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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天下悠。悠长的历史、悠久的
文化、悠远的山川、悠扬的遗韵、悠然
的从容……一个“悠”字，道出了庐山
的独特风情。

探究“庐山天下悠”的内涵，可从
“庐山九悠”中寻找灵感。

一悠：文化积淀。
庐山首次正式见诸史籍，来自《史

记》，司马迁写道：“余南登庐山，观禹疏
九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庐山的“文
化浓度”之高，几乎鹤立于中华名山之
中。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
分别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成为此
后中国文化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
司马迁、慧远、陆修静、陶渊明、谢灵运，
一个史学家、一僧一道、两个诗人，庐山
就这样走进了中国文化史。千百年来，
庐山是儒、释、道文化荟萃之地，隐士、
高僧、名道的乐土，鸿儒雅士的圣地。

二悠：诗词文化。
云起千峰看不见，云开万岭见分

明。庐山是中国的诗山，是山水诗策源
地、田园诗诞生地、山水画发祥地。中
国第一部名山诗词全集《庐山历代诗
词全集》收录作者 3500余人、诗词 1.6
万余首。庐山以其诗作之多、诗篇之精
彩，为中国诗词史增添了夺目的一页。
著名诗人金松岑说：“泰山似圣，黄山

似仙，峨眉山似佛，庐山似诗翁。”
据统计，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

描写九江美景的诗文有21篇，包括陶
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李
白的《望庐山瀑布》，白居易的《琵琶
行》《大林寺桃花》，苏轼的《石钟山记》

《题西林壁》，周敦颐的《爱莲说》等。
三悠：名人留痕。
名山自有名人游，名人常添名山

秀。古往今来，多少名人雅士、英雄豪
杰慕名到庐山文化寻根，寄情山水、抚
弄泉石、把酒临风、抒怀壮志、诗文留
芳。情愁、旅愁、乡愁跃然纸上，将满腹
的激情、诗情、才情寄予这座大山。

四悠：摩崖石刻。
庐山的摩崖石刻有 900 余处，成

为一本流传百世的珍贵史书。“第一
山”“花径”“庐山高”“枕流”“龙虎岚
庆”……一方石刻，就是一个悠久的历
史故事。石刻无言，千载岁月，一直深
情聆听着大山的绝唱。

五悠：万国建筑。
石砌的别墅，让庐山成为东西方

文化的典型汇合处。1870 年前后，庐
山第一次出现外国人建的别墅；目前，
庐山仍遗存有来自 16 个不同国家风
格的别墅630余栋。

一栋名人别墅，就是一本厚重的
教科书。当年，中外名人在这些别墅里
的经历、故事，甚至是重大的历史事
件，都已融入了庐山的旅游文化，成为
寻幽探胜的好去处。

六悠：飞瀑流泉。
据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论断，

庐山是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遗迹最典
型、最集中的一个山体。冰川遗迹，珍
藏了来自远古的亲切问候和幽幽神
秘。“水随山转，山因水活”，庐山的飞
瀑、流泉、云雾、峰峦和 99 座山峰，让
多少人遐思万缕、诗兴飞扬。“一雨百
瀑匡庐水，一峰千态匡庐云”，庐山真
面目，仍隐藏在变幻莫测的云雾中。

七悠：历史大戏。
当年，胡适先生游庐山，创作了

《庐山游记》，得出“庐山的三大历史遗
迹代表中国发展的三大趋势”的著名
论断，“三大趋势论”闻名中外。“一山
阅尽天下事”，尤其是近代以来，这里
发生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会议，

“政治名山”，名副其实。
八悠：隐逸文化。
陶渊明的思想，以老庄哲学为核

心，将儒道两家取舍调和，形成一种特
殊的“自然哲学”，成为田园诗的魂。菊
与酒，成为陶渊明的精神和人格象征。

中国的隐逸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庐山隐逸文化。自
古以来，庐山就是文化名人钟爱的隐
居之地。庐山最早的隐士，可追溯到周
朝初期的匡俗，他隐居庐山，“结庐而

居”，学道求仙。人们把其隐居的地方
称为“神仙之庐”，又称“匡庐”。庐山的
名称本身就是隐逸文化的产物和佐
证。大隐士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
人之宗”，还有周敦颐、朱熹等都是庐
山隐逸的代表人物。

许多著名的隐士不忘初心，一代
代隐居庐山，苦苦思索如何妥善处理
好三大关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的关系，与宇宙对话、与山水对
话、与古人对话、与心灵对话，同时以
灵性和悟性充分挖掘潜在的我，极大
地丰富了庐山隐逸文化内涵，提升了
庐山文化的传播力和美誉度。

