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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珠海举办首届国际马戏节，应邀前往观摩。此

等节事活动，据统计全国一年有 !""" 场之多，既是各地吸引

众多眼球的盛事，又成一大旅游产业。办得成功，皆大欢

喜。这次马年前夕举行的马戏节，就特受欢迎，多场

演出比赛票子，一上网销售便被“秒杀”。以致于

我们这些远方来客，不得其门而入。

看不成马戏，转而去看真景。#"年

前曾来过珠海，循着依稀的记忆一一再

度前往。记得当年珠海市辖斗门县

正围海造地，过去伶仃冷寂的

伶仃洋畔船来人往，沧海

变成了桑田。如今，造

就的土地上，冒出

大片厂房，横

亘着一条

条 公

路，一座座桥梁。当年那个遍布弹坑裂缝的废弃军用机场，眼前也

变成了巍峨堂皇的国际机场。那一次，听珠海人夸口说，他们要建

一座连接珠港澳的大桥，我以为只是幻想，可现在，这座 $%公里长

堪称全球之最的跨海大桥，已经屹立海面，正式通车指日可待。壮

观的现实景象，与我印在大脑深处的“底片”，就是这么一幅幅地对

比着，并且形成巨大反差，在心头产生出强烈的震撼。

忆起 #&年前，当我站在珠海与澳门的交界处，也感受过类

似的反差。傍晚，透过铁丝围墙，前方灯红酒绿，身后漆黑一

片。而眼下，珠海的琼楼玉宇，比起澳门的金碧辉煌，不仅毫不

逊色，而且有着许多独特的亮色。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与澳门咫

尺之隔的横琴岛，过去岛上只有几个小渔村，现今却成为了开放

开发的热土。驱车上岛，一排排新奇的建筑扑面而来，一座座总

部大厦、五星级酒店、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展览中心，正在比肩

崛起。澳门大学新校舍饰以黄褐两色，显露出西式风貌。而长隆

国际旅游度假区的超五星级酒店已近开业，它的外观与酒店内设

的海族馆，与迪拜的超豪华酒店可以媲美。度假区新建的马戏表

演馆，便是此次马戏节的举办之地。

没料到，看不成马戏，却看到了沧桑巨变的大戏。这回

的珠海之旅，算是不虚此行了。

此行结束回味再三，我终有一得：节事活动能招徕

八方来客，固然是由于其本身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时尚

元素；而节事活动举办地的文化涵蕴，以及当地社

会变迁所形成的各种差异，也足以吸引远近游

人。要让节事活动充分发挥效应，成为人

人喜爱的旅游品牌，就应该既办好节

会，又注重推销主办地的文化特

色，让云集而至的人们，在节

事之余还能看看当地的变

化。这样的节事活动，

不火才怪。

旅游漫笔

万达长白
山国际度假区
首届中国滑雪节日前
举办。期间举办各种
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冰雪度
假体验、著名滑雪俱乐部滑雪系列
赛、欢乐家庭娱雪比赛、创意摄影
比赛、雪雕节、比基尼滑雪秀、汽车极限
表演等。

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滑雪场处于世界滑雪
黄金纬度 '#!('!!，长达 )%"天的雪期配合较长
的日照时间，特别有利于开展滑雪
运动。长白山的森林资源赋予了滑
雪运动神秘感，先天壶状地形也为
滑雪增添了趣味，其优越的地理环
境和适宜的温湿度比例造就了“无
风、温暖”的港湾式滑雪场。今年，长
白山国际度假区推出“新雪乡、新感
受”的全新理念，除了滑雪外，度假
区准备了赏雪、娱雪、滑雪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让度假客人体验到一种
全新的冰雪度假生活方式”。

图为滑雪节开幕式表演。

王 琳摄影报道

从新疆吐鲁番市乘车东行 '"公里，迎面一排土皮
剥落的高大城墙赫然映入眼帘。此地就是 *+!*年被国
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高昌故城遗址。

