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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石林、桂林峰林等地上岩
溶景观，贵州织金洞、福建玉华洞、
北京石花洞等地下岩溶现象，还有黄
果树瀑布、四川九寨沟等钙化坝沉
积，都是中国大陆著名的岩溶旅游胜
地。”谈及喀斯特现象与地貌景观，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滔滔不绝，如
数家珍。

由于在岩溶研究方面的突出贡
献，卢耀如被国内外誉为“喀斯特
卢 ”。 喀 斯 特 ， 音 译 自 英 文 Karst。
1964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全国
喀斯特会议上，为了更好反映此类地
貌的实质，也便于广大民众理解，会
议建议中文译为“岩溶”，同时也可
以用“喀斯特”。

走进五彩纷呈喀斯特

中国喀斯特地区地貌的发育是受
自然条件所控制，包括地壳升降、断
裂、褶皱以及各种地球内外动力作
用，所以喀斯特类型很多。在以溶蚀
为主的喀斯特类型中，卢耀如院士强
调了石林、峰丛、峰林等正态景观和
洼地、盆地等负态景观，进而划分出
石林溶洼、溶丘洼地、峰丛洼地、峰
林谷地、孤峰平原等类型。

大气降水、地表水及地下水，只
要对某种可溶岩没有呈饱和的溶解状
态，都可对该可溶岩产生溶解或溶蚀
作用。期间，也不断发育相应的沉降
现象，为后期沉积所覆盖，而形成古
喀斯特或化石喀斯特。“对喀斯特发
育最主要的控制因素还是地质构造和
气候条件两方面，涉及地壳升降、碰
撞、断裂、褶皱以及其他内外动力作
用。气候条件，则主要涉及降水量和
温度。”卢耀如讲解道。

地上喀斯特地貌除了峰林峰丛和
石林外，还有盲谷、坡立谷等大型景
观。在地下就会形成各种溶洞、天坑
和暗河等，像溶洞里面就包括了钟乳
石、石花和石笋等诸多喀斯特产物。

喀斯特扮靓瑰丽中国

在中国广阔的高山、高原、平
原、海岸、岛屿，众多喀斯特地貌景
观呈现出立体发育与分布的喀斯特奇
峰异洞，使得中华大地更加壮丽雄
奇。从雄伟的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到
惊涛拍岸的台湾岛，从林海雪原的
大、小兴安岭到富饶美丽的南海诸
岛，许多巍峨的高山、无垠的平原、
奔腾的江河、漫长的海岸都有可溶岩
分布，并相应地发育为不同特征的喀
斯特。

在中国南方碳酸盐岩分布地区，
有“无山不洞，无洞不奇”的说法。
目前仍不断发育的洞穴系统非常多，
而据不完全统计，已开发游览的洞穴
也超过 400 个。宋代沈括的 《梦溪笔

谈》 深入探讨了渗滴水形成石钟乳的
原因；《徐霞客游记》 中，对喀斯特
地貌、洞穴和河流的论述占主要篇
幅，中国对于喀斯特地貌洞穴的探索
从未停止。

“喀斯特洞穴里面水流复杂，不
同性质的水流还可形成不同种类的化
学沉积物以及碎屑物砂、土、砾等沉
积。地表河流入地下，还能形成地下
瀑 布 。” 卢 耀 如 指 着 自 己 的 著 作

《中国喀斯特》 中武隆天星洞 1000 米
深处的地下瀑布说道。地上景观气势
恢宏，地下景观神秘奇异，这些不计
其数的喀斯特景观和现象，构成了中
国壮美多娇的山河。

喀斯特地貌景观具有山美、水
秀、洞奇、石怪等特点，让人对自然
的鬼斧神工产生无限遐想，也赋予景
物本身以神话色彩。卢耀如出版的

《中国喀斯特：奇峰异洞的世界》 中
英双语版著作，便反映了多姿多彩的
岩溶堆积物、景象万千的地表形态，
既体现了空间层次的多样性，也令不
同景观互相映衬，极大丰富了其景观
内涵。