九悠：世界品牌。
1938 年，著名作家赛珍珠的《大

地》三部曲获诺贝尔文学奖，其扛鼎之
作在庐山中四路的310号别墅内完成，
搭起了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庐山地处神秘的“北纬30度”，作
为世界级品牌名不虚传：首批世界文
化景观、世界地质公园、联合国优秀生
态景区、中华十大名山、中国四大避暑
胜地。庐山博大的胸怀，让人类的文明
穿越时空，群星荟萃，世所瞩目。它从
容、淡定，悠悠山水，闪耀古今。

庐山天下悠
潘 浔

在中国璀璨的民间艺术星河中，
霍童线狮堪称一绝，至今仍保留于闽
东历史文化古镇——宁德霍童镇。

“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
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
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
里。”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西凉伎》诗
中描绘舞狮的生动场景，而在东南沿
海地区，舞狮则别有一番味道。说起霍
童线狮，我不禁想起隋谏议大夫黄鞠，
他当年弃官入闽，择地石桥，兴修水
利，灌溉良田，造福黎民。上千年来，黄

鞠和他的愚公移山精神留存在霍童人
心中，每年“二月二”，大家都举办灯会
来纪念他，而线狮表演则成为最具特
色、最富魅力的节目之一。

我们走进古镇霍童线狮馆，围坐
在八仙桌边，品茗食糕点，观赏线狮表
演。随着一阵“咚锵咚锵”的锣鼓声，绿
色帷幕缓缓拉开，舞台上 3 头威武的
狮子宛如一家人，呈现在观众面前。

“线狮与泉州提线木偶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线狮表演中的‘线’是一种
特制的麻绳，几条‘线’便构成了狮子

全身的‘神经系统’。这些线一头系在
狮子身体的各个部位，另一头穿过几
米见方的狮椆。”线狮艺人介绍，其实
每一头线狮都掌控在艺人手中。台前
幕后，十几位艺人手动线动，线动狮
动。伴着一阵又一阵锣鼓声，狮子时而
腾挪跳跃，时而相互嬉戏，时而出洞抢
珠，时而捕食戏球，令人眼花缭乱；一
坐一立，一蹲一卧皆神色不惊。伸腿、
抓痒、舔毛、依偎、怒吼……狮子喜、
怒、惊、乐、疑、醉、睡、醒等姿态神情，
在艺人们手中生动起来。

你瞧，那敏捷的转身、自然的伸
腿，形象地刻画了雄狮勇猛的威仪；那
温柔的依偎、热情的相拥，展现出雄雌
两狮的亲眤；那顽皮的摇头体现了小
狮的活泼，每一个举止都惟妙惟肖，栩
栩如生，引人入胜。

这时，台下每一双眼睛都紧盯着
舞动的线狮，那转动的瞳仁不时掠过
一丝惊叹的眸光，那眼神分明在感叹：
真是难得一见的奇观呵！在昏黄的灯
光下，我看见一张张充满笑意的脸上
写满佩服，不一会儿，喝彩的掌声响
起来了……哦，世上原来还有这种奇
妙的民间艺术，看完让人眼界大开！

拥有 2000 余年历史的霍童线狮，
历尽岁月的沧桑，依然焕发着民俗艺
术的魅力。千古绝技，余韵流风。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霍童线狮从
霍童走向县城，进而走向福州轰动省
城，家乡人对这头“睡醒的雄狮”寄予
厚望；到了 80 年代，霍童线狮走向北
京、广州、澳门，被誉之“中华一绝”。在
弘扬民间艺术的道路上，霍童线狮一
路走来，更燃起老艺人们再创线狮绝
艺辉煌的梦想。如今，随着现代科技的
进步，线狮表演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然而，这门民间绝活的传承也面临
着困境。如今，熟稔线狮表演技艺的大
多是族中长者。一位年愈花甲、表演线
狮绝技近半个世纪的老艺人有些忧心
忡忡地说：“线狮表演通常只是传统佳
节的助兴节目，即使应邀去外地表演，
所得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艺人们平日
做工养家糊口，演出前才集中排练，这
不仅影响了对线狮表演艺术的钻研与
发扬，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学成这门祖
传绝技后，‘谁肯留恋少环回’呢。”