同行的新疆大学教授韩强曾经参加过这里的实地
挖掘和考察，对高昌可谓了如指掌，理所当然地成为
导游。听他讲述，高昌古城是公元前一世纪由西汉王
朝的屯田部队所建，后城池规模不断扩展，成为千百
年来丝绸之路上的名城。公元 '%&年，高昌城即成为
吐鲁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后，阚、
张、马、鞠诸氏相继在此称王，均受中原王朝的册
封。公元 !'& 年唐朝吏部尚书侯君集带兵灭了高昌，
设置西州，得户籍人口 $,-万。+世纪中叶，这里成为
回鹘高昌国的首府，*.&+年臣附蒙古。)$世纪，以海
都为首的西北蒙古贵族发动叛乱，率领 ).万骑兵围攻
隶属元朝的高昌城达半年之久，战火延续 '&余载，高
昌城由此毁灭。

高昌故城的平面图显示为不规则的正方形，分外
城、偏南的内城和偏北的宫城三部分，周长 % 公里，
夯土而成，总面积约 .&&公顷。放眼望去，久经风化
的断壁颓垣七倒八歪比比皆是，一片片或大或小、或
高或低的废墟散落在寸草不生的旷野间，死寂般荒凉，
让人仿佛步入了渺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心中不由自主
地涌起一种未曾有过的孤寂、凄凉和悲怆。这难道就
是史书所记载的闻名遐迩的高昌？我不禁黯然神伤。

驴车停在宫城与内城的交界处。韩教授指引我们
见到宫城内残留的地基，一般不低于三四米，据说当
年建造的宫殿可达 '层楼高。我们还路过布满窟穴的
道道土岗儿，这些被称作“坊”、“市”的遗址全是
仿照唐代长安城内的作坊、市场而布局，一望可知毁
灭前的高昌城手工业和商业是何等的繁荣兴盛。

外城西南角曾经是王家大佛寺的所在地，面积近
万米。现寺院的大门、庭院、藏经楼、僧房等早已化
为乌有，圆柱形的讲经堂也只剩下西面一堵墙。为防
墙址继续坍塌，后人只能用土坯将其加固。这座讲经
堂非比寻常。距今 )$&&多年前，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
经路过高昌，被高昌王鞠文泰像接待贵宾一样迎到此
处，而且每日在众信徒面前跪地当凳，请玄奘踩着他
的脊背登上法坛传经。十几天后，玄奘即将西行，高
昌王苦苦挽留，并表示愿以弟子身份终身供养。玄奘
不允，绝食数日，直至奄奄一息，才获准西去。高昌
王临别厚赠法服、黄金等，并派 .% 人、$& 匹马为玄
奘送行，又给龟兹等 .'国写信，恳请护卫玄奘。这件
事传为丝绸之路史上的一段佳话。讲经堂的西南方，
当年是大佛寺的塔殿所在地。供奉佛龛的中心柱也由
后人垒坯而成，原有的已仅存南面一角。这残存一角
的上部，分 $层，每层排列 -个，共计 .)个小佛龛。里面
都曾塑有红色的佛像。如今这些佛龛里空空荡荡，只有
龛壁上还留着发黑的遗痕。那是因为土中含有铁的成
分，年深日久红土会变色的缘故。佛像究竟到哪儿去了？
既没有被纷飞的战火销毁，也没有被风沙的利刃磨灭。
上世纪初，贫穷落后的中国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德
国人勒科克三年中四次到新疆考察，盗掘文物。他敲下
了这些佛像，连同大批古壁画、典籍等一起掠回德国，收
藏于柏林民俗博物馆，大多数毁于二战中。

返程的驴车碾压出黄土路上新的辙印，好似在追
寻时代变迁的轨迹。昔日的繁华，刀兵的蹂躏，洋盗
贼的光顾……千载荣枯的高昌历史化石般凝固成周边
的焦土残壁，赤裸裸地袒露给前来参观的旅游者，任
人们凭吊、兴叹、遥想，甚至永世不忘。

图为高昌故城一瞥 （来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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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澜沧县出来，已经是晚上 - 点多，天早已黑沉下
来，四周一片沉寂，车子在黑漆漆的山路上蜿蜒向前。从
澜沧到西盟，全程近 )&&公里，都是盘山公路，弯道一个
接一个，几乎没有一条百米的直线。很难想象公路修通之
前，人们仅靠双脚是怎样千辛万苦走出大山的。

