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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凉山腹地，翻山越岭，我
们来到泸沽湖畔。

走出层峦叠嶂的群山，终于
来到一片开阔的水域，顿时，豁
然开朗。蓝天白云，碧波荡漾，
泸沽湖的水第一眼就让人难忘，
那清澈的湖水是纯净的淡蓝，湖
上云烟泛着明亮的金光，这高原
的深水湖就像天空的镜子，不仅
云霞变幻，而且澄彻心扉。

回望群山，大凉山犹如一个
巨人把泸沽湖紧紧搂在怀中，泸
沽湖更像凉山州向世界伸出的双
臂，热情地欢迎五洲四海的朋友
来到四川，走进凉山。

通向世界的窗口

“我们是四川的边城，也是
凉山面向世界的窗口。每年有两
百万的中外游客，从四面八方来
到这里度假观光。”泸沽湖派出
所所长杨东自豪地说。

泸沽湖一湖连两省，为川滇
管辖，湖东为四川盐源，西岸云
南宁蒗。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正像歌中唱道：“湖上海藻花，
风吹阵阵香。我的思念在远方
…… 小 船 还 在 划 ， 湖 水 轻 轻
唱。”摩梭人的传说和女儿国的
风情，激起了无数人对泸沽湖的
向往。

改革开放之初，泸沽湖就成
了中国热门的旅游地，四川省盐
源县泸沽湖派出所也于 1979 年
成立。那时这里还没有通公路，
从盐源县城到泸沽湖要翻两座
山，走两天路，需在山上住一
夜。如今，自驾游一路能开到湖
边。杨东说：“每到节假日是我
们最忙的时刻，旅游车队从早到
晚排成了长龙。我们维持秩序、
疏导交通、保障安全。”

随着旅游的人越来越多，美
丽的泸沽湖名声越来越大，泸沽
湖成了世界了解神奇大凉山的机
缘，也是美丽的凉山走向世界的
窗口。

摩梭人的美好时刻

摩梭人走婚是泸沽湖最神奇
的传说，走婚习俗早已成为历

史，但聪明勤劳的摩梭人的生活
智慧依然让人赞叹。我们走进泸
沽湖东岸的摩梭博物馆，馆内陈
列着摩梭人的劳动生活用具，营
造出摩梭人日常生活状态。

摩梭人依山傍水而居，劳动
生活用具大多就地取材，住的是
全木的木楞房，有上火塘、下火
塘，花楼……用的有石碾、木制
的榨汁器，许多物品都是山里的
石头、竹子、木头制成的，颇有
原生态的意境。

更神奇的是，这里用两头牛
耕地，叫二牛抬杠。在深山湖
畔，从游牧转变为农耕的摩梭
人，与大自然为友，日出而作，
渔猎耕种。劳动之余，摩梭人跳
起了甲搓舞，摩梭语为“美好时
刻的舞蹈”，围着篝火，且歌且
舞，开怀畅饮。

在泸沽湖的夜晚，最难忘的
是我们随着穿着盛装的摩梭人，
手拉手围着篝火跳起了欢快的甲
搓舞。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相
视一笑，便拉起手来，翩翩起
舞。“难忘那一夜，歌舞篝火
旁，眼睛说了多少话……”一切

美好都在欢乐的湖边荡漾。

美丽凉山不只泸沽湖

杨东说：“泸沽湖的美景在
眼睛中看见，泸沽湖的美好在生
活中呈现。”我们浸润在清澈的
阳光和清甜的空气中，泸沽湖不
愧是度假天堂。

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游湖
的那天早晨，细雨迷蒙，当地人
说，正是上船的好天气。见我们
不解，当地人笑了起来，高原上
的紫外线太强，大太阳天进湖，
你们山外来的人会晒得脱层皮。

我们刚到船码头，雨收天
晴，环顾湖上，青山环抱，云雾
缭绕。远处，一团团白雾簇拥群
山，一湖碧水，犹如水墨画卷般
清莹。

泸沽湖是一个高原断层陷落
湖，湖盆四周群山环抱，湖岸多
半岛、岬湾。泸沽湖的美绝不会
一览无余，一湾一景，远近高低
风光不同，水随山转，柳暗花
明。船行湖上，水清见底，时不
时有成片成片的海藻花映入眼