喀斯特旅游潜力巨大

中国喀斯特是奇峰异洞的精彩世
界，蕴藏着宝贵的资源，体现了传统
旅游的美学观赏价值。这些喀斯特地
区已吸引许多国内外旅客，目前发展
形势喜人。

“如今在喀斯特地貌开展旅游，

要突破传统的、单纯从美学价值出发
的方式，应在信息时代加入互动体验
的元素。”对于喀斯特地貌与科学旅游
相融合，卢耀如表示，地质博物馆是
介绍这一地貌的绝佳方式。一些博物
馆已开始在科普、地学休闲、地学娱
乐、地学信息、游客服务等多种领域
借力VR、AR、3D动画等现代化科技
手段，让深奥的地质知识趣味化，增
加普通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的兴趣，各
旅游地正为这方面的扩展而努力。

喀斯特地貌景观往往具有景观多
样、配套性好的特点。它拥有集美
学、生态、科学和经济等价值于一体
的景观属性，也具有极高的观赏、健
身、特种旅游的价值与功能。喀斯特
地貌景观山水交融的环境，也成为登
山、攀岩、探险、漂流等旅游爱好者
的理想选择。以桂林阳朔为例，去年
承办的全国攀岩分站赛就吸引了一大
批攀岩爱好者，加之阳朔本身就具有
喀斯特地貌的特性，满足了各类运动
爱好者的需求。

区别于以往的“被动灌输式”旅
游，“体验式”地学旅游因其互动性
高、体验感足的特点，正吸引旅游市

场的关注。通过一系列参与性、互动
性与融入性的项目创意，游客在游山
观水的同时，还享受到优良的生态系
统、亲身体验大自然的神奇魅力，进
而获得巨大的身心享受。在此过程
中，游客通过体验而了解，通过了解
而欣赏，通过欣赏而深究。

卢耀如强调，在开展喀斯特地区
旅游时，一定要注重安全问题。“由
于喀斯特地区的特殊地形，城市交通
规划建设要加倍谨慎。在铁路隧道以
及高铁的开发中，都需提防喀斯特地
貌可能引发的灾害。”他说。

“总而言之，喀斯特地区的衣食
住行都与这一特殊的地形有直接的关
系。”卢耀如说，我们需要深化对喀
斯特旅游地开发类型的认识，综合、
配套地开发景区内所有可供游览、休
闲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资源， 因
地制宜地规划设计旅游项目。

此外，在形象塑造时，要充分体
现“天人合一”的观念，塑造既有喀
斯特地貌景观和民族特色，又能保证
喀斯特旅游地生态平衡的协调，使人
类的可持续发展与喀斯特旅游资源的
可持续开发相得益彰。

最好吃的城市

对我而言，纽约绝对是全
世界最好吃的城市，因为这里
云集了世界各地顶级的厨师，
浓缩还原着人类饮食文化的每
个流派和细节。

参加工作以后，各种契机
让我吃遍了纽约的米其林三星

（米三），喜欢火龙果酱鹅肝，
也喜欢珍珠牡蛎。但米三吃到
的是品位和滋味，不是情怀。

每当我怀念纽约，我想起
的是街角墨西哥人的餐车，清
晨去上班的路上，买一个奶油
贝果，配一个纸杯装的咖啡。
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坐在写字
楼门前喷泉沿上把它们吃完，
热腾腾的芝士溶化在舌尖，用
温度恰到好处的咖啡将那香味
冲进喉咙，整个胃都觉得舒适
满足。

还 有 一 些 独 具 匠 心 的 小
馆，比如布鲁克林的皮特·鲁格
牛排店，是一种置身岛外的乡
村味道，从装潢到店员的年龄
都显示着深深的沧桑感，亘古
不变的菜单极其简单，只有面
包、几种牛肉和菠菜。但肉质
之原汁原味、分量之足，绝非
曼哈顿那些精致高冷的牛排馆
可以企及。

再比如，我自己偶然在 58
街发现的一家很小的希腊餐
厅，以主厨洛伊的名字命名。
每到晚餐酒过三巡时，洛伊就
会沿袭欧洲人的习惯，出来和
每一桌宾客打招呼聊天。去得
多了，她把曼哈顿这小小的空
间演绎成了希腊的小镇餐馆，
每个人都是熟客，走进门便可
谈笑风生。开阔的性格自然做

得出曼妙的美食，她做的鱼子
酱墨鱼仔，是我离开曼哈顿后
魂牵梦萦的味道。

中国心，中国胃。米其林
三星承载着我们奋斗路上的觥
筹交错，街角咖啡记录着我们
平凡之路的朝起夕作，洋气小
馆浸泡着我们肆意流浪的青春
往事。但还有一种最朴实的去
处，就像儿时用被子搭的帐
篷，是一种把自己包裹起来的
安全和闲适。

