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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佛国”在于阗

和田地区，古称“于阗”，藏语
意为“产玉石的地方”，清初才改

“于阗”为“和阗”。公元前1世纪佛
教传入于阗，这里曾有过辉煌的佛教
文化，古称于阗为佛国。公元 57 年
后，于阗国势转盛，邻近诸国皆臣
服。从西汉开始，历代中央王朝都在
这里封王设官，进行有效管理。

从北京飞往新疆，接近乌鲁木齐
上空时，得知地面温度是零下 14 摄
氏度。从机舱俯瞰，机翼下的雪山如
同硕大无比的盆景，被洒上了牛奶，
在阳光照射下发出冷峻晶莹的光彩。

从乌鲁木齐换乘飞机到阿克苏，
发现这里没有雪，只是叶落草枯，气
温明显高于乌市；再中转飞机到和田
时，发现这里温度为零下 1 摄氏度，
比同日的北京还暖和。

我们到和田的第 2天，在寻找库
尔班·吐鲁木故里途中，经过位于和
田策勒县的达玛沟佛教遗址。遗址
位于一片荒漠土丘之中，却记载了

一段辉煌的历史。遗址博物馆馆长
木塔力甫·买买提介绍，该遗址最初
发现于 2000 年 3 月。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2002 年 9 月至 10 月，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对
达玛沟南部托普鲁克墩进行了抢救
发掘，并命名为托普鲁克墩 1 号佛
寺。2002 年 10 月，在 1 号佛寺发掘
结束后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临近的
另一处佛寺遗址，命名为托普鲁克
墩2号佛寺。

遗址博物馆虽陈列简陋，却极具
文物价值。看文物，回溯千年，我们
仿佛看到当年昆仑山下的策勒绿洲，
祥云缭绕着一条佛教长廊，熙熙攘攘
的驼队行经此地；仿佛听到伴着河水
共鸣的梵音，那质朴幽深、天人合一
的佛国境界令人流连忘返。如今，历
史的喧嚣已悄然逝去，但古丝绸之路
上东西方文化交融所迸发的光芒，依
然闪亮。

如果说，策勒县达玛沟佛教遗址
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和田地区厚重的文
化底蕴，那么参观和田地区博物馆，
更令我们对和田地区厚重的文明遗产

产生心灵震撼。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真实地再现了历史上和田地区灿烂辉
煌的手工纺织技术、陶塑艺术、绘画
艺术以及作为佛教圣地所蕴藏的佛教
文化。和田之地，是新疆古代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是古代“玉石之路”

“丝绸之路”的重镇，是中外经济文
化的荟萃之地。

库尔班的文化遗产

当年，毛主席在 《浣溪沙·和柳
亚子先生》一诗中曾有“一唱雄鸡天
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名句。诗
中的“于阗”，指的便是西域这个地
名，代指新疆各民族。毛主席用“于
阗”二字，不但押了一个韵脚，而且
表达了“于阗”在中国各民族地区中
的重要地位。如今，“于阗”的称谓
改成了“于田”。

那天中午，我们如期抵达库尔
班·吐鲁木的家乡——于田县托格日
尕孜乡，只见在库尔班旧居所在地建
立了一座气度不凡的库尔班·吐鲁木
纪念馆。走进博物馆，一幅根据毛主
席接见库尔班·吐鲁木的著名照片所
创作的巨幅油画迎门高挂墙上，分外
醒目。我注意到，1960 年 7 月 2 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回复库尔班·吐鲁木的
一封信的原件，信中写道：“你寄给
毛主席的向日葵、杏仁、葡萄干我们
已于5月23日收到了，谢谢你。中央
曾有规定，不收受群众的礼品，希望
你不要再寄东西来了。此复，并致敬
礼。”此外，馆藏还有许多珍贵文物
和已发黄的照片。

纪念馆门口一侧的库尔班老汉故
居，按照老人当时生活的原样布置。
故居由餐厅、卧室、库房等组成，老
人起居室的用品和随时上北京所需携

带的水葫芦均陈放在此。屋外还有毛
主席向库尔班·吐鲁木所在红旗公社
赠送的拖拉机，库尔班·吐鲁木的大
儿子买买提明·库尔班是第一位拖拉
机手。

如今，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已
成为新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村
里的大街小巷路面整洁，装饰一新，
成为各地游客的必到之地。

今日和田展新颜

作为时代人物，库尔班·吐鲁木
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和田变迁。然
而，他没来得及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和
田巨变。如今，从和田到北京，有便
捷的飞机和铁路、公路，无需再骑毛
驴了。