剽牛盟誓的传奇故事

!$年前，也是沿着这条山路，!%岁的佤族头人拉勐从西
盟出发，跋山涉水，踏上了去往北京观礼国庆一周年的行
程。同样从深山里动身的，还有其他$$位各民族头人。

动员这些头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当时全国解放不
久，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依然是与世隔绝。作为西盟佤族地区
极有威望的头人，拉勐向来说一不二。他对上山动员他参加
观礼团的工作队说：“英国人来了我打英国人，日本人来了我
打日本人，国民党我也打，现在解放军来了，我还没看清楚。”

工作队反复耐心地做工作。这个倔强的老头终于答应
按佤族的传统打鸡卦占卜吉凶。不过，拉勐打出的总是凶
卦。

终于有一次，拉勐打出了吉卦。他决定下山，可一出
门，头上一只小鸟往后飞去，老头立刻止住脚步，说此行
不吉利，又关上了大门。

史料上没有记载工作队是怎样反复动员拉勐的，想必
也是煞费苦心。结果自然是这个牛脾气的老头儿决定下山，
徒步、骑马、坐车、飞机……开始三个多月漫长的旅途。

观礼团从昆明到重庆，再到北京，观礼结束后又去上
海、武汉等地参观考察。回到普洱（原思茅地区）后，在
宁洱（原普洱县），.!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召开民族团结大
会，决定拥护共产党领导。

此时，又是这位拉勐，提出要剽牛盟誓。
剽牛是佤族传统的祭祀仪式，念咒后将镖枪从牛右肋

处直刺心脏，牛必须倒向南方，否
则盟誓失败。当时的普洱地委书
记张钧找到拉勐，问能不
能不剽牛，不确定性太大。
老头一瞪眼：“不行就明年
再来！”

剽牛的结果大吉大

利，拉勐像小孩一样兴奋地在地上打滚：“毛主席勐
（好）！共产党勐（好）！”

如今的宁洱县依然树有“民族团结誓词碑”，便是这
段历史的见证。

这是去西盟之前听到的故事，让我对这个倔强、自负
又坦荡的佤族老头印象深刻。

山歌壮了酒胆

夜晚 +点多，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到达离中缅
边境 $&多公里的西盟县城。这里世居有佤族、拉祜族等
少数民族。

这是座整洁而宁静的小城。在夜晚柔和的灯光下，可
以看到，房屋统一刷了米黄色，点缀有独特的佤族纹饰，
还有牛头图腾和仿造的茅草屋顶，很有民族特色。

当晚，我们几个年轻人被普洱市委组织部的黄正发同
志邀请去“喝茶”。老黄曾在西盟的邻县勐连任职，所以
对这一带的风土人情特别熟稔。茶没过几盏，就上了酒。
敬酒是佤族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礼节，客人必须一干而
净，以示对主人尊重。

在推杯换盏中，佤族朋友开始围着我们唱歌，高亢嘹
亮的山歌一下点燃了现场的热情。老黄也一改近几日的拘
谨，酒盏中满是豪情壮语。平日饮酒，我们习惯再三辞
让，但在歌声的感染下，酒胆居然逗上来了。
“喝！”“哈哈哈———”
一轮下来，十几首歌曲过耳，居然没一首重复。平日自

诩“麦霸”的我，遇上对歌毫无还手之力，只有喝酒的份。

勐梭龙潭“朝圣”

第二天一早，我们步行去县城边上的勐梭龙潭“朝
圣”。

勐梭龙潭像是原始森林环抱中的一
块碧玺，如镜的湖面历历映衬着
漫天的白云和满山的绿意，令人
心醉。传说西盟的龙潭和缅甸
边境的一湖“暗通款曲”，每
年都有三天两湖的水同时变
混，当地人称之为“夫妻龙
潭”。不过，龙潭的神秘不仅
于此。