法拉盛的中国味道

在某个无所事事的周日，
坐着地铁 7 号线，看着沿途衰
败的皇后区风光，从中央车站
直达法拉盛。华人聚居区总有
相似的风景：街边最多的是茶
餐厅，橱窗里挂着油光灿灿的
烧腊。超市里的货源永远是中
国城最大的秘密，即使在国内
都已经绝版的卜卜星和铁皮盒
月饼，在中国城超市也始终有
售。沿街展放的肉铺和鱼铺上
堆满血腥的生鲜，巷子里除了
人参鹿茸店，最多的就是金
店，而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
有人去中国城买首饰。后来去
了香港，发现旺角和香港仔的
街道上也有很多金店，我想也
许这是早期的香港移民试图复
制家乡的情愫吧，就像北京的
街道上不能缺少沙县小吃一
样，是情怀，没理由。

每次去法拉盛，我必光顾
的 3 家店是天仁茗茶、黄金商
场和朵颐食府。

天仁茗茶店铺分两部分，
一侧是传统的茶叶铺，一侧是
奶茶店。奶茶店的珍珠奶绿是
茶叶铺的香片茶所制，茶叶奇
香，每次我都要额外包二两回
去。台湾美女店员会用三花淡
奶打成奶泡，加在沏好的香片
茶里，用铁罐摇匀，铁罐一
开，香气四溢。后来我再也没
有喝过那么香的奶茶，来了香
港同样是天仁茗茶的店，却也

不是纽约的滋味。不知道是茶
叶变了，还是我刁钻了。

还有黄金商场地下室的肉
夹馍店。这家店从当年一个地
下室摊位，到 2016年我再去纽
约的时候，已经在曼哈顿开了
好几家分店。店主是一对陕西
父子，他们一直是我心中真正
的“社交牛人”，在纽约的华人
提起他们都会说“我和他是朋
友啊！”看来，实诚的陕西汉子
性格走到哪里都受欢迎。老店
主的儿子是个很帅的 ABC，汉
语都说不地道，肉夹馍却做得
娴熟。如今他已经子承父业，
以纽约餐饮业新贵的形象出现
在了当地主流媒体上。

朵颐食府是一个暴露年龄
的餐厅。也许每个年代都有这
样一家代表性的中餐厅。曾听
老华人讲起，上世纪70年代的
90街和百老汇交口有一家中餐
厅，叫新月，不知是多少华人
的聚会据点。朵颐食府就是我
们那个年代的新月，和朋友聚
会时，便可坐在食府里点一份
夫妻肺片，再来一份水煮牛
肉，就着青岛啤酒，大声地用
普通话聊天，聊签证和绿卡，
聊回国的人才计划，聊一切最
关乎现实、属于这个特定人群
的庸俗话题，而不用担心被侧
目。

后来朵颐食府停业了，听
说是因为鼠患。聊及此事，无
人因鼠患感到讶异，全是一个
时代轰然倒塌般的痛心疾首的
遗憾。

穿着小黑裙的城市

一座城市对一个人细节的
影响是深远的，比如衣着。

我衣柜里最多的就是黑裙
子。曾经有男生问我“你爱穿
黑色是不是因为黑色显瘦？”我
一时语塞。可知在纽约冬季的
街道上，每个面容清冷的人无
一例外地裹着黑色的外套，风
尘仆仆。即使是深蓝或深棕这
样保守的色系，也会被贴上异
乡人的标签。

有人说，“美国是美国，纽
约是纽约。”这话不假。美国人
是慵懒和热情的，但纽约人是
匆忙和冷漠的；美国是广袤而
五光十色的，但纽约是狭长而
色系极度单一的。旧褐色的建
筑，映衬着用黑色将自己包裹
严实的匆匆人群。初到纽约，
站在街头或许会有一瞬觉得黯
然压抑，觉得这样一座没有人
情味的城市，看不到融入的动
力，一时间不知何去何从。

但时间久了，渐渐也爱上
了黑色。

没有第二种颜色比黑色更
自我。表面是千篇一律的，实
则是用最极度简约的穿着，让
别人彻底忽略外在的粉饰，而
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你本身
的个体上。