帘。海藻花，俗称：水性杨花，
对水的质量要求极高。

杨东告诉我们：“泸沽湖是
一类水质，整个湖分为亮海子和
草海子，草海子大部分在盐源，
长满了芦苇，对湖水起到净化作
用。好生态是泸沽湖的生命，我
们禁止在湖中使用动力船，全部

是摩梭人手划的木船。”
保护生态是泸沽湖派出所义

不容辞的责任，杨东说：“除日
常警务外，保障景区安全秩序和
保护生态环境是我们的重要工
作。”警务改革以来，泸沽湖派
出所通过内部挖潜，将治安、交
警、案侦、巡逻、消防合为一
体，实现一警多能，服务不缺
位。泸沽湖派出所始终坚持建设

“最美最优景区派出所”，将美
丽、安全、便捷的泸沽湖旅游景
区以最美的姿态呈现给世界各地
的朋友。

金沙江畔，绵绵的群山之
中，美好的生态，旖旎的风光，
成为凉山发展的后发优势。在大
山的折皱里，藏着一道道如泸沽
湖般美丽的风景，瀑布、湖泊、
草甸、湿地，海拔千米之上的高
原魅力正在绽放。

在西昌市佑君镇四堡村，我
们见到了优秀退伍军人张刚，他
回乡创业，深耕田间地头，生态
种植芦笋等蔬菜，远销南京、广
州，网络经济将凉山高原特产传
播到全国各地。盐源苹果、会理
石榴、雷波橙子、西昌葡萄、宁
南蚕丝等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地
走出凉山，走向全国。

左上图：碧波荡漾泸沽湖。
田晓明摄

下图：泸沽湖派出所民警为
景区发展保驾护航。 泸 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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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月 长 城 色 彩 缤
纷，千年黑茶茶香醉
人。日前，“万里长城
千 年 茶 路 生 命 之 茶

‘饮’领健康——安化
黑 茶 历 史 文 化 推 介
会”在北京八达岭长
城举行，活动由中国
农村杂志社 《美好生
活》编辑部承办。

本次活动意在传
承和梳理茶马古道历
史文化，在历史文化
中汲取营养，赋能打
造 安 化 黑 茶 区 域 品
牌，并诚邀各方友人
到万里茶路的南方起
点——安化，体验健
康美好茶生活。

为了更好地弘扬
安 化 黑 茶 历 史 文 化 ，
安化县为大家带来了
一 场 茶 文 化 主 题 鲜
明、精彩纷呈的视听
盛宴，完美地演绎了
千百年来安化黑茶沿
着古丝绸之路、万里
茶道向世界奉献健康
之饮的悠久历史。

据悉，安化县人
民政府向中国长城博
物馆赠送了“万里长
城千两茶”。未来，安
化县人民政府与中国长城博物馆将共同携手，推进
安化黑茶历史与长城文化的深入研究，振兴茶产
业，弘扬茶文化。

安化是中国黑茶发源地之一，唐代杨晔 （公元
856 年）《膳夫经手录》 是最早记录安化茶叶的文
献，1595年安化黑茶被朝廷正式定为官茶，是西北
边区牧民的“生命之茶”和“古丝绸之路上的神秘
之茶”。悠久的茶文化历史、独特的产地环境、特异
的品种资源、复杂的加工工艺造就了“安化黑茶”
显著的保健功能和优异品质，已成为现代人崇尚的
健康之饮、文明之饮、智慧之饮。

近年来，安化县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全
力打造“安化黑茶”这一特色产业，使之逐步成长
为区域内规模大、品牌响、综合效益高、带动能力
强的支柱产业。同时，安化把做大做强黑茶产业作
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抓手，实施茶产业扶贫项目 27
个，其他涉茶项目60多个，茶产业从业人员近36万
人，15万贫困人口中因茶脱贫达到9.4万人，实现了
黑茶全产业链与精准扶贫的无缝对接。“安化黑茶模
式”作为产业发展和精准扶贫的成功典范得到推广。