千年古镇，一出线狮，美丽的山乡
热闹起来。霍童线狮的魅力给人以无
限美的享受，我们也真切地呵护这种
艺术形式，让民族瑰宝薪火相传。

题图：线狮表演 潘平方摄

旅游漫笔

“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
峰，无边的沙海从大漠深处延伸到冰
雪极地，水气迷蒙的森林守护着珍禽
异兽的梦境，草原辽阔一望无际，海
洋也以绚丽的方式炫耀着它无尽的
宝藏。”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与英国广
播公司（BBC）联合拍摄的纪录片《美
丽中国》中，充满画面感的开篇词如
此描绘壮美的中华大地。

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分布着高
原区、峡谷区、丘陵区、平原区、陆架
海、边缘海及横穿其中的河流。多样
化的地质地貌、土壤和气候条件，造
就了这片土地上多样化的生态系统，
也造就了丰富而珍稀的地质遗迹景
观资源。

阶梯地貌壮阔雄奇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在各种内、
外力地质作用下形成了多级地势阶
梯地貌。

最高一级地势面是青藏高原，平
均海拔 4500 米左右，号称“世界屋
脊”，包括南部著名的喜马拉雅山系，
北部的昆仑山等。以昆仑山脉、祁连
山脉、横断山脉等形成第一阶梯带。
环绕青藏高原外围的一系列高原和
盆地，为第二级地势面，如内蒙古高
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其间还夹
有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等，东界则
沿大兴安岭—太行山—雪峰山一线
构成第二阶梯带。第三级地势面为东
部的广阔平原、低山丘陵区，海拔
500-1000米，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
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东南低山丘
陵区，而东部海岸带则构成第三阶梯
带。黄海、东海、南海平缓大陆架和与
其毗邻的滨海平原地带，形成最后一
级地势面。

在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地质力
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志中看来，这样一
种多级地势阶梯地貌，动力来源于欧
亚板块、印度洋板块、太平洋板块、菲
律宾板块等几大板块的相对运动。

“青藏高原上多东西走向的山脉，就
是因为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相互
运动，自然隆起形成了东西向山脉，
比如喜马拉雅山、念青唐古拉山、唐
古拉山及昆仑山等。”他说。

地质遗迹资源丰富

中国特殊的地质背景对自然地
理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地势上的
西高东低，有利于海洋湿润水汽深
入大陆内地形成降水。汇聚的河水
东流入海，流经阶梯交界处时落差

大、水流湍急，造就了充沛的水力资
源。同时，也造就了丰富而珍稀的地
质遗迹。3个阶梯带附近的地貌陡变
带，由于地球运动剧烈产成断层，地
形切割大，地质构造复杂，岩石形态
各异，地质遗迹景观成片成带出现，
具有鲜明的地学特色和独特的观赏
价值，“据统计，这占到了中国自然
地质景观、风景名胜的 60%左右。”
赵志中强调。

放眼第一级阶梯，深达 5000 多
米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堪称世界奇观。
奔腾而出的激流切穿了喜马拉雅崇
山峻岭，在青藏高原东南急斜坡上形
成连续的“V”字形拐弯，造就了沿江
奇绝秀丽的景致、郁郁葱葱的丛林。
它同镶嵌在高原上星罗棋布的湖泊
以及 3 万余座冰川雪山一道，构成

“世界第三极”雄奇神秘的面貌。
走下“世界屋脊”，在世界第二

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上，一望无
际的浩瀚沙海令人震撼；广袤的内
蒙古高原上，西伯利亚狂风所携带
的砾石与沙砾散落在戈壁与沙漠
间；厚重黄土覆盖形成的黄土高原，
风蚀地貌散布其中。越过秦岭，沿着
第二阶梯带，峰丛、峰林、刃脊、陡
崖、嶂谷、深坑分列其间，高山林立，
水域交错，连同世界上最大的岩溶
地貌连续分布区与喀斯特景观，形
成了地质遗迹景观集中区。转入东
南丘陵，经过构造及剥蚀作用的红
色砂砾岩层，留下堡垒状、塔状、锥
状的山峰和峰丛以及千姿百态的石
崖、石柱、石桥和石洞。纵览第三阶

梯带，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的一
系列火山类与海蚀海积类地貌，自
东部沿海至海南岛及北部湾，如珍
珠般散落分布。

开发保护有待完善

这些种类繁多、数量丰富的地质
地貌遗迹，目前多以地质公园的形式
进行开发保护。赵志中介绍，目前全
国共有 249 处批准建立的国家地质
公园，33 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
的世界地质公园。中国的地质公园涵
盖了古生物、地质地貌、水文地质学、
工程地质学等 8 种不同种类的地质
遗迹景观，分布于31个省区市，地质
遗迹面积超过17万平方千米。“10多
年的地质公园建设，促进了地质遗迹
的申报与保护，增加了当地收入、促
进了经济发展；提升了公众科学素
养、普及了地学知识，还拓宽了旅游
地学的发展。”