沿着龙潭步行几百米，我
们很快到了龙摩爷圣地。在佤
语发音中，“龙”是森林，
“摩爷”是水牛头，意为挂牛

头的森林圣地，是众神灵的聚集地。
在龙摩爷圣地的山脚下，我们在清泉边洗净双手，由

一位佤族祭司为每个人的腕部系上五彩的链子。在祭司喃
喃的唱咒声中，我们拾级而上，进入密林，开始朝圣之
旅。

神道两边矗立着多根人头桩。当年佤族祭祀之前砍下
的人头就放在高高的人头桩内，那是对神的献祭，也是对
凡人的恫吓。解放后，佤族取消了人头献祭的习俗。林中
古木参天，寒气逼人，辗转间，便来到著名的牛头谷。

佤族崇拜水牛，大凡祭祀都会剽牛来向神灵问询。仪
式后砍下的牛头就会被
郑重挂在山谷中，任自
然消磨。牛头骨在谷内
随处可见，有的堆放在
角落，有的张挂在溪涧
两侧的岩壁上，有的则
高高地挑在木桩上。因
为山谷潮湿，牛头上大
多泛着青青的苔藓色，
有的已经开始风化。据
不完全统计，这里至少
存有 $&&&多个牛头！

$&&& 多个牛头，
意味着 $&&&多场祭祀，
这是佤族历史上 $&&&

多个重要的时刻。)+%)

年民族团结盟誓仪式
上，拉勐亲手剽杀的牛头可能在列，见证了佤族人民英勇
抗英、抗日的牛头也可能在某个角落。佤族没有文字，历
史既在传唱中延续，在祭祀的木鼓声中回荡，也在圣地的
颗颗牛头中默默昭示着后人。

边疆人有了致富经

离开龙摩爷圣地，我们驱车进山，去往离中缅边境 )&

公里的南亢村采访。南亢村海拔 )$&&余米，主要居民是拉
祜族，特征就是房屋梁上都装点的图腾———葫芦。

蜿蜒而平坦的水泥路一直修到村口。村支书李扎莫接
受了我们的采访。

面对提问，黑瘦的李扎莫略显腼腆，但一提到村里的
致富经，思路异常清晰。./ 岁当选村支书的他，已经在
这里奋斗了六年多，成为当地响当当的致富带头人。

六年前，地处深山的南亢村还是
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相当一部分群众没解决温饱。
致富，首先要让脑袋活起来。让这些世代山居的村民

们走出深山，向市场要财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李扎莫上任后，带领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走访，做这

些“拉勐”的工作，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搞农业合作
社，背靠大山，向市场进军。
“当时提出保粮、稳胶、强茶、兴林的发展思路，群

众还不理解，只能自己带头在自家台地上种植茶和蚕桑等
经济作物。”李扎莫说，“看到效益后，大家才打消顾虑，
跟着一起干。”

如今，南亢村种
植有茶叶 %-!& 亩，
橡胶 '!&& 亩，咖啡
!&& 亩，农民人均年
纯收入达到 .'&& 余
元，温饱已不成问
题。

一起采访的报社
分社社长张帆感慨
道，十年前来云南边
疆采访，很多少数民
族干部言语表达都困
难，现在个个头脑里
有本市场经，活泛得
很。

离开南亢村，车
子顺着山路盘旋而

下，路经西盟老县城。县城依山而建，保留了很多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装饰和招牌，商铺林立，人丁兴盛。但处在
滑坡带上，并不安全。

山下新建的县城，是前任县长魏红的大手笔。当地一
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说当年搬迁经费紧张，这位大胆泼
辣的佤族女县长竟径直跑到某中央领导的办公室，软磨硬
泡要来了支持经费！

女县长的工作作风一如当地的水酒火辣，后劲十足。
“虽然新县城现在只有 !&&& 余人，等澜沧机场修好，

到西盟旅游会更便捷，到时西盟新县城会更加繁华。”普
洱市委宣传部陈向阳副部长自信地说，“因为西盟人民倔
强的牛劲和如火的热情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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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远晴0文 石 畅0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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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神湖———勐梭龙潭

龙摩爷圣地入口

佤族祭祀后挂的牛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