就 像 纽 约 那 些 百 年 老 建
筑，表面质朴陈旧，里面却有
着全世界最低调奢华的陈设和
智慧。古老的窗垣后，藏着的
是无限的生机和华丽。

就像祖马龙英国梨和小苍
兰的香水，任风尘变换，怡然
守得独立和别致。

一个穿小黑裙的女人，远
比一个穿粉色套装配珍珠首饰
的女人要耐人寻味，不是吗？

在纽约多线程的高速生活
模式中，黑色是如影随形的战
袍。不假思索地披上，然后一
往无前，披荆斩棘。

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自觉
地收集着所有黑色的服饰。

红色是热烈的，棕色是保
守的，灰色是轻松的，粉色是
萌媚的。

只有穿上黑色，我就是我。

中国人在纽约（中）

李小晓

中国中国人在纽约人在纽约（（中中））

李小李小晓晓

看 奇 峰 异 洞 的 世 界
——卢耀如院士谈喀斯特与旅游

阳卓霖

贵州织金洞瑰丽雄奇 蓝七星摄

③

一直想去重庆龚滩临江的吊脚楼
上住一晚，去看那些悬挂在古镇街边
屋檐下殷红的檐灯，寻访夜晚檐灯辉
映下古镇迷人的风情。要知道，正因
为有了檐灯，千年龚滩古镇的夜晚才
如此情深意切。

檐灯就悬挂在每家每户的房子
上，一盏挨着一盏，在夜色中泛着柔
和的粉红光，宛如耀眼的繁星，将斑

驳的石板街映照得光洁如玉、流光溢
彩、妩媚迷离。街道两旁的吊脚楼和
来来往往的游人，也恰似披上霓虹的
晚装，妖艳美丽，摇曳着当年“钱龚
滩”的无尽沧桑。坐到吊脚楼上，看
色彩殷红的檐灯，聆听着江枫渔火，
睡在古镇静谧温馨的夜晚，让人在霎
那间滋生出亲近它的欲望，去感受龚
滩檐灯1700余年历史的魅惑。

家住古镇的好友告诉我，龚滩檐
灯工艺精美，历史悠久，当地居民自
古就有挂檐灯的传统。檐灯一般挂在
各家门正中，一来为过往的行人照
明，二来可装饰门庭。尤其是逢年过
节和婚嫁等大喜的日子，挂檐灯、放
鞭炮、贴对联、吃长桌宴，成为龚滩
流传下来的节庆习俗。

“一个红苕一把伞，跑去龚滩当
老板。哪年走到码头去，接你一起闯
乌江。”作为古镇传统文化之一，檐
灯有一个凄美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家住贵州的
土家后生田辉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和新婚妻子跋山涉水来到龚
滩。由于没有积蓄，田辉在货船上当
起了船工。在船开往沿河、涪陵的日
子里，他美丽的妻子就会倚在租住的
吊脚楼上，等待守候田辉从远方归
来。在田辉的打拼和他妻子的等待之
中，他们的日子渐渐殷实起来。

谁知命运多舛，一次出船去沿
河，因为乌江突发洪水，船被咆哮的
江水吞噬，田辉和工友们再也没能如
期归来，而他的妻子依旧在吊脚楼上
苦苦等待。白天，她带着孩子极目远
望；夜晚，她家门上多了一盏红布笼

罩的灯。她告诉人们，怕田辉深夜回
来，在陡峭的台阶上摔跤。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直到妻子也慢慢老去。古镇上的人们
被他们的故事感染，于是家家户户门
前也挂起了同样用红布笼罩的灯……
慢慢地，这种灯在古镇传承了下来。

我还沉浸在檐灯那凄婉的故事
里，好友告诉我，檐灯的制作工艺几
近失传。制作时，先要用竹条扎成小
巧精致的骨架，再用浆糊贴上纸，用
颜料彩绘或者用彩色剪纸进行装饰。
以前，里面是放一盏桐油灯，现在装
的是节能灯。檐灯的样式也多种多
样，有成串型、成排型。如今，古镇
悬挂的那些檐灯，是统一制作的方形
檐灯，样式更加庄重和喜庆。

悬挂在居民家屋檐下的檐灯，正
成为古镇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展示着
千年龚滩独特的魅力。千百年来，被
点亮的那些檐灯，犹如父母或恋人的
眼睛，翘首期盼，默默守护，滋润着
不变的忠贞。它让远方的客人和归家
的游子在内心深处，滋生起亲切、幸
福和温暖的感觉。我知道，无论寒冬
酷暑，这些殷红的檐灯，总有一盏为
漂在远方的人点亮……

寻 访 龚 滩 檐 灯
邱洪斌

古镇魅影古镇魅影 幻羽惊鸿幻羽惊鸿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