不仅交通方式在变，和田各族人
民的生活方式也在变，生活水平节节
高。在洛浦县那瓦乡阿亚格尕帕新
村，修建不久的 5 公里柏油马路一
侧，整齐划一地建有维吾尔族风格的
民居房舍，每户庭前都有别具一格的
葡萄架；每套房舍的庭院、卧室、卫
生间、厨房、储藏室和羊圈一应俱
全。随着相继建起的村文化活动广场
及幼儿园，各族同胞品味到幸福的味
道。“感谢党和政府给予我们维吾尔
族同胞这么多实惠。”阿亚格尕帕村
党支部书记艾合买提托合提·买买吐
孙动情地说。

我们先后探访了和田的部分市场
和企业，各种丰盛的牛羊肉食品以及
民族特色服装应有尽有。在于田县的
万亩玫瑰园及大芸种植基地，在落户
和田市开发区的北京、浙江援疆企业
车间，都闪动着维吾尔族姑娘的彩色
头巾和漂亮的眼睛，共同为这片土地
创造着财富。

“多民族的和田很值得一看。”和
田市委书记葛标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
刻。在这里三两天的游走，证实了此
言不虚。

“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
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分轩轾。”扬
州的园林集聚了北方皇家园林的恢宏大气
和江南私家园林的灵秀精致，而坐落于徐
凝门街的何园，更是在扬州众多名园中脱
颖而出，成为翘楚。

晚清光绪九年，49岁的何芷舠挂冠归
隐回扬州老家，在古运河畔的徐凝门街购
置了一块地，于深墙大院中起楼造亭筑
山。何芷舠当时的心态大抵与陶渊明差不
多，因此，取陶氏 《归去来兮》“倚南窗
以寄傲，登东皋以舒啸”中“寄啸”二字
冠以园名。

进入何园大门，青绿的藤蔓匍匐黛瓦
间，自粉墙垂挂下来，好似在白宣纸上泼
了墨抹了翠。穿过“寄啸山庄”圆形门
洞，一墙之内清风自生，翠烟自留，宛若
走进了一幅旖旎多姿的人文长卷。在东园
所有建筑中，最为抢眼的当数船厅，整个
大厅形呈船舫状，四周地铺以鹅卵石、瓦
片，水波纹形，像一座巨大的雕栏画舫临
水而泊。倘若把人生比作一艘乘风破浪的
船，那么，此刻的何芷舠已然停泊靠岸。

隔墙的玉绣楼是何家老小生活起居之
所，曾担任驻法国公使的何老爷受洋务派
思想影响，住宅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欧式
风情和西洋风格：西欧百叶门窗、日式拉
门、法式壁炉、留声机、洋钢琴……二楼
过道间安有一个镂空木桶，仆人买了宵
夜，可松放绳子将点心传递上去供公子、
小姐享用，其功用也抵得上古时候的“电
梯”。

穿行于凌空而架的复道，不出宣室便
能纵览亭台楼阁、俯瞰青山绿水，园中美
景尽收眼底。不知不觉间竟绕到了西园，
原来这 1500 米的复道回廊将东园、西园、
住宅区串联起来，又称“串楼”。上有串
楼，下有走廊，贯通全园，即便恶劣天气
也免受烈日雨雪之苦。这座“雏形立交
桥”有衔山环水之巧、四通八达之妙，无
愧于“天下第一廊”之美誉。

细心的游客，可注意到回廊的墙面镶
嵌着花样繁多的什锦洞窗、水磨漏窗，海
棠形、梅花状、葫芦形……均由上乘耐久
的水磨青砖打磨而成，若断若连的艺术效
果、似隔非隔的朦胧迷离，颇具借景生辉
之趣、移步换景之妙。那一扇一扇的花窗
浑如一双双清澈的眼睛，看花落花开、霁
月流云，窥睹何家老少主人在这个园居空
间里演绎人生故事。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立
体画，诠释着何家 130 年褪却不去的光
阴，“天下第一窗”因此而雄冠天下诸园。

西花园回廊包抄、厅楼环绕着一个大

水池，通往水中心的那座四角飞檐的凉
亭，是否有几分眼熟？《红楼梦》《毕升》
等百部大型电视连续剧都在此拍摄，琼瑶
力作 《还珠格格》《苍天有泪》《青青河边
草》 也都在此取景。“四面串楼环水抱，
几堆假山叹自然”，想当年，何家老少环
池四面，观戏赏舞、听曲纳凉，那池水也
起到良好的扩音效果，这座中国独一无二
的水上戏台，被誉为“天下第一亭”。