赵志中在多年的考察中发现，各
地地质公园在不同程度上还有一些
改进空间。首先，地质公园的建设势
必造成原有地质景观的改变。以溶洞
为例，在开发中照明技术的大量使用
产生了光合作用，一些藻类植物因此

生长，改变了溶洞的局部环境；过多
游客进入溶洞造成溶洞内化学沉积
的改变，而类似问题也出现在敦煌壁
画上。在开放参观的同时防止进一步
风化，有赖于技术保护上的进步。

除了技术条件有待改进，管理上
也有值得整合的地方。“一个旅游景
区往往牵涉多项名号，一座国家地质
公园可能同时是重点风景名胜区、世
界遗产，还是自然保护区、5A级景区
等，这都分属不同的部门。”赵志中建
议，能否在国家层面形成一部一体适
用的法律法规。

除此之外，处理好“开发”与“保
护”的关系，在地质公园的建设中也
尤为重要。赵志中说：“开发中保护，
保护中开发。对于一座世界地质公园
来讲，保护是前提。”

地质景观与遗迹是今人了解远
古时代的一把“钥匙”。若从更大的范
畴中思考，地质保护不仅局限在实地
范围，对公众科学素养与保护意识的
培养也是应有之义。“科学地介绍地
质景观的演变形成，揭示地质地貌的
古今变迁，而非盲从一些简单附会的
民间传说，可为公众提供一种知识的
普及。”赵志中期待更多的人“跟着科
学去旅行”。

美丽中国的地质宝藏
—— 访 地 质 科 学 专 家 赵 志 中

李忱阳 周 硕

⑥

青海省贵德县位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全境沟壑纵横，山川相间。图为当地的阿什贡
峡内开满格桑花。 王建安摄 （人民图片）

霍童线狮 千年绝技
贺彦豪

霍童线狮 千年绝技
贺彦豪

在加拿大很多地方，8 月的
第一个周一是“公民节”或“公
民日”。

我们刚到多伦多探亲，适逢
奥克维尔小镇在 8 月 7 日“公民
日”举办公园艺术节，在女儿陪
伴下，我们观赏了加拿大艺术家
颇有创意的绘画与工艺品，度过
了一段美好时光。

我们来到奥克维尔小镇，发
现这是一个风景如画、教育发
达、颇有文化艺术品味的地方。
小镇的游客在品味优雅建筑、美
丽花园、湖畔景色的同时，可以
观赏画廊、欣赏戏剧、聆听爵士
音乐，感受小镇的艺术气息。

早在 1965年，小镇就成立了
非营利机构美术家协会等艺术社
团，并在每年 8 月初举办公园艺
术节，邀请加拿大百余名艺术家
前来展出自己创作的艺术精品，
至今已举办52届，成为当地“公
民日”节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

走近艺术节会场入口，耳畔
飘来优美的钢琴旋律，站定细
听，原来是著名钢琴曲 《秋日私
语》。从华丽的音色、优雅的旋
律，可以判定是由法国钢琴表演
艺术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所演奏，
他那流畅、淡定的独特风格，充
分演绎了秋韵的唯美旋律。

信步前行，只见公园内搭建

有一排排白色帐篷，漫步其间，
落笔雄浑的油画、匀红点翠的水
彩画、别具一格的玻璃画、捕光
逐影的摄影杰作、匠心独具的工
艺品、温馨实用的陶艺、活色生
香的艺术服饰、小巧玲珑的首
饰、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一一映
入眼帘。特别是有个摊位展出的
画作色彩对比强烈，显示出粗犷
刚劲的个性，颇具毕加索的风
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幅
名为 《想象》 的画作，是一位女
性居于画面中央，其余空间充满
了她脑海中映现的形形色色人
物，此画让众多游客凝神品味；
另一幅光影流动、线条简约的尼
亚加拉大瀑布水彩画，让人感受
到瀑布的壮美与恢弘，带给人视
觉的享受。此外，我们注意到还
有两位华裔艺术家前来参展，不
少观众青睐她们的展品，购买者
大有人在。

此次公园艺术节共有 180 多
个白色帐篷，展出的画作都有不
同的艺术风格。放眼参观画展的
观众，也是各具风采。衣着艳丽
得体的老者、着装时尚的青年、
携带婴孩的父母、活泼灵动的儿
童……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似乎
都被飘着缕缕艺术清香的佳作所
陶醉，聚集在这小镇幽静的公园
里，共同分享一次难得的视觉盛
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