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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萦绕着“野人”足音的神农架，在 2016 年 7
月开启最现代的新页：神农架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
录，自此进入“世界”时代。申遗成功一周年之际，
海峡两岸的记者一起走进神农架，以现代的视角打量
这片古老的土地。当人们早已不满足于神农时代的

“架木为梯、架木为屋”的生活，数亿年的群山之中，
山水能否依旧美丽？传奇如何继续延续？人与自然如
何相得而不相杀？这是两岸记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异境奇景 你游吗？

台湾中时电子报王雅芬在采访中提问：“神农架的
名气很大，在台湾很多人都知道，但都一知半解。神
农架如何打造自己的品牌，深度行销自己？”

如果说品牌，神农架可称世界第二、中国第一。
它是世界唯二、中国唯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
物圈保护区网成员、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三
大品牌的“三冠王”。 神农架是中国唯一以“林区”
命名的行政区，神农架林区副区长沈绍平在接受两岸
记者采访时表示，神农架已完成了旅游综合配套体
系，日接待能力达到3万人。目前正努力实现交通的突
破，塑造特色乡镇。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神农架林区
为推广神农架所做的努力，各种印刷精美的地图、折
页、画册、攻略带人们走进神农架，神农架林区政府
所在地松柏镇建有现代化的神农架印象中心，介绍神
农架。

无论是否了解，只要有机会走进神农架，便有出
世之感。云在石上走、雾从谷底生、水从峭壁来、人
在画中行。在天燕景区，沿步道而行可“飞越”两山
的垭口，垭口以一道彩虹桥相连，这是亚洲海拔最高
的观景桥。站在桥上，前有天门垭，后有燕子垭，群
山在左，深谷在右。云开雾散之时，一个小村落于绿
色汪洋中闪现，引得众人神往，那便是塔坪长寿村。

奇境生异物。“野人”的故事自古至今在神农架流
传，“有派”和“无派”互不相让。但川金丝猴在神农
架的存在却是眼见为实的。在神农架，从区长到老百
姓对金丝猴的评论都是一样的：我们这儿的金丝猴不
仅漂亮，还很文明，不会抢游客的东西，更不会袭击
游客。在大龙潭金丝猴保护研究基地，记者了解到，
基地的金丝猴有 8 个家庭和一个雄性群体，共 80 多
只。整个神农架地区的川金丝猴有 1200多只，这是科
学工作者漫山遍野用脚走出来的调查数字。

穿上避免惊扰和感染金丝猴的迷彩服，过消毒
门，记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与金丝猴面对面。淡蓝
的面孔配上金色的毛发，温和的眼睛好奇地打量这个
世界，萌值爆表，实力更不俗：中国特有种，世界关
注的珍稀动物。台湾 《旺报》 记者张国威凑过去与树

枝上的金丝猴合影，笑称自己“猴运当头”。
打造神农架品牌，家底太厚，且容精挑细选，精

工细作。

炎帝在此 你拜吗？

神农架，北纬 31 度线上仅存的最完整的森林体
系，却因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得名。如果说不
少人对神农架一知半解，身为炎黄子孙的后辈，不少
人也对炎帝一知半解。但如果走进神农架，你就进入
了炎帝的世界，不知不觉站在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的思考路口，也会不知不觉中礼拜下去，为“尝百
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的伟大先祖。

炎帝神农氏半神半人，神农架遍布神农的神迹与
传说。比如“神农架”一名的由来是炎帝在此架木为
梯采药、采木为屋避险、架木为坛升仙。神农架的香
溪源是神农洗药池，大九湖是神农斩蛟龙之地，升仙
台、百草坪、百草冲、百草垭等地名都来源于神农。