与此同时，安化致力茶旅融合跨界发展。全面
启动古茶市、茶亭、茶碑、风雨廊桥等茶文化遗存
和文物的普查工作，白沙溪茶厂、安化茶厂、永锡
桥等茶文化遗迹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修缮。城镇建设
充分融入茶文化元素，中国黑茶博物馆、黄沙坪古
茶市等重点项目全面建成，形成了良好的茶文化发
展氛围。

安化黑茶，世界共享。安化积极挖掘黑茶千年
茶史，复兴万里茶道，持续打造黑茶品牌，推动安
化黑茶产业升级，拓展安化黑茶消费市场，让安化
黑茶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谱写中国黑茶文化传播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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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的民居建筑，人们想到
的多是南徽北晋，其实关中的建筑风
格更胜一筹，中国最早的房屋建筑便
出现在关中临潼姜寨仰韶文化村落遗
址。从关中四处聚集而成的关中民俗
博物院，将古时关中民宅的建筑风格
淋漓呈现，让我们在艺术的熏陶中感
受到关中建筑的伟大。

关中民居以秦汉“豪放朴拙”为
本，以隋唐“雄浑壮丽”为表，以明
清“精细富缛”为实，在恢弘雄壮中
独树一帜，自成一派。

关中民俗博物院里的建筑，原汁
原味地展现了这些风格。这些民居，
除孙福堂宅院为横向联院式院落外，
其它均为纵向多院式。除雷致福宅院
位于西安市区红埠街外，其余均位于
渭北乡村。这些建筑等级和规模在当
时都可谓首屈一指，具有典型的关中
建筑风格。

内敛、沉稳、睿智是这些建筑的
共性。

明代三朝元老孙丕扬的宅院，始
建于明隆庆后期，为两进两院式。有
前房、偏院门房、厢房、上房和后偏
院及北房之分，二道门东侧有千年古
槐一株，右边立孙丕扬所撰家族碑两
块。整个宅院格局端庄大方，宽大宏
伟，充分显示了孙丕扬刚正不阿、无
惧无畏的性格。

门楼上方的屋檐兽面瓦当有花草
纹滴水图案，脊饰为浮雕莲花，不仅
立体感强、美观大方，而且寓意主家

为官清廉、淡泊明志。进门有麒麟望
日照壁，壁正中麒麟长啸视日，不仅
有迎祥纳福镇宅辟邪之意，还寓示着
主人一直牵挂国事心想朝廷之意。两
翼向外张开雕刻有花中四君梅、兰、
竹、菊，梅花坚毅忠烈，兰花清幽高
雅，竹子重节高洁，菊花恬静适意，
无言中表述了宅中主人品质心志。

始建于清咸丰年间的阎敬铭宅
院，房屋为两进两院式，分前房、东
西偏院、二进门楼，东西厢房、上
房。整个院落布局对称，宽敞宏伟。
阎敬铭理财有道，为官清廉耿介，有

“救时宰相”之称，其宅院大门上挂有
“督财府”牌匾，门楣大气，饰有彩色
雕花，门洞窄小，并伴有石雕，可谓
是粗中有细，细中见精品，充分表现
了阎敬铭做事沉稳练达、谨小慎微、
勤俭节廉的风骨以及聪慧才智。

这些民居都是高墙大院、深宅府
第，砖、门、石都雕刻精湛，在布设
上讲究对称，充分显示了宅主公诚敦
厚、勤俭持家、长幼有序的家风。

耿元耀宅院为四合围院式，有前
房两层，影壁、东西厢房和上房。建
筑规划宏大，门楼大气宏伟如城楼，

高达十多米。正房窑洞九间，门外有
长廊，庭院宽阔开朗豁亮，窑洞前方
筑有宽敞轩廊，廊亭间架结构考究，
石雕、砖雕、木雕精彩纷呈。尤其是
廊亭正上方悬挂的木匾“朝元山房”，
系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作品，使宅院
愈加生辉。

世代为商的崔家槐宅院，为三进
三院式，有前房、东西厢房、腰房、
上房。宅院狭长幽深，房屋高低错落
有致，具有很深的尊卑关系以及高调
做事低调做人的道理。

这些民居都饰色素雅，用料讲
究，雕工精细，门头屋脊饰物寓意丰
富。山墙上有防火墙，进门院中有照
壁，虽然高低大小样式不一，但都有
雕花。院落墙上有砖雕，侧畔还有神
龛，每一副壁画都寓意非凡，令人揣
摸深思户主的心性。

