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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小文

廖东凡，人如其名，真的很平凡。 当我从网上
得知噩耗，他已悄悄辞世而去，“笔耕大野，魂立
天地”了。

我怅然若失，倒腾书架，找出一摞书———“廖
东凡西藏民间文化丛书”，分为《拉萨掌故》《节庆
四季》《神灵降临》《雪域众神》《灵山圣境》《藏地
风俗》和自传《我的西藏故事》7本。 我翻开扉页，
习惯性地想借“雅正”之机，瞻仰一下作者的手
笔，扉页上却干干净净不着一字，再一想，这就是
我所熟悉的、被我称作廖公的、被藏家儿女唤作
“格小廖啦”的廖东凡啊。

他对西藏和
西藏文化一往深情

廖公比我大12岁， 认识他后我就称他为廖
公。

1991年底，我从团中央统战部调中央统战部
民族宗教局(又称二局)任局长，当时，廖公任主编
的《中国西藏》杂志由二局分管。我去后不久就赶
上藏历木猴新年，杂志社按惯例请二局全体同志
聚一聚， 我就是在那次聚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廖
公。

见到廖公前，我对他已常有耳闻：他1961年
毕业于北大，自愿要求进藏工作，一去就是24年，
写了近百万字弘扬西藏文化的书籍；1985年调回
北京，他家成了“西藏民间招待所”……我还知
道，我们都是湖南宁乡人。 他的老家，我的祖籍，
都离花明楼不远，是地道的“小老乡”。

也许是因为藏历新年佳节的来临，引发了我
这位老乡多年来的西藏情结。 他心情格外兴奋，
用流利的藏语向大家敬酒：

扎西德勒彭松措(吉祥如意幸福美满)
� � � �阿妈巴珠工康桑(女主人健康长寿)
� � � �顶多德瓦吐巴秀(年年平安吉利)
� � � �朗央总久拥巴秀(岁岁如此相聚)
� � � �四句在我听来仿如天书的新年祝福，他说得
那么熟稔、那么真诚，他的眼神他的笑脸他举杯
致敬的样子，顿时让我想起他高原生活的24年和
他的“西藏民间招待所”。 我有些感动，于是我特
别用心地记住了这个祝福。

廖公坐在我旁边如数家珍地介绍藏历新年
的形成、藏历新年的礼俗、藏历新年的文化和宗
教内涵。 看得出来，他对西藏和西藏文化是如此
热爱，如此一往深情，简直融入血液，渗入骨髓。

那次聚会之后，我与廖公的接触渐渐多了起
来。

承受苦难时沉默如山

廖公与妻子陈闺梅结婚后长期分居两地，他
们的儿子一岁多时不幸夭折， 当时廖公在西藏，
妻子独自承受着无边的痛苦。 几年后，他们有了
宝贝女儿廖星蓓，却又自小多病多灾，廖公无法
照应，全靠妻子一人支撑。 直到1985年廖公调到
北京，他们才算有了一个家。

但我发现，廖公看上去对自己的际遇似乎颇
不放在心上， 很少谈到自己家庭生活方面的困
难。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并非廖公情感粗糙、承
受能力超强， 只是因为他经受过太多的不如意，
在离家千里万里的雪域高原，面对挫折、困苦，他
只能默默承受。

廖公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大毕业生，到西藏
后，但他却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分配到草创时期的
拉萨市歌舞队工作。 歌舞队由一群无业青年组
成，队员中许多人文化水平很低，没受过专业文
艺训练，生活待遇也差，国家每月给每人发的补
贴连吃饭都不够。 许多人替他抱屈，说一粒金豆
子扔进了荒山沟，他也曾努力申辩，但丝毫不能
改变现实。 于是，他抛下委屈立下誓言：“世界上
没有卑微的工作，只有卑微的思想境界。 离开湖
南老家进藏时， 我曾俯身亲吻湘江边上的土地，
从现在开始，我要全心全意拥抱西藏这块高天厚
土。 西藏的路，我要从零公里开始走起。 ”

