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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塔古道翻越天山，曾经是沟通北疆和
南疆的通道。在伊犁昭苏县城，我们看到一
幅巨照，黄花映衬五座雪峰。问能否直驱雪
山脚下？县委书记说可以，但穿越夏塔古道，
却非常困难，户外难度为八级。每年有不少
驴友悄然而至，想沿夏塔古道翻越天山，皆过
不了莲花峰上的悬崖、冰大坂和冰河，亡人之
事时有发生。

祭祀和亲公主

晌午过后，在夏塔河边一哈萨克牧人帐
篷中吃过手抓饭后，我们登车去祭祀大汉帝
国第一位和亲公主刘细君。

迤逦而来，山一程，水一程，汽车盘旋而
上，一觉梦至天边。梦未醒，汽车已戛然停
下。昭苏县旅游局的小刘说，细君墓到了。
伊犁地界上，据传细君墓有三：一为新源县，
背靠天山，放眼那拉提草原。二为特克斯县
境内的“姑娘坟”。再有就是昭苏夏塔河谷。
跨出车门，一汉白玉石雕兀立于天地间，茫然
四顾，第一感觉便是风水甚好。整个墓园背
靠青山，左边青山连绵欲飞，让人想到中华龙
之图腾，右侧山麓似有卧虎雄睨，前方缠绕一
条夏塔河。恰好印证了汉地风水之说。我暗
自称奇，好风水。枕我青山，饮我冰泉，望我
乡关子民，难怪乌孙国王族墓葬群落于此。

前不见乌孙人，独怆然荒原，几座犹如巨
型蒙古包一样大的青冢，次第而上，直抵山
麓。不知不觉间，走至汉族娇娘石像前，仰首
一看，美女雕像大襟汉服，袂袖广舞，长裙匝
地，似踏云而来。遥想当年大汉公主由张骞
护送，万里迢迢，琵琶弦断，远嫁而来。

问及细君公主缘何葬于此，而非新源说、
特克斯县的“姑娘坟”说。小刘称证据有三：
一曰风水，二曰文物，三曰乌孙王者之墓。我
愕然，此第一理由，与我第一感觉不谋而合。
便问此见来自何人？罗哲文。小刘脱口而
出。

右拐，再右拐，蓦然回首，乌孙王墓地竟
然成了夏塔古道之入口，风尘滚滚，冰河湍
急。换上景区的车，溯夏塔河而上，滚雪滔
滔，山风袭来，流急浪高，犹如一首霸王卸甲
的古琴催我入梦。

1961 年，历史学家翦伯赞应乌兰夫之
邀，携范文澜、吕振羽两先生到内蒙古访古。
由西向东，行程一万五千里，历时两个月，写
下著名考古报告《内蒙古访古》，在游昭君墓
时，翦伯赞吟诗道：“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
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
年！”一次和亲，竟然换来五十年和平。

车窗之外，河谷里湍流挟着夏日溶冰，混
沌成一条黄龙，奔腾而来，一代汉武大帝早已
无影无踪，倒是当年张骞送细君公主而来的
夏塔古道，在视野里浮现。

翻越天梯奇事多

我们向塔松之上的雪峰靠近。那天听了
昭苏县委书记介绍，我就祈盼着一睹夏塔雪
山的神韵，融入遍地黄花之中。

雪风吹过来，云层聚集起来。莲花峰在
一次次的斜阳下袒露无余，渐次用长袍遮住
了自己。我坐于地上，然后伏身贴地躺于黄
花之中，静心谛听，马踏飞燕，我听到的不再
是大汉天马之蹄，而是大唐汗血宝马的响鼻
长啸。

哪里飞来了响箭之声？
夕照下，雪山苍茫，恍惚间，历史情景再

次闪现。
东风又绿昭苏草原，大唐名将高仙芝仰

望天山雪峰，对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说：“出
发吧。”

一万多名唐军兵出天山，一路向西，必须
逾越古道。

“为什么叫夏塔？”高仙芝回头问身边幕
僚判官封常清。

“将军，夏塔乃突厥语，天梯的意思。”
大唐军队面前，何止横亘着一道天梯，天

山、葱岭，一座比一座高，一道比一道险。夏
塔横亘百里，天山暮雪。然而唐军挥师南下，
马蹄声碎，踏上天山，开始千山寂静、高寒缺
氧的艰苦行程。僚中文士封常清记下了这次
艰难的历程。

