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20 年 1 月 24 日夜，
和继先一宿没睡。

那晚，作为丽江市玉龙县
纳西 族 村 庄 吾 木 村 的 现 任
“东巴 ”的他 ，与本村村委会
主任召开了紧急会议 。 “东
巴”是纳西族传统神职人员 ，
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 ，
也是掌管着村子传统习俗活
动和节日礼仪的人。

会议以圆满结果收场：村
委会主任同意在第二天 ，也
即农历大年初一召集村组干
部 ， 进行 防 疫 防 控 分 工 部
署———即使当时村委并没有
收到任何来自上级的疫情防
控的通知。

吾 木 村 距 离 丽 江 城 区
120 多公里，全村委会 300 多
户居民 ，1300 余人口 ，“单我
们 的 村 民小 组 就 有外 来 人
口、 学生和外出务工返乡人
员 108 个， 来自全国不同 57
个城市 。 其中和湖北和武汉
有联系的人有 5 个。 ”

一个月后的 2 月 24 日 ，
在距离他几百公里外的四川
省甘孜州 ， 另一个人同样度
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与和继先不同的是， 此前
十年里邱华绒吾一直在藏区进
行面向公众的艾滋病以及其他
疾病的知识普及，甚至得到“艾
滋喇嘛” 的外号———尽管他既
没有得艾滋，也并不是喇嘛。

武汉疫情暴发以来的一
个月， 他运营的公众号已经
接连翻译了数十篇科普文章
和一本防疫手册， 数十万人
因此受益， 藏语防疫文章数
次突破“10 万+”。

一炉天香

摆在和继先面前的第一个
难题是：春节的“大祭天”仪式怎
么办。

纳西族与汉族春节日期相
同，但习俗有别。 其中通常安排
在大年初五的“大祭天”仪式是
整年传统节日习俗活动中最重
要的一场，数百年来一直有“纳
西以祭天为大”等说法。

而现在，因为一场远在内地
的未知疫情，真的要停办如此重
要的祭天活动吗？

和继先明白，这些历经多年
才逐步得以恢复的文化传统，对
于吾木村的凝聚力和村民认同
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与此同
时，大部分村民并不相信遥远的
病毒真会拿自己家乡怎么样，而
此时村干部也没有收到上级有
关疫情防控的任何通知。

抉择十分困难，但眼看武汉
疫情愈演愈烈，和继先还是与村
干部、家族代表协商，决定停办
祭天。

要在村中为停办争取到众
人的理解，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不止一家村民难以接受这一决
定，特别是，各家族都已紧锣密
鼓地将祭天物资准备好了。

向村中不少从未出过山的纳
西族人解释“什么是新冠病毒”，
也成了一个意外的难题： 他们中
的相当多人完全不通汉语， 而古
老的纳西语言中没有“病毒”“流
行病”“抗体”“疫苗” 等现代科学
和医学的对应名词， 也无法通过
借词音译， 每次说明都不可避免
地涉及繁杂而令人眼花的名词解
释，给村民的理解更增添了难度。

村中的老人们在这个时候
帮上了大忙。 在他们的讲述中，
清朝末年在吾木村也曾暴发过
一次瘟疫，百年以后，当时暴发
的究竟是什么疾病已经无从考
证，但正是当时村中亲密无间的
热心肠，最终酿成大祸———起初
只是一位村民染病去世，但处理
后事和葬礼过程中全村前去逝
者家中帮忙的习俗，导致村中多
人被感染。

历史的教训还在老人的口耳
之间传递： 纳西族过去应对传染
病时， 居住在山区的村庄会用封
桥断绝联系的方式， 进行不同村
落间的隔离； 坝区的村庄则会用
挖沟放水围村庄的办法进行封村
隔离。 在城里如果有人家感染疫
情就不能出门， 街坊邻居在深夜
把生活的必需品放在被感染家村
民的门口附近， 支持这家人的生
活资料保障， 共同防止疫情的扩
散。 这样的传统经验的讲述在村
民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重新启发了
合作，互助和自律精神。

在此前传统重建中得到恢
复的家族和族长制，在这一次说
服村民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小
作用。 为了尽可能协调防疫与节
庆需求，和继先最终在大年初五
那一天，带着其中两个家族的族
长和村委会主任，四人代表全村
在祭天场烧了一炉天香。

“我们不能因为文化耽搁了防
疫，但也不能因为疫情放弃或者否
定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 ”

传统与现实的对话

对邱华绒吾来说，在许多其
他地区如同洪水猛兽的新冠疫
情，给他带来的挑战并不如想象
中大。 如何调动传统文化和宗教
信仰的力量，帮助推动藏区公众
健康教育，是他过去十余年始终
在探索的课题。

“藏族对蝙蝠是非常忌讳的。”
回忆最初宣传疫情严重性的时候，

邱华绒吾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我小的时候森林里有很多蝙蝠的
地方， 老人是从来不让我们接近，
对蝙蝠的恐惧可以说是与生俱来。
所以大家一听（可能）是蝙蝠传染
上来的，所有人都能想象得到那一
定是非常厉害。 ”

除了对于蝙蝠的恐惧，邱华
绒吾还在藏族业已消逝大半的
生活传统中为防疫措施找到了
不少根据。 过去藏族人出门时一
直有自带餐具的习惯，从不使用
外面的公用餐具，也不会把自己
的餐具借给他人使用，这恰与防
疫要求不谋而合。

还有不少人试图为其他人
提供帮助，或参与捐款。 邱华解
释，这也与藏民根深蒂固的朴素
信念有关：“藏族传统是要想不
得病，要保持健康，就要做善事，
所以越面临疾病的威胁，就有越
多人积极行善。 ”