为了尽快融入这片土地，廖公开始向歌舞队
的队员学藏语，教他们说汉语。 他带着队员去藏
医院搓药丸增加收入维持生计；他带着队员翻山
越岭为藏民表演，向藏民学艺。 他用双脚抚遍了
拉萨的山山水水。 这支队伍终于带出来了，还被
挑选到北京参加汇报演出 ! 廖公激动得难以入
眠，他盘算着这次回去可以到学校看看老师和同
学，顺便回老家看看当年离别时哭得肝肠寸断的

老母亲……美梦做了一个又一个，进京演出人员
名单宣布，他与十几个被认为家庭和社会关系有
问题的人被排除在进京名单之外。

廖公懵了，那个黄昏，他躺在拉萨河边石砌
的堤坝上，听浩浩江流阵阵涛声，直到暮色四合
炊烟四起，他做出结论：决不能破罐子破摔。 为了
自己和歌舞队的前途，要比以前更振作更努力!
� � � � 3个月后， 廖公带着这支队伍在拉萨举办了
一场汇报演出，引起轰动。

他的爱，专注而痴情

1995年，我离开中央统战部到国家宗教事务
局工作，与廖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我们始终没
有断过联系，在做宗教工作的过程中，还常会从
廖公记录的藏传佛教珍贵史料中汲取养分。

2006年底，在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和发展协
会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我受协会委托在酒会
上致新年祝辞， 当我举杯走上主席台的时候，我
看见了廖公的笑脸，那四句我记了15年的藏历新
年祝辞突然从我脑海中迸出，于是我举起酒杯把
这四句祝福转赠给在座的嘉宾，酒会气氛顿时活
跃起来。 走下主席台，我来到大病初愈的廖公身
边说：“这四句新年祝辞， 是15年前你教给我的，
没有说错吧?”廖公非常高兴，眼神充满惊讶和欣
喜，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么冗长而拗口的藏语祝辞，你居然记得一字不
差！ ”

廖公深知， 藏文化既是藏族人民宝贵的财
富，也是中华文化之瑰宝，在一千多年的文化融
合过程中，藏文化与大中华文化源流水乳交融。

不知从何时起， 廖公开始对藏文化爱入骨
髓。 也许是从那个清晨开始。

那天清晨，从睡梦中苏醒的廖公隐隐听到外
面传来阵阵歌声，推窗一看，他惊呆了，他发现拉
萨城家家户户的屋顶都成了歌舞的海洋，每间房
子的房顶上都站着一队队打啊嘎的人(每年为房
顶夯一层新土称为打啊嘎)， 他们穿着艳丽的服
装踏着欢快的舞步唱着奔放的歌曲：“请看我的
左手多强壮，请看我的右手多强壮，我要用我强
壮的左手和右手，把拉萨打扮得像待嫁的新娘一
样。 ”

多好啊，这如歌的民族!那一刻，廖公在歌声
中醉倒。

也许是从农人的望果节上开始的。 望果节
上，农人们呼喊着如诗般的语言：“从大嘴的天那
里我们赢得了收成，从大嘴的人那里我们赢得了
收成，从寒霜下面我们赢得了收成，从冰雹下面
我们赢得了收成。 ”农人的呼唤声渐息，一旁就有
人代替丰收女神训导农人：“夏季的时候我睡在
雨地里，冬季的时候我睡在雪地里，正因如此庄
稼才获得丰收，你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呢?”顿时

