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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地理的版图上，甘肃像一
支张开的臂膀，臂弯连着陕西，手掌
直抵新疆。从空中俯瞰，自西北向东
南走向的祁连山脉，山连山，岭连
岭，千山万岭绵延不绝。在祁连山与
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有一处
狭长地带，形如走廊，这就是著名的

“河西走廊”。它是佛教东传的要道，
是丝路西去的咽喉，是连接东西方文
明的大通道。

那些带着时间的痕迹、浸润着诗
人的情愫，在唐诗宋词里游弋的凉州

（武威）、甘州 （张掖）、瓜州、敦
煌、阳关、嘉峪关……一如散落的历
史明珠，镶嵌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
而甘州是其中最让我魂牵梦萦之地。

初见绚丽丹霞

有 5000 多年历史的张掖是历史
上著名的河西四郡之一，自夏商到春
秋，是羌、戎、狄等少数民族居住
区，因其境内多有甘泉，故称甘州。
说来，张掖得名与匈奴有关。汉武帝
时代，匈奴人不断进犯中原，公元前
111年，汉武帝在甘州建郡，为甘州
更名张掖，取“断匈奴之臂，张中国
之掖 （腋） ”之意。此后汉朝开始在
此大规模地徙民垦植，戍兵屯田，发
展农业。

张掖闻名于世、吸人眼球的还有
纵横祁连山北麓的丹霞地貌。《中国
国家地理》杂志在讲到张掖的丹霞地

貌时曾说“奇险灵秀美如画”！
10 月，我来到张掖。这里依旧

艳阳高照，阳光炙热似火。坐在车
里，颠簸和摇摆常常使人昏昏欲睡。
车停在了景区的门口，半梦半醒之
间，一大片如火焰山般的群山突兀地
矗立在眼前。美丽的红色丹霞，像是
夏天掩不住艳丽的凌霄花，嫣红色的
山体硬是延伸到了景区的界外。

张掖的丹霞地貌造型奇特、色彩
多样，历经数百万年，呈现出坚硬而雄
壮、柔软而苍凉、热烈而夺目的美，令
人应接不暇。我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
地置身于丹霞之间。连绵起伏的红色
的火焰山寸草不生，那艳如丹红，宛如
烧透了的炭似的红褐色砂砾岩，经过
千万年的风化剥离和流水的侵蚀，形
成了陡峭的奇岩怪石，“色如渥丹，灿
若明霞”，将祁连山脉装点得峻岭横
生、色彩斑斓，当地少数民族把这种奇
特的山景称为“阿兰拉格达”（红色的
山）。站在绚丽的丹霞山前，人类渺小
得微不足道，不由得向这热烈而艳丽
的“阿兰格拉达”顶礼膜拜。

拾阶登高，在绵延起伏的丹霞山
顶的观景台远眺，“高峰壁立老龙
蟋，削出芙蓉作画看”。张掖丹霞，
不仅奇、险，更美在色彩的变化。
红、黄、橙、绿、白、青灰等多种色
彩，把那沟壑纵横的山丘装点得绚丽
多姿。阳光下，远远近近的山峦此起
彼伏，如钱塘江潮般奔涌而来。站在
峰顶，艳阳下一缕微风吹过，躁热的

心稍稍安静下来。面对着旷世奇美的
丹霞山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从心间蹦出！

怀想张骞出使

张掖是张骞出使西域途经河西走
廊的必经之路。张骞的商队当年是否
曾经过张掖丹霞山，张骞是否曾跨马
驰骋在山谷间，是否也曾羁旅夜宿在
这荒寒漫漫的祁连山麓，在这荒无人
烟之地，张骞的心里是否也有疑问
……这些疑问就像无尽的历史，辽
远、深邃而不可知。

司马迁在 《史记·大宛列传》 中
对张骞出使西域作了详尽描述。穿过
历史的烟尘，透过司马迁纵横捭阖、
气象万千的文字，我们看到张骞一生
两次出使西域，寻求通往西域各国的
路。尽管屡屡受挫历经苦难，但他矢
志不渝，为汉朝开拓通往西域的道路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司马迁称张骞

“凿空”（首先打开） 西域，无愧于博
望侯这一称谓，以致在张骞身后，那
些凡是到西域的汉朝使者都自称博望
侯，并以此获得外国的信任。

丝绸之路的开通，在军事上，
加强了与西域各国的联系，有力打
击了匈奴的进犯；在文化上，增进
了与西域各国的交流；在经济上，
加深了与西域各国的商贸往来。张
骞 为 汉 朝 带 来 了 西 域 的 葡 萄 、 苜
蓿、石榴、胡麻、棉花、葱、蒜、
西瓜、胡萝卜等植物，对促进汉朝
的种植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了解西亚、西方国家的皇帝，也是
最早接受西亚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统
治者，对促进汉朝与西亚、西方各
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宗教和民族融
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000 多年以后，从河西走廊上
走来了由欧洲大陆越过帕米尔高原
的高鼻梁蓝眼睛的马可·波罗，他经
过 河 西 走 廊 ， 在 甘 州 的 丝 路 上 前
行，并在张掖停留。他从新疆的叶
尔羌、和田、且末，来到甘肃的敦
煌、张掖之后，由敦煌向北奔向蒙
古的都城，之后又神秘地回到了甘
州。甘州在马可·波罗的心里竟有着
如此大的魅力。