事实上，这一次新冠疫情所
要求的防疫措施，对于藏区的老
人和僧侣等长期浸润在传统藏
文化中的人群来说甚至可以说
是广受欢迎，尤其是在《野生动
物保护法》 启动修订工作以后。
“这件事是完全符合了老年人和
僧侣的意愿，让年轻人去理解传
统文化，禁止杀生，也更能够理
解以前的生活方式。 ”

就这样，以一种意想不到的
方式，古老藏文化与骤然而来的
新发疫情的防疫举措之间实现
了对话。

邱华绒吾与他的公众号团队
产出了藏语防疫材料， 希望触及
更广泛的藏区受众。 经过多年经

营，他的藏语公众号“藏区防艾服
务中心”已有 23 万订阅，是藏区
最大的健康教育机构， 也是藏语
文化圈内数一数二的“大号”。

由于很多牧区民众无法读
写藏语文，防疫宣传工作同时还
以群内音频、短视频直播、说唱
音乐、白格尔走唱、格萨尔史诗
唱诵等等特色方式进行。 藏区内
部方言情况复杂，邱华还动员各
地志愿者发展出十二种方言版
本的宣讲活动。

“这都是多年健康教育做下
来得到的经验，知道老百姓的文
化程度和接受能力，要用他们听
得懂的话，要符合藏族价值观。 ”
邱华绒吾总结，“老百姓只要能
听懂，就会非常重视。 ”

源于藏区各界的共同努力，
2 月 25 日开始的藏历新年变得
静悄悄，有牧民告诉邱华，今年
新年是“心灵上相互祝福和祈祷
最多， 行为上表示得最少的一
年”， 从前去亲朋好友家一同过
年的习惯基本上销声匿迹，绝大
多数人留在自己家中。

初心和“船”

十几年前选定事业方向的
时候，摆在和继先面前的，是随
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出走而日
渐没落的家乡和渐渐不再为人
提起的民族传统。 而摆在当年的
邱华面前的，是藏区民众对于健
康知识，特别是艾滋病防治知识
的无知与漠视。

对于和继先和邱华绒吾，传
统文化分别成为了他们的“初

心”，和渡过困难之河的“船”。
“没有人知道艾滋病，老百

姓不知道艾滋病是一个吃的东
西还是别的。 ”邱华回忆，尽管当
时藏区部分地方艾滋病感染问
题已比较严重。 一个无知无觉的
病毒携带者就会导致新发感染
者以几何级数增加。

囿于病症特性，仅仅是解释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这件事，就常
常会在听众中间引起目瞪口呆
的反应。 对于疾病本身，藏区人
民秉持着宗教观念，认为“不做
坏事就不会得病”。 也有许多人
援引宗教经典，相信它是各人命
里的“业”，不是现世行为可以改
变，或是相信万能的传统藏药足
以治疗艾滋……

由于邱华强调各地医生需要
对针头等器械进行消毒，这一与传
统相抵触的宣讲还让他在一部分
人眼中成了“恶见者”，认为他不尊
重传统和宗教。还有老百姓将艾滋
想象为一种“病魔”，认为时常提起
它反而更容易招致灾祸。

结合听众反馈，他不断修改
自己的用词和宣讲形式。 曾经不
太在意传统的邱华绒吾在实践
当中逐渐体会到了“传统”的重
要，也愈发谨慎自己的措辞：“如
果硬搬外来文化，藏族人一定会
需要一定时间去接受。 ”邱华也
意识到，必须争取到在民众心目
中地位至高无上的高僧大德们
的支持，“僧侣们说一句，顶上在
家人说一百遍。 ”

而在吾木村， 出身东巴世
家、成为“留守青年”的和继先，
带着传承的使命，也忘不掉小时
候家族一大家子共同奔赴传统
活动的样子。

“家乡的人们都坚信……必须
要由东巴给亡灵点一盏灯，死者的
亡灵才能顺利通过没有太阳和月
亮照耀的归途，回到祖先的身边。 ”
和继先这样回忆初任“东巴”的几
年，“为了让每一个回归祖居故地
的亡灵能够顺利回归，我只能现学
现卖地在‘应付’中支撑着一个又
一个的山乡祭祀仪式。 ”

在东巴文化中， 仅祭祀仪式
就有大大小小几十种。 主持一场
仪式， 意味着学会仪式所需的所
有内容：诵经、解经、主持、唱对应
的歌曲、跳特定的舞蹈、甚至完成
相关的木雕和服饰制作。 除此之
外， 还有全球唯一存活至今的象
形文字东巴文和用东巴文写成的
数万卷经书需要不断学习……

这些，构成了一个大山里传
统纳西族村落的精神家园，贯穿
在日常的生产生活里。

十几年来，和继先和邱华绒
吾各自守护着一方土地、一个社
区。 而突然而来的新冠疫情“考
验”， 在无意之中成为了他们努
力成果的一块试金石：是吾木村
重新建立起来的人际信任、民族
传统和村落认同，帮助起初对病
毒毫无认知的村民配合和支持
了种种防疫措施，并促使大家在
此后共同探索、渡过因为疫情带
来的新难关，包括外出务工村民
的失业和生计的重新选择等。

疫情威胁逐步淡去的两三
个月里，他们也在生活恢复正常
之余，迎来新的思考与挑战。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 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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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的语言中没有“病毒”

社会创新

2020 年 8 月，邱华在藏区进行宣讲

和继先在教村里的孩子东巴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