北面依墙的片石山房是石涛大师叠山
的人间孤本，山腹藏有两间石屋，西室半
壁书屋，中室涌泉琴桌，冬暖夏凉，不啻

一个天然空调书房，由此名列“天下第一
山”。

除了4个“天下第一”，何园另有一处
鲜为人知的绝妙光景：片石山房西廊壁上
挂着一面方镜，站在不同角度观赏，山池
花木如一幅变幻画卷徐徐展开，人称“镜
花”；山房对面有湖石假山，光线透过山
洞口，映在水中宛如一轮皎月，随游客脚
步移动，时如圆镜，时如镰刃，池鱼穿梭
月间，瞬息月碎，光影缤纷，形成“水
月”。想起扬州与月亮的宿缘，诗人曾不
吝诗词赞美扬州的月亮：“二十四桥明
月”、“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
州”……然而，何家主人别出心裁地把月
亮延请为座上宾的，却是头一份。

归去来兮，人生若梦，功名富贵更如
镜中花、水中月，对人生参透到如此程
度！何老爷致力悉心调教子孙，清幽安静
的西北一隅，有一栋独立的读书楼，何家
大公子何声灏曾在此奋发苦读，被皇帝钦
点为翰林，楼内至今仍保存着江南贡院乡
试试卷、进士及第捷报、11 项治学家训。
这里，走出了留美兄弟博士、父女画家、
姐弟院士……

何老爷子在这寄啸山庄与世无争 18
年，年近古稀却仍壮心不已，去了上海创
办教育，送两个孙子去美国学习法律。何
世桢、何世枚兄弟学成归国后，创办了

“持志大学”，实现了老爷子的兴学理想。
100年来，何园易主，早已物是人非。

漫步何园，仿佛游走在何芷舠的心灵世
界。我想，何园之所以堪称扬州园林压轴
之作，倒不在于4个“天下第一”、造园艺
术的妙手天工，而在于何家老爷的人格魅
力：不甘同流，寄啸林泉；眼光高远，培
养子孙；心胸开阔，容纳西洋文化；老骥
伏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往昔的风光、
财富、豪宅，一去不复返，然人才辈出、
精英荟萃的家风族训将世代延续下去。

眼中的美景，固然悦目，胸中的风
景，更为赏心。

中国第一家七星级酒店——
三亚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在
前不久的平安夜揭开面纱。全球
第一家七星级酒店是迪拜的“帆
船”，酒店装饰用了40吨黄金；然
而，中国“七星”酒店却以艺术演
绎奢华。

步入酒店，仿佛走进艺术天
堂。酒店大堂顶上，1万个格栅造
就了一座光影建筑，视野直通海
面。捷克设计师米兰·西派克将酒
店客房走廊创作成一道道光的大
门，客人到达房间如同穿越之旅。

酒店婚礼塔既是婚礼塔，也
是艺术装置，艺术家创作的全息
影像投射进深20余米、高18米的
婚礼塔中，创造出一个奇幻的海
底世界。婚礼堂俯瞰浩瀚大海、对
望蜈支洲岛的酒店停机坪，充满
神秘感和未来感，是世界上最高
的拳台、空中婚礼堂和空中秀场。

酒店楼顶的空中酒吧为全透
明艺术设计，宛如镶嵌在蓝天中
的大钻石。三亚海棠湾是中国看
日出的最佳观赏地之一，跨进21
世纪时，央视拍摄《世纪日出》的
地点正是海棠湾。从空中酒吧俯
瞰，日出海面的胜景饱览无余。

29栋泳池为逐层垫高的台地式设计，全部拥有
无敌海景。18套亲子客房由意大利艺术家设计，连
电梯都做成了宇宙太空舱，孩子乘坐“太空舱”即可
直达城堡、星空等各种主题场景的亲子客房。

红树林酒店是邀请众多艺术家共同打造的艺
术花园，餐厅、艺术汇酒吧、电影俱乐部、禅茶所、同
声传译宴会厅、峡谷休闲商街以及 394套全景观客
房，每一处都充满了艺术设计的惊喜。

平安夜，150架无人机编队飞行在酒店上空，创
造出了“海市蜃楼”的奇观；同时，古琴演绎太古遗音、
艺术家原作展、先锋实验音乐、舞蹈艺术表演……艺
术活动和艺术酒店相互辉映，成就了“中国七星”的
独特奢华体验。

白马王朗，这个诗意的名
字，不经意间与大熊猫结下不解
之缘。朋友推荐时说，白马王朗
与黄龙、九寨沟山连山背靠背，
山同脉水同源，犹如一个硬币的
两面，自然风光优美，原始风味
十足。由于开发不久，游人不多，
是躲避拥堵喧嚣的一方净土。