最早记载神农的典籍是《易》：神农氏作，斫木为
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淮南子》《史
记·补三皇本纪》《帝王世纪》《通鉴前编》《汉书·晃错
传》《宋书·符瑞志》 等都有对神农氏的记载。炎帝是
被子孙神化了的始祖，开创了中华民族农业、医药、
贸易文明。神农架神农景区内，传说中牛首形象的神
农头像高居祭坛之上，以大地为躯，行到此处人人仰
望膜拜，每年5月这里都有盛大的公祭活动。台湾世界
新闻传播协会主任刘寿玉在采访中表示，台湾的神农
崇拜很兴盛，有神农宫庙250间左右，两岸在此可展开
更深入的交流。台湾古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苏恩恩提
出，他身在的台南有一条神农街，如果神农街与神农
架相遇，会是两岸交流的一段佳话。

神农架林区台办主任李有定向记者介绍，近年
来，神农架已经和台湾展开了多层次的交流，与台湾
太鲁阁公园建立了“姐妹友好景区”，木鱼镇青天村与
高雄新兴里结为“友好村里”，近年到神农架旅游的台
湾同胞每年都有7000多人。

商机涌现 你来吗？

申遗成功后，神农架进入大发展、大保护阶段，
各种规划设计寻找合作伙伴。沈绍平接受两岸记者采
访时说：“我们欢迎台湾朋友到神农架林区投资创业，
我们执行国家规定的各种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还有
土地、资源的优势，现在重点支持的项目包括生态旅
游、农林产业，而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与神农
架林区的生态地位不符，我们是拒绝的。如果台商到神
农架来投资，我们承诺一个项目配备一个服务团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神农架的投资机会包括大
数据产业、旅游产业、农林产业、健康产业、现代服
务业。具体地说，有宋洛乡桂竹园境内的数据小镇及
云灾备基地，这里有电力丰富、地质稳定、风光秀美
的优势，可建华中最大的数据中心和全国最大的灾备
中心；红坪、阳日特色小镇项目，对小镇统一规划、
整体打造、分步建设；林特产品加工项目，建立药物
养生体验馆、猕猴桃和小板栗及野生蔬菜加工车间。
记者在采访时看到以神农架田家山高山苦荞麦开发的
黑苦荞茶，袋泡的方式，精致的包装，一洗土特产的
粗笨印象，符合现代生活品质。这款产品也登上了网
购平台，让大山深处的特产有了无边界的天地。

神农架的对外招商也包括文创产业——神农文化
创意产业园。神农架丰富的传说、民歌资源是文创产
业的富矿。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土家族的沈绍平随
口唱起了山歌 《六口茶》：喝你一口茶呀问你一句话，
你的那个爹妈 （噻） 在家不在家/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
这多话，我的那个爹妈 （噻） 已经八十八……含蓄又
大胆的歌词和明快的曲调传递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神
农架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吴太地向记者强调 《黑暗传》
的价值：“它是中国汉民族的史诗，是宝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黑暗传》 是一部有抄本的神话故事歌，至
今在神农架地区传唱，虽然版本有异，但故事讲的都
是天、地、人的起源，有盘古等已知的神话人物，也
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人物。最早发现整理 《黑暗传》 的
是当过小学教师的神家架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胡崇峻，
现在，《黑暗传》已经出版。

从神话到现代产业，从绝世风景到人与自然的思
考，看不尽的神农架！说不尽的神农架！

两岸记者探秘神农架两岸记者探秘神农架
本报记者 陈晓星文/图

在人口超级密集的香港，几乎每一个
港铁站和巴士站的周围，都有非常发达的步
行系统，能够深入到社区的各个角落。巨大
的行人天桥网络，让香港成为一个不在地面
上行走，也可以在空中穿梭一整天的城市。

行人天桥系统在这里不仅是方便行人的
交通设施，更是香港巨大的城市交通网中极
为重要的一环。这个交通网将空中行人天
桥、高架桥和海底隧道等囊括于一体。

港岛中区、湾仔、新界元朗、沙田、荃
湾和九龙旺角，在这六个区域，香港建设了
六大行人天桥系统。据特区政府路政署统
计，到2016年为止，香港一共有775座行人
天桥。

连接港岛上环至金钟中区的行人天桥系
统，是香港最主要的行人天桥系统之一。中
区行人天桥系统分为中环段和金钟段，中环
段西至上环港澳码头，东经
中环海滨长廊与金钟段相连，
连接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太
古广场、长江集团中心和特区
立法会综合大楼等在内的近
50座大型建筑。