田野里响起漫山漫谷
的回应声：“感谢啦感
谢啦!”“对不起啊，对
不起 !”多好啊，这如诗的民
族!那一刻，廖公在欢呼声中动容。

经过了见过了， 廖公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
“文化瑰宝”， 他开始对足下的这片土地爱得专
注，爱得痴情，爱得深沉。 他以真情为锄，以生命
铸犁，开采藏族民间文学这一金矿，和他的同事
们共搜集整理出藏族、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故事
约60多万字，民歌3000余首。 又用一颗能压得住
岁月抵得上黄金的心，捧出了沉甸甸的7本书!
� � � �对于廖公，雪域高原上的藏家儿女爱得也是
那么专注，那么痴情，那么深沉。 他生病要做手术
时，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围在病房外痛哭不肯
散去；哪怕年近七旬，他仍是他们的“格小廖啦”；
他们心心念念期望他长居藏地，直至终老，他们
说：“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常去拉萨西郊的烈士
陵园看望您了。 ”

1997年，“格小廖啦”再次重返高原，他的老
朋友们奔走相告，把他的到来当成节日，他们在
罗布林卡整日欢聚， 献给他一条条雪白的哈达，
他们敬青稞酒，敬酥油茶，碰额头，贴双颊，用尽
西藏古往今来的礼仪表达感情。 几十年的老话讲
了又讲，几十年的旧事提了又提，几十年的老照
片看了又看， 几十年的眼泪流了又流……那以
后，廖公因身体之故难以再返西藏，十余年来，一
拨一拨的西藏人来到他家，来北京看病住不起宾
馆，就住在他家；来内地开会，绕多远的路也要
“顺便”来看看他；逢年过节，家里的来电基本都
是0891的区号……

与死神擦肩， 让我们
珍惜生命，更珍惜友情

我与廖公虽只共事4年， 但却有着一段同生
共死的经历。

那是1992年6月，我带队去四川藏区调研，组
队时我认为廖公必不可少， 但廖公却有些不情
愿，据他自己说，五大藏区，他只对西藏感兴趣。
我知道廖公的为人，所以也不跟他客气，只说了
一句：“廖公， 治藏必先安康， 安康方能治藏啊!”
不由分说把他拉进调研队伍。

6月9日，调研队伍从德格出发，分乘两辆小
车从四川德格县翻越雀儿山到甘孜县去。 雀儿山
藏语称卓拉山， 意思是雄鹰都飞不过的山峰，主
峰海拔6168米，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 上路后我
理解了为何雄鹰会在此铩羽而返：时值6月，雀儿
山远处冰峰重峦叠嶂寒光凛凛，近处急流飞瀑卷
石吞沙。 翻山的道路既窄且陡，一面紧临万仞峭
壁，许多地方根本无法错开两辆车，另一面就是
万丈深渊，偶有碎石滚落，半天听不到回声。 有人
麻起胆子往下看了一眼，顿时头皮也麻了。

看到这样的路况， 我们不由得都提着一颗
心。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车行至半山腰一个急拐
之处，一辆东风卡车从上至下迎面驶来，车速很
快， 当他转过来发现我们的小车时已经避让不
及。 万幸的是，我们的司机经验丰富，没有采取一
般人遇此情况时急打轮错开车的做法(这样极有
可能滚下悬崖)，而是死死踩住刹车，与同样拼命
踩刹车的大卡车缓慢而有力地挤在一起，我们看
着车头一点点地瘪进来，再瘪进一点司机和副驾

驶座上的人就有性命之虞了， 千钧一发之时，车
竟然完全停住了!惊魂未定之际，在后一辆车上的
廖公他们急忙跑过来，把我们从车上拖下来扶到
路边。 刚经历车险，加上海拔较高，我们都有些愣
愣的回不过神来，我想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廖公
一把把我扶到路的另一侧，就在这时，三股电线
杆粗的龙卷风从我刚才站的地方呼啸而过。 这回
我可真是看傻眼了!
� � � � 车动不了， 我们只能开动双脚沿山路往上
爬。 也许是为了缓和气氛，廖公笑着说：“叶局长，
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西藏的两位长者，一位还
是德格土司的近亲，站在路边招呼我，让我到家
里坐一坐。 我说，‘叶局长他们还在前面等着我
呢，我不能进去坐了’。 醒来后想起这个梦，还真
是不吉利啊，因为那两个长者都已经过世了。 ”不
久，一辆新华社西藏分社的车开过来，我们忙请
他们带字条到甘孜县委， 请他们派车来接我们。
我们登上了山顶， 在雀儿山路标前面合影留念，
纪念刚经历两度生死的难忘时刻。