如果说江南民居是“杨柳岸晓风
残月”，那么关中民居则高歌“大江东
去”。看着那一座座布满历史灰尘的深
宅大院和精美雕饰，我仿佛看到了秦
人的仁义礼智信，那是站在历史建筑
之上的秦人风骨。

下图：门楼上的精致砖雕

关中民居 秦人风骨
秦延安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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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安徽庐江县东南山区一
隅。坐落在寨基山下的凌安村，
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碧树四
合。那略带山野气息的氛围，如
一幅色泽明丽的山水长卷，景意
幽深，气韵悠远。

田里沉甸甸的稻穗，铺着金
色的涟漪。一树橙红的柿子像挑
在枝丫上的灯笼，照着傍晚在广
场跳舞或是锻炼的人。村后山脊
上摇曳着几抹红颜，似是杜鹃的
花束。

凌安，是杜鹃花的故乡，每
到四五月间，绽放在山梁、坡地
以及房前屋后的一丛丛杜鹃花，
姹紫嫣红，可谓季节里最美、最
具风情的景致。眼下时令已过，
杜鹃的落红随时间流逝化作根下
护花的春泥。那摇曳的红颜要么
是仲秋的红叶在茎脉里调色，要
么是身着红衣的村姑在山中采菊。

凌安村种有大片的紫菊，因
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开辟茶
园，种植中草药。紫菊的产销供
一体化，成为村民创收、增收的
重要手段。

同时，紫菊盛开也极具观赏
性，成为凌安一景。大片的紫菊
争奇斗艳，赛过满山杜鹃花开时
的风景。颜色撩人，香气也撩人
的紫菊，不仅让人眼馋，还让人
嘴馋。这就更让人羡慕凌安人
了，“早饮露水，晚食菊花”可以
像读诗句一样简单。

淡 淡 的 青 雾 从 寨 基 山 漫 下
来，轻柔飘逸，像回归故乡曼妙
女子颈项上吹散的薄纱，温婉，
空灵，静谧，将绿韵拥覆的凌安
隐笼在祥和的气氛里。

这是浸染着凌安历史烟雨和
现代时尚的青雾，能闻得出它的
前世芬芳，也能听得见它氤氲、

嬗变的气息。一座乡村，难得在
传承历史的同时，与时俱进，华
丽转身。

走进一个叫上冲的地方，身
心立即被一种淡雅、素净的清新
色调所浸染。一栋栋新房梯田般
次第而落，与环境和谐统一。

无论是花草缀满的曲径、石
磨镶嵌的围墙、翠竹扶疏的水
岸，还是造型别致的亭阁、寓意
深刻的石塑、书画装饰的竹廊，
抑或那些年代久远的老井、风
车、碓窝，铺陈的是一种自然本
真，突出的是一种地域特色，展
示的是一种新农村气象。从形式
到内容，这一草一木都彰显着历
史底蕴和时代意蕴，彰显出凌安
浓郁的地域风情。

并不是所有的残垣断壁都要
清除。一座村庄的历史，保留在
一堵墙上，比写在纸页上更直
观，更容易记住乡愁。那座老屋
倒了，只剩下一道门楼。主人不
但没有拆除它，反而加固保护，
在门楼上挂了块木牌，写上“老
屋春秋”。

这就让一座老屋永远矗立，
让一座村庄永远矗立。看到这样
一道门楼，就不难理解乡村文化
的真正内涵了。

门前那棵桂花，树龄有一百
多年了，或许只有它能完整地记
得这座老屋的前世今生。而与它
一起护佑在老屋残垣断壁前的，
还有一棵被月季和金银花紧紧缠
绕的银杏树。这一棵连体树，带
给人很多感悟：生命需要相守，
日子需要相互帮衬，幸福需要团
结起来创造。

在老墙和新屋相连的地方，
有一扇用竹竿编织的门，形式简
易，含义却不简单。

门的这边是旧时光，门的那
边是新岁月。走过这扇门，就是
从过去走向当下，走向未来。“幸
福门”三个字挂在门头上，更挂
在凌安人的心上。

上图：凌安村风光

凌安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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