岭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此时的冰大
坂上一兵一卒未见。高仙芝所率的唐军沿古
道，越天山，登临葱岭，必须沿冰川而行，别无
蹊径。这里有两条冰川，冰川的源头就是山

口。这两条冰川长度都在10公里以上，而且
冰川上冰丘起伏，冰塔林立，冰崖似墙，裂缝
如网，稍不注意，就会滑坠深渊，或者掉进冰
罅冻死。高仙芝担心士卒惧怕艰险不敢下
岭，便选派20余人装扮成阿弩越城的使者前
来奉迎。兵士听后，畏惧心理顿失，唐军得以
迅速下岭，向阿弩越城进发。

唐军疾行数月，过天山，沿葱岭曲线，抵
达坦驹岭（今克什米尔克什北部兴都库什山
米尔峰东，是兴都库什山著名的险峻山口之
一）。

时隔1400年后，从帕米尔高原上走过的
大探险家斯坦因，他看了当年高仙芝走过的
道路，惊叹道：“高仙芝比起欧洲历史上拿破
仑和苏沃洛夫诸名将越过阿尔卑斯山，有过
之而无不及……这一军事壮举最能够证明，
中国人具有一种超群的能力，那就是，他们善
于利用严密的组织来征服任何严酷的自然困
境。”

一道绝地风景线

夏塔古道就在前方，依稀可见。我们向
雪山靠近，一步一景，一道光影一绝地风光，
让人惊叹不已。

在南疆长大的老新疆的后代张者说，为
了歼灭一支盘踞在天山以北的国民党匪军，
打掉昭苏一带的土匪势力，王震将军命令原
359旅717团的团机关率二营和骑兵营官兵，
从南疆阿克苏的温宿县出发，赶着长长的骡
马队，经夏塔古道翻越天山。同样牵着战马，
一步一步地爬上了莲花峰上的冰大坂，抵达
北疆。剿灭匪患后，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农四
师十团，后称72团，住于新源县。这与当年
唐僧和高仙芝率领大唐帝国军队翻越丝绸古
道一样迷人，一样具有挑战性。

斜阳正浓，雪风吹来，将莲花峰的云层吹
开了，天穹呈现出一片蔚蓝，一道夕阳之光抚
摸在雪峰上，追光似的落在黄花丛中。极目
眺望，莲花峰侧，一座雪峰又一座雪峰，渐次
袒露，惊现于视野。我想起当年读张承志《夏
台之恋》的感受，张承志在书中写道：应该相
信我，夏塔100多公里天山北麓的蓝松白雪，
确是这个地球上最美的地带。对中国大西
北、大西南和藏区的神山雪峰，我几乎一一近
晤过了。就雪山之美，藏区十大神山，自然要
数云南的梅里雪山最美，珠穆朗玛、南迦巴
瓦、冈仁波齐、贡嘎、阿尼玛卿和巴颜喀拉等
等，皆无法媲美。但是若拿藏区十大神山与
天山夏塔莲花峰相比，平心而论，我认为梅里
第一，夏塔第二。

我们一直追着太阳拍照，拍到最后，暮色
沉沉，夏塔古道沉落于黄昏之中。张承志说
这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其实不无道理，毕竟
每个游者心中都有一道绝地风景线，只是因
心情而已。

归去，胡不归！默默地向雪山行了一个
膜拜之礼，回程路上，天幕上尚有一抹未消失
的晚霞，这道霞光，拂照过刘细君、张骞、法
显、唐三藏、高仙芝，然，逝者已矣，我
想，这道霞光只会永远留在夏塔古道上。

(徐剑，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
主任，先后创作出版导弹系列的文学作品
《大国长剑》《逐鹿天疆》《大国重器》和电
视连续剧《导弹旅长》以及长卷散文《岁月
之河》《灵山》《玛吉米》《经幡》《祁连如
梦》)