经过近一个月的奔波辗转，回京后，我们写
了一篇名为《安康三策》的调研报告。 时任四川省
委书记的杨汝岱同志曾作批示肯定。 我玩笑着对
廖公说：“这可是一篇差点以我们生命为代价的
报告啊!”廖公依然是但笑不语。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廖公曾数次与死神擦肩
而过。

1964年，廖公带队去当雄为“当吉令”赛马大
会演出，晚上住在帐篷里，半夜一声
巨响，把他从梦中惊醒，好像有巨大
的岩石压上他的胸脯， 全身无法动
弹。 好不容易穿着内衣钻出去，才发
现昨夜露宿的草原已变成了茫茫雪
原，近半米厚的大雪压垮了帐篷。

1982年夏， 廖公去墨脱县采风，
墨脱是西藏也是全国惟一一个不通
公路的县，廖公足蹬手爬，跌跌撞撞
前行， 一个跟头栽进雅鲁藏布江崖
岸，在陡崖上翻滚而下时幸被一盘老

树根挡住才未被激流卷走。 他百感交集，想起同
学、朋友，他们有的正在大学课堂里慷慨陈词，有
的在学术研究领域大显身手，只有他，在这天涯
绝域中日夜奔走，在险山恶水里历尽艰辛，一笔
一画地记录早已被世人忘却的神话史诗，这样做
到底值不值?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但当卡布寨的
村民用珞巴话、门巴话、藏话唱着笑着迎上来，把
他围在中间，这个拉手那个贴脸时，他在心中对
自己说：值!那一刻，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在西藏生活的24年中，相似的遭遇还有过多
次。

一个用一生岁月实践
信念的人

2002年初，廖公突发脑溢血入院抢救。 我当
时正在台湾，心中又牵挂又难过，赶紧打电话回
局里，请我原来的秘书代我前往医院探病，直到
听说他的病情已稳定才长长松了一口气。

后来，就听说廖公全力以赴投入到书稿的创
作当中。 我们都有些替他身体担心，但他说要趁
自己记忆力没有消退、头脑还算清醒、语言表达
还行，把自己在西藏20余年中的亲眼所见、亲耳
所闻、亲身所历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掌故，逐一进
行回忆梳理。 我知道，这些是他这辈子用情最多
的东西，也是他这一生最重的一个心结，于是不
再劝阻他，因为我明白，这就是廖公，一个能用自
己一生岁月去实践此生信念的人。

我敬重这样的人。
“廖东凡西藏民间文化丛书”终于问世，这套

丛书以近200万字的篇幅， 介绍了西藏优秀的传
统文化和民间习俗，及藏人的神灵崇拜、宗教信
仰、宗教节日和宗教活动。 7卷在手，似有千钧!
� � � �“廖东凡西藏民间文化丛书”召开新闻发布
会时，我因事不能前往，打去电话表示祝贺。 算起
来，我和廖公已几年不见，看着桌上沉甸甸的一摞
书，当年我们一同去康区调研的日子便恍如昨日，
当年我们一起与死神擦肩而过才写出的调研报告
《安康三策》便浮现眼前，当年这个报告满怀深情
的结束语还回响在耳边：“结束调查， 我们来到康
定城中巍然壁立的跑马山上， 山顶一副对联赫然
在目：‘一首情歌扬天下，万仞雪山鉴古今。’一首康
定情歌，寄寓着康区人民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一
片深情。 皑皑万仞雪山，则象征着康区人民吃苦耐
劳、勇敢剽悍的民族性格……”这副对联，其实不
也是“廖东凡西藏民间文化丛书”的写照吗？

我的朋友廖东凡很平凡，但多年了，常会思
念这平凡的朋友。 此刻，艾青的诗总在耳边响起：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湘人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