怀揣对闲云野鹤的向往，我
们三五好友驱车前往。经过8个
小时的颠簸，终于抵达目的地。
也许来得不巧，冬日的景区彩林
只剩残妆，原始森林和溪流显得
平淡宁静。虽有林壑深幽，终究
太过单调。3 个小时的游览，并
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带着遗憾，返回扒昔加古寨
投宿。车刚停稳，一位皮肤黝黑
的中年男子便上前热情介绍他
家的食宿。见他一脸诚恳以及家
里超值的住宿环境，我们便决定
住下。放下行李，天空尚有亮色，
大家迫不及待地四处转悠。

寨子不大，依山而建，三面
环山，一面临水。袅袅炊烟轻抚
宁静山寨，一汪墨绿湖水把远山
拥入怀中。汩汩山泉顺流而下，
穿寨而过。漫步在恬静的古寨，
不觉生出高山流水如故、世外桃
源依旧之感。路上碰见两位穿民
族服装的老妇人，帽上插着白色
羽毛，以微笑回答我们的拍照。

白马人是中国最古老的民
族之一、古蜀先民氐人的后裔，
现在还保持着原始的生活状态
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其淳朴的民
风、奇特的文化遗存使白马人有

“民族活化石”之美誉。
扒昔加古寨在白马属上六

寨之首，是夺补河流域最古老的
村落，有上千年历史。古寨坐落
于天母湖畔洪积带，背后是巍峨
的“阿贝索热”神山。扒昔加古寨
历史上一直是白马族头人和贵
族们的居住地，得天独厚的条件
和天地灵气的浸润，使这里诞生
了一个又一个白马历史人物，成
为这一带的政治、文化中心。

白马人以神鸟凤凰为图腾，

以山神为守护神。上百年的木
门、木窗、木墙、木地楼，完整地
保留着白马族原始的建筑风格。
屋脊上，塑着体态健硕的白色雄
鸡。它们引吭高歌的神态，有如
白马人优美的歌喉和热情的舞
蹈，与高山冰雪、茫茫林海相映
生辉。扒昔加人恪守祖先传统和
生活方式，土蜂巢、擀毡帽、树皮
鞋、纺麻线、自酿蜂蜜酒……大
自然赐予最基本的衣食，他们则
回馈大自然最本真的生活态度。

天黑后，室外气温降到几摄
氏度。见我们一直拍照，这位天
母湖山庄的杨老板多次敦促我
们进烤火房，生怕我们冻着了。

在温暖的屋里，听他讲古寨
的故事。以前，白马人靠养牦牛和
狩猎为生，生活艰辛；刚有公路
时，路又窄又差，少有汽车进山，
几乎与外界隔绝。白马人过着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

旅游业发展后，土公路变成

了宽广平整的柏油公路。随着知
名度提高，游客逐年增多，他们
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寨子有20多户人家，如今年
收入都在十几万元。虽说老年人
会汉语的不多，但年轻人早已融
入外面的世界，寨子里已经出了
好几个重点大学的本科生和研
究生。他边说边拨炉火，火光把
满脸笑意映得通红。

说话间，隔壁传来饭菜上桌
的呼唤声。因为客人多，我们已
排在第三轮吃饭。他一脸歉意：

“我们准备了牦牛肉土鸡汤和自
家酿的蜂蜜酒，吃了饭早点休
息，明天去湖边转转。随着光线
变化，湖水的色彩也会变化。可
惜的是秋冬时，一夜风雨把彩林
吹打得所剩无几，不然更好看！”

走出烤火房，深邃幽蓝的天
空泊着一弯新月。深吸一口清冽
的空气，神清气爽。暗想，今晚清
风明月，绰约多姿的天母湖明天
定不会爽约。

题图题图：：古寨美景古寨美景 逝逝 云云摄摄

万方乐奏有于阗万方乐奏有于阗
——探访和田见闻录探访和田见闻录

王王 谨谨

夜 宿 扒 昔 加
沈治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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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新疆和田维吾尔族
老汉库尔班·吐鲁木，怀着翻身得解放
的感恩之情，向往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
毛主席。最终他愿望实现，来到北京，受
到毛主席的接见。如今，库尔班·吐鲁木
已成为和田的一个文化符号。

2016年岁末，我们辗转来到和田地
区，探访当年库尔班·吐鲁木的足迹，一
睹这片土地别样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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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寄啸庄
申功晶 文/图

灵秀精致的何园灵秀精致的何园

左图左图：：库尔班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吐鲁木纪念馆
题图题图：：和田市中心雕塑和田市中心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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