打破了不同建筑物之间
的 阻 隔 ， 香 港 的 行 人 天 桥

“霸道”地伸入迷宫般的购物
商场、写字楼和特区政府行
政大楼之中，将它们在空中
连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
香港的行人天桥系统大多是
由特区政府和各大地产开发

商联合分期建成的。
“这是一个城市规划、地产开发和交通

建设诸多领域紧密配合协调的结果。”香港
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助理教授黄健翔表
示，特区政府和民间资本紧密合作，很大程
度上促成了香港行人天桥系统的生成。他
说，这种步道系统的独特之处，就是在便捷
行人的同时，能够盘活城市商业，撬动民间
资本力量，店铺受益于密集的人流，反过来
也方便了市民生活。

以中区行人天桥为例，除了特区政府，
香港置地、怡和、信德集团等也纷纷参与了
天桥的开发和建设。此外，设计者还在连接
大厦之间的天桥设置调节空气的通风系统，
方便行人。

在香港生活过１年的小钟对此深有体
会。小钟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家住沙田。

他每天在沙田站和九龙塘站间往返，来往于
学校和家之间。“只要一进沙田站，外面刮
风下雨都跟我没关系，穿过几个室内连廊，
直接走到家门口。”

与沙田地铁站相连的多段天桥，连接了
包括新城市广场、沙田广场和沙田中心商场
在内的多个购物中心。小钟说，除非有其他
特别想逛的地方，只待在沙田，就能满足日
常生活的各种需要。

行人天桥虽然渗透进不同的建筑物内，
但在某些地方，由于没有非常完备的行人标
识系统，置身于天桥之中，偶尔会给人带来
一种“绕晕”的感觉。

从内地来港工作的阿玲在中环上班已经
两年多，她说，直到现在，在中区行人天桥
上，自己还是会经常迷路。“比如金钟那一
带，我经常透过室内走廊的玻璃远远看到

想去的地方，但就是不知道
该怎么走过去。”阿玲觉
得，如果有更好的标识和
指示，在天桥中穿行的时
候，就能更轻易地知道自己
在哪里。

尽管实行人车分流的城
市规划是否科学在业界仍存
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人口密集和地形多变的香
港，行人天桥是香港城市规
划建设中的一项创举，也成
为香港的一道风景。

（据新华社香港电）

天桥上的香港
管沁雨

湾仔的一座过街天桥湾仔的一座过街天桥。。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一段时间以来，抗议人群与蔡英文
如影随形，蔡英文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安
全部署，其维安有可能配备步枪、冲锋枪
等反恐级别的火力。对此，台湾资深警官
叶毓兰投书《中国时报》指出，蔡英文离
民主法治越来越远了。文章摘发如下：

在我看来，对于民进党“立委”口中只会“准时上下
班”、“一哭二闹三上吊”、“四乱五赖六绝食”的退休军公
教，官方居然威胁要动用冲锋枪，是否有点杀鸡用牛刀、
大炮打小鸟？此举只是把退休军公教当作稻草人，对之凌
空挥拳，除了转移焦点，继续污名化退休军公教，根本于
事无补，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从去年5·20小英上台至今，退休军公教除了先以肉身
冲撞外，所用的不过是师法民进党抗争时常用的丢鞋、丢
水瓶手法，最近升高到丢石块、信号弹，《枪炮弹药刀械管
制条例》 中的违禁品都没用到，这样会被当成“恐怖分
子”，恐怕会笑掉国际社会的大牙。

年金改革成定局之后，已经不是蓝绿、统独意识形态
异同的问题，对于退休军公教法定财产权所造成的实质伤
害，不是能够以所谓的多数民意来解释的。以我们熟悉的
马英九时期的苗栗大埔事件为例，在竹南大埔的拆迁户中
有52户同意，只有张森文 （张药房） 等4户反对抗拆，张
森文甚至以死明志，2014 年高院判决苗栗县政府拆迁违
法，张药房等 4 户胜诉。这就是为什么当年金改革定局
后，当局斥资买下媒体广告，宣传改革如何成功、如何重
要，又以年改有七成以上民众支持强调其正当性时，受冲
击的退休军公教却无法接受的原因。如果以支持者多寡、
民调高低决定政策，那么我们不妨来公投“高官薪资减
半”，保证民意的支持度超过九成。

