着五星红旗一字排开站在坡顶上，蔚为壮

观。随着音乐的响起，马队开始逐渐向山下

移动。原来，山上聚集的可不止这一路马

队，随着马队的位移，挥舞着各种旗帜的马

队都出现了，山坡上专门为他们开辟了一条

甬道下山。原来，这些马队都是一早从各个

村上、乡上，甚至别的县上骑马赶到的，专程

来参加节日盛会，随着马队的壮大，这条甬

道也成了最耀眼的风景。他们下山来了，刚

才的那条迎宾道路成了真正的“马路”。走

在前面的几匹汗血宝马迈着“盛装舞步”向

主席台前的草坪走来，真正到了草坪，这“盛

装舞步”的节奏明显变快，毕竟这才是它们

驰骋的疆场。背景的音乐也越加欢快，只见

这跑马的队伍见首不见尾，各种颜色的旗帜

浩浩荡荡地在草原上起伏，观众们也为这场

面沸腾了，欢呼雀跃着。而这欢呼声非但没

有惊扰马匹，更加增添了它们的动力，与骑

手们配合着，与音乐声配合着，奔腾驰骋。

这开场的仪式一下子就把现场带入了高潮。

真正的高潮还远未到来，而真正的演员

们已经来了。在主席台的正前方，随着音乐

的响起，身着节日盛装的藏族青年，手捧着

洁白的哈达向主席台走来，随着前行的脚步

逐渐变成了一个方队。那哈达被高高举过

了头顶，这是藏族同胞迎接远方来客的一种

最高礼仪。随着欢快的音乐旋律，藏族青年

们跳起了哈达舞，浓艳的民族服装配上洁白

的哈达，在这翠绿的草原上旋转起来，汇聚

成一幅动感的图画，令人感动。

有舞蹈哪能没有歌声。献过了哈达，

接下来欢迎宾客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唱歌

了，藏地的歌唱家们轮番登场。在草原上

放歌是游牧民族豪放性格的生动体现，那

悠扬的歌声飘荡在山谷中，让人荡气回

肠。舞蹈演员们也随着歌声一起唱啊、跳

啊。演出队伍中，一支藏戏表演团队特别引

人注目，每名演员都头戴面具，那面具白发

白须，面部雕琢得非常精细，甘南的南木特

藏戏是当地独有的特色。像这样的精彩节

目一个个轮番上演，每个节目少则几百人，

多则上千人，各具特色的服饰配合着精彩绝

伦的舞蹈，把这片草原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时间过得飞快，甘肃民院的《打嘎新歌》也精

彩登场了，经过不断打磨，最终的呈现比彩

排时要精彩百倍。

要说把这欢乐海洋推向高潮的还得是

压轴节目——万人锅庄舞，这是整场演出的

最后一个节目。随着《吉祥甘南》的音乐响

起，所有的演员都随着音乐向草原的中央翩

翩而来，全场的观众也都站了起来，就连主

席台的嘉宾也都站起来了。那穿着各种民

族服饰的演员们随着歌曲的变化，一会儿变

成一个大的方队，一会儿又围成一个个小的

圆圈。乐曲时而欢快，时而悠扬，大家在一

起唱啊、跳啊，那舞者身上穿戴的各种银饰

在齐舞中发出的清脆响声，即使相距很远，

都能感受它的悦耳动听。动听的歌舞一首

接着一首，演员们也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

思，感觉能跳上一天一夜，像极了剧场里或

明星演唱会的安可，但藏族同胞们把草原当

作了天然的剧场，这里不用刻意安装座位，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美好，宾客们也无需拘

束，能够在这里尽情地享受轻松、愉悦。山

坡上的乡亲们也久久不愿离去，他们开始在

山中搭起了帐篷，原来，这开幕式真的只是

个开端，真正的“浪山”才刚刚开始。这一

刻，作为一名异乡人的我，开始懂得了“香浪

节”的这一美意。

一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居民原来都

是有备而来，带的各种馕、卷子、饼子、糌粑、

牛羊肉，再来一杯酥油茶，就在各自的小帐

篷里浪起山来。我们也回到帐篷里吃了烩

面，再回到山上，捡拾垃圾，清理现场，导游、

讲解也到达点位，迎接海内外的旅游业者，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合作市文旅局

的干部也都在工作的帐篷里度过了这难忘

的节日，很多参演回来的同事还穿着节日盛

装，大家都跑过来抢着跟他们合影，这些能

歌善舞的演员们又在自己的帐篷里唱起歌

来，跳起舞来。

如今，回想起甘南的种种过往，也像那

唐卡一样，一幅幅图景回荡在脑海中。就在

即将结束援派的2020年6月，合作市又迎来

了一个新的夏天，香巴拉广场上又响起了新

的乐曲，那广场上的舞者也仿佛换了模样。

一年中，我们送走了一批结束援派的天津同

事，又迎来了一拨新的小伙伴，看着他们满

眼新奇的表情，像极了一年前的自己。再次

登上当周神山俯瞰合作全貌，感叹这座小城

一年的变化还真不小。2020年7月3日，离

开合作的最后一晚，再次回到香巴拉广场，

乐曲声再次响起。哇！好熟悉的声音！对，

没错！《吉祥甘南》！那再次响起的熟悉旋律

不由得让我们从远处又加快了脚步靠近。

哇，那盛大的场面又出现了，一切都没有

变。心想着，香浪节又要来了！

一年一度的香浪节是甘南儿女根植于

这片土地的一种文化传承，也是八方来客

感受独特民族风情的绝好契机。2020 年 8

月 31 日，第二十届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艺

术节如期举行，刚到甘南不久的滨海新区

援派医生茹红瑞通过刻苦练习，也荣幸地

加入到了今年“万人锅装”的团队，与藏族

同胞共同起舞，亲身感受节日的氛围。坐

在家中的我们看到此景心生羡慕，如有机

会，也期待再次回到甘南草原与大家共

舞。同时欢迎天津家乡父老在节假日或是

方便的时候到甘南走一走、看一看，共同感

受祖国的发展变化，领略这份携手奔小康

的津甘情义！

香浪节

香浪节是流行于甘肃省甘南地区

一带藏族群众的传统节日。节日源于

拉卜楞寺僧人每年的外出采集木柴活

动，逐渐演变成僧俗一同郊游的节日。

“香浪”是藏语采薪之意。因藏语称木

柴为“香”樵采称“浪”，故名“香浪”。

锅庄舞

锅庄舞，又称为“果卓”、“歌庄”、

“卓”等，藏语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

大民间舞蹈之一。舞蹈时，一般男女各

排半圆拉手成圈，有一人领头，分男女

一问一答，反复对唱，无乐器伴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