感悟赤诚之心

在河西走廊的丹霞山中，我努力
寻找着张骞往来西域的遗迹，怀想当
初的“寻源使”张骞是以怎样的毅力
和决心，经过匈奴人控制的河西走
廊，克服重重险境，走在通往西域的
荒凉的大漠戈壁。

《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在张
骞之后陆续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臣们，
在出使西域的过程中免不了见财起
意，“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其使
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
其利外国。”同为使臣，肩负着国家
使命，后来者竟然有人贪污盗窃，不
能完成使命；甚至出身贫苦人家的子
弟，将带出去用于贸易的一部分国家
财物据为己有，在国外贱价卖出牟利
……历史证明，张骞是汉武帝最忠实
的寻源使、最称职的博望侯。他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位到达中亚细亚一些国
家和地区的使节，他开通了中国与西
亚各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联系，他被
匈奴扣押十多年，却始终保留着汉朝
的符节没有丢失，他不忘使命，是执
着信念的坚守者。

回忆着 《史记·大宛列传》 中的
片段，在张掖丹霞重重叠叠的火红的
峰峦中，我仿佛看见了张骞当年的商
队，体会到了当年张骞开拓丝绸之路
的艰辛，感受到了有灵魂、有血性、
有品德、有操守的张骞，读出了作为
杰出历史人物的他身上所蕴含的创造
历史、感天动力的精神力量，读出了
张骞在丝路上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坚
定之力和对国家的赤诚之心。正是有
了张骞的凿空之功，才有了千百年来
丝绸之路上连绵不绝的东西方文化和
经济贸易交流，才有了今天这条古老
的丝绸之路焕发出的新生机。

题图为张掖丹霞美景

黄水林海，海拔高，离天
近，有“天上黄水”之誉，大风
堡就是登天的云梯。大风堡原始
森林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黄水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景区，
是三峡库区最大的原始森林，其
主峰海拔1934米，有“渝东第一
峰”美誉。因为这里常年大风吼
鸣，风起时林涛阵阵，山风呜
呜，因而得名“大风堡”。

这里山水奇特，气候温和，
适合各种动植物生长，素有“动
物世界”“植物王国”之称。辖区
内植物品种达3000种，动物1380
余种，其中有银杏、水杉、红豆
杉、华山松、珙桐等名贵树种 50
多种。人迹罕至的大风堡原始森
林，成了云豹、金雕、水獭、小
天鹅、大天鹅、锦鸡等40余种珍
稀动物的栖息乐园。

每年金秋时节，大风堡无边
无际的秋色染红了草木，连绵起
伏的山峦，犹如披上了一层金光
幻彩般的彩霞。沿大风堡景区公
路到达石房子，踏着长达2.8公里
的登山栈道，顶着蓝天白云向上
攀登，满山的红叶令人目不暇
接。登顶眺望，秋山如霞，天蓝
若碧，层林尽染，万山红遍。随
山势起伏的秋色，卷起层层彩色
的波浪。茂密的森林，红叶点
染，让人不禁想起“山静松声
远，秋清泉气香”的诗句。红叶
的色彩随着山势和阳光照射的不
同角度而变幻无穷。

大风堡的金秋是野板栗、山
红籽、野梨子、野天麻等野果成
熟季节。沿着铺满红叶的林中栈
道，进入原始森林，秋果挂满枝
头，随风飘来醉人的芳香。人行
其间，会碰落熟透的野果。从带
刺的毛栗球中滚落出来的板栗，
随意往嘴里一送，甜蜜蜜的，沁
人心脾。用板栗做成的香喷喷而
又营养丰富的“板栗饭”，或用野
生天麻做成的天麻土鸡汤，更令

人嘴馋。
山里的大脚菌、千夫头、牛

肝菌也成熟了，炒、煮、炖的新
鲜山菌更是鲜美无比。用野香菇
做成的滋补大菜，摆上满满一
桌，清香四溢。再吃上一顿麻辣
火锅菌子大餐，满桌的高原山珍
令人食欲倍增，喝上几口鲜嫩的
野生菌汤，让人口舌生香。大风
堡，让我品味到了浓浓秋天的味
道。

大风堡海拔高，气候得天独
厚，这里生长着名贵中药材黄
连、杜仲、厚朴、何首乌、板蓝
根、马齿苋、山茱萸、银杏等药
用植物 300 多种，被称誉为立体
的、袖珍的活“本草纲目”。

有“高原山珍”之称的莼菜，
是黄水的特产，在历史上曾作为皇
室贡品。莼菜可药用也可食用，其
味道鲜美，与菰菜和鲈鱼脍并列为
江南三大名菜。苏东坡曾有诗曰：

“每怜莼菜下盐豉”，表明了对莼菜
的情有独钟。黄水土家人制作的

“莼菜宴”芳香可口、柔滑鲜嫩。
其中