其实，当局将退休军公教妖魔化、恐怖分子化，完全
是在拆小英的台，让她兑现自己在2008年大陆海协会会长

陈云林来台时所指称的“暴政”。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政府政策走
向极端，不注重人民感受与社会共识，加上过当的维安手段，造成人民情绪
反弹。在街头运动频繁的社会中，很难避免肢体冲突的发生，若政府无限上
纲为暴力，就是对群众运动的本质与后面成因不理解，忘了还有更重要的价
值标准，就是追求言论自由及更完美社会的改革。”

民主的价值在于听取民意，法治的价值在于尊重制度。年改前，退休军
公教一反过去奉公守法的服从性格走上街头，希望能够反映自己的意见，追
求的不就是言论自由？不就是更完美的社会改革？年金改革后，这群老人在
烈日中不辞辛劳地如影随形，招来过当的维安手段，小英却离民主法治越来
越远了！

劏房指一套房内的隔间。在住房紧张的香港，租住隔间很
平常。近日，香港新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透露，特区政府
有意推动社团组织租用空置楼改装成“合法劏房”，以成本价租
给排队等待公屋的家庭。“合法劏房”较大较卫生，可几个家庭
共享厨卫设施，类似“七十二家房客”模式。

“合法劏房”会由社团组织运营，提供小孩就学、长者送
饭陪诊等社区服务。陈帆强调，政府房屋政策仍以建造更多房
屋为长远目标，“合法劏房”仅为纾缓措施，为轮候公屋市民解
燃眉之急。香港建筑专业团体表示欢迎“合法劏房”，建议政府
为劏房提供特别政策，在不影响安全的大前提下，适度放宽对
劏房的逃生途径、采光、通风及排污的规定。当然，对有安全
及卫生隐患的劏房要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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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媒体报道，曾被绑架的
香港富家女罗君儿所写的《历劫生
命》一书出版。书中披露了她曾三缄
其口的绑架和被救过程，分享了历
尽劫难后克服创伤后遗症的经验。

罗君儿在书中回忆，2015年 4
月 25 日晚上，她与朋友聚会后返
回飞鹅山大宅，等候男友来约会，
没想到此刻良辰美景，下一刻竟是
生死存亡。凌晨，罗君儿被推醒，
睁开双眼，忽见6名匪徒将其包围
并持刀恐吓。她被胶带封口。匪徒

掠去珠宝首饰后让她更换衣物，再
用黑色衬衫蒙起双眼，把她绑在其
中一名匪徒背上掳走。黑暗中的她
只能凭声音猜测被带离寓所，穿越
丛林，还涉水而行，过了多时被放
在一个洞口，匪徒让她爬进去后写
下父亲的电话号码。

罗君儿在书中说，她自幼过着

朴实平淡的生活，最反叛的行为只
是沉迷玩滑板，从没遇过险，但事已
至此，只有积极思考自救。被禁锢期
间，她没遭受暴力对待，有外套蔽
体，也有食物果腹。她估计绑匪纯粹
求财，便壮起胆来与绑匪聊天，代
父保证一定会支付赎金以安抚匪
徒。罗君儿在与他们聊天时得知，

原来绑架的目标并非自己，而是她
的母亲。她庆幸自己代替母亲被绑，
不断在心中重复：“要坚强！要勇敢！
我要活下去！”她曾连日听到搜救
直升机在上空盘旋，但却一直没被
发现获救，曾经失望：“我仍然要继
续活在这个噩梦当中？”到了第四
天，一个身形高大的匪徒又将她绑
在背上穿越丛林，后来听到有人大
喊“我们拿到钱了”后，她被扔在了
山顶。她得到自由后飞奔下山往公
路跑，遇到警察才确定已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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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神农谷。
下图：神农架的川金丝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