在 华 夏 缤 纷 的 景 点 之
中，有一处与清明节联系在
一起，那就是山西省绵山。

绵 山 距 介 休 市 区 20 公
里，为横贯山西中部太岳山
的 一 条 支 脉 ， 地 处 汾 河 之
南，最高海拔 2566 余米。它
集山光水色、文物胜迹、佛
道寺院于一山，素有“无峰
不 奇 、 无 水 不 秀 、 无 洞 不
幽、无寺不古、无景不典”
之称。更因它是清明节发源
地，令无数海内外华夏儿女
前往观光览胜。

当汽车停在绵山旅客服
务中心时，率先扑入眼帘的是
一尊高大的古铜色人物塑像，
据介绍，这是后人为缅怀晋国
大夫介子推而塑造的。相传
春秋之时，晋国贵族介子推跟
随晋公子重耳逃亡十余年，曾
在饥饿时割下自己大腿上的
肉给重耳吃。晋文公还国为
君后，介子推携母亲到绵山隐
居，晋文公派人寻找。为逼迫
介子推出山，放火烧山，却把
介子推和他母亲烧死了。文
公得知，悲愤交加，命将绵山
改为介山，又将“环绵山山中
而封之，以为介推田”，以示怀
念。相传，晋文公下令在介子
推被焚的日子，不许烧火，家
家户户只能吃冷饭，谓之“寒

食节”。第二天，登山祭奠介子推，谓之清明节。在绵
山旅客服务中心入口处匾额上写着六个大字：“清明
寒食之源”。

上山之时，绵山的气候就像孩儿脸似的，说变
就变，刚才还是晴天，忽然，山间云雾缥缈，那云
雾时而白云乍凝，时而漫漫如絮，坐在车上前行，
犹如腾云驾雾，有飘飘欲仙之感。待车子停稳，居
高眺望，但见群山如黛，山峰峻峭，峰峰相望，延
续不绝，莽莽苍苍。俯首眼前，怪石嶙峋，悬崖陡
峭，壁立千仞，悬崖下临深谷，谷深莫测，令人凝
神屏息。置身于此，大有峰上风光无限，崖下胜景
争奇，无限风光在绵山之感。而布局于悬崖峭壁间
的建筑，楼阁巍峨，庙宇纷呈，雕梁画栋，富丽堂
皇，既雍荣华贵，又古朴典雅，总让人感叹绵山人
文景观文化之厚重。

绵山不仅拥有山势险峻的风光，也拥有江南山
水秀色的景观。当踏进水涛沟时，潺潺的流水声不
时从远处传来，宛若动听的钢琴演奏曲。驻足望
去，沿沟两侧群峦叠翠，树木葱茏，青草繁茂。沿
溪那大大小小的瀑布形态各异，或抛珠溅玉，散如
云烟；或袅袅如练，如絮似雪，真可谓神韵万千，
飘逸多姿。

三月的江西玉山，细雨打湿了眼前的油菜花开。走在铮
亮的鹅卵石铺就的乡间小路上，但见鸡狗横行街里与人为
伴，两边长满青苔的残瓦老宅风雨依旧在，山墙上冒出的袅
袅炊烟接续着乡愁的烟火。四周山恋起伏云山雾罩，隐隐可
见亮黄的油菜花、粉嫩的桃花和洗白的旧屋，展现出南方雨
季时的阴柔之美。去年此时，到玉山参加中国台球国际邀请
赛，走乡进宅，拜祠祭庙，品农家饭菜，喝自酿米酒，颇有
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

其实每年像记者这样来玉山赴春日台球之约的人一年比
一年多。从2015年3月起，来到这座小城的宾客中多了一批
特殊的“客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台球运动员和台球爱好
者。一年一度的中式台球世锦赛从这里走向国际，成为世界
三大台球赛事之一，玉山也多了一张新的城市名片——中国
台球之都，给这里的体育旅游产业崛起和乡村振兴带来了新
的机遇。

对此感触颇深的是当地的台球爱好者，连文群就是其中
一位。这位今年刚满30岁的年轻人从小就热爱台球，当时中
式台球在玉山尚属“草根运动”，缺乏良好的氛围和严谨的
规则。2014年他在家人的支持下创办了自己的台球房，以俱
乐部的方式对外运营。玉山中式台球世锦赛的举办一下子让
他的俱乐部获得了发展良机。“玉山的台球运动基础非常
好，民间热爱台球的人很多，但是玩法不一，也缺乏组织
性。中式台球世锦赛的举办不仅让这项运动变得光荣，还让
这项运动变得更加标准规范，兼具了草根和竞技性。”连文
群告诉记者。

玉山的台球文化感染力极强。去年夺得中式台球世锦赛
女子组冠军的付小芳与玉山也是有着奇妙的缘分。征战台坛
多年，她在山水宜人、台球文化极佳的玉山安家。今年第三
次参加中式台球世锦赛的付小芳表示：“如果比赛结束后，

有更多的时间，我想带一些中外选手去品尝玉山的美食、游
览玉山的美景。我作为玉山的儿媳妇，乐意尽地主之谊，希
望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玉山之美。”

受益于台球国际赛事的还有当地蓬勃兴起的乡村旅游。
玉山被著名作家郁达夫誉为“东方威尼斯”。境内有世界自
然遗产三清山，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玉
山把秀美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结合，以景区标准建设秀美乡
村，去年建成了5个省级3A乡村旅游点和怀玉山国家4A级
景区。双明镇欧月园借着中式台球世锦赛举办的东风发展如
火如荼。“我们去年一共接待了8万多游客，今年有望翻一
番。”欧月园负责人陈旭剑同时也是所在地窑山村的村支
书，他带领村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改变了贫困村的面貌。

台球热不仅仅热了体育和旅游，还带动了玉山的各个产
业。在当地最富盛名的特色商街——七里街，台球文创产品
砚雕成为最受游客们欢迎的旅游纪念品。在七里街从事砚雕
生意的朱国彬，把中式台球世锦赛的元素加入到砚雕作品
中，受到市场追捧。“玉山与中式台球世锦赛结缘始于石
头，因为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台球桌板材生产基地。而台球桌
板材使用的青石与我们罗纹砚所用的罗纹石同出一脉。我希
望用这些台球砚雕产品让家乡 ‘中国台球之都’的名片被
更多人熟知。”朱国彬说。

玉山国际台球文化产业以体育文化为核心、以台球产业
为标志，通过引进国际、国内高端赛事，建设“星牌台球产
业园”“国际台球文化中心”“中国台球电子商务中心”等项
目，形成由台球赛事、文化创意、教育培训、产品研发、历
史博览和乡村旅游组成的文化产业综合体渐入佳境。

一座小城的台球梦，融入万千台球爱好者的热情，升华
成精致的赛事品牌。大国的小城，小球的“大国”，期待玉
山台球文化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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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山一瞥 来自百度

清明节是祭奠祖先、缅怀先人的节日，也是
认祖归宗、睦亲联谊的一个载体。人们将无尽的
思念默默传达，把优良的节俗绵绵传承。

漳州和台湾地区清明节俗如出一辙，在漳州
便可一窥彼岸节俗。漳州人过清明节习惯制做清
明粿，清明粿如碗面大小，状如龟背，颇似一个
缩小飞碟。它采用野生中草药“艾草”、“鼠曲
草”加入粿皮，制好的粿品呈绿色。艾草是一味
传统中药，预防瘟疫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鼠曲草
性平、味甘、无毒，有降血压、祛风湿、止咳平
喘等功用。将采集来的艾草和鼠曲草洗净，焯水
后放石臼中捣烂，然后拌和大米磨的米浆做粿

皮。馅料多用花生、芝麻、绿豆沙等，随各人喜
好做成甜馅或咸馅。制做清明粿有专用硬木粿
模，刻有龟背、花草图案，使用时将馅料包入粿
皮，搓成团，然后放粿模上压出花纹，底部涂上
薄薄的花生油，垫上黄槿树叶 （俗称粿叶）、香蕉
叶。清明粿制成后，放进开水锅，中火蒸 15 分
钟即可食用。这种来自大自然淡淡的、幽幽的清
香令人过口难忘。

又是一年清明至。节日期间，人们带上清明
粿，伴以思亲的情感、敬祖的心态、感恩的言
行，上坟祭祀，缅怀先人。小小清明粿，浓浓思
亲情。它已不单是绿色的野菜，还包含着漳州人
对祖先的缅悼追思。在漳州民间的清明节，清明
粿依然保留着原生态的温馨亲情和清香美味，蕴
藏着漳州人绵绵不尽的乡愁。

清明粿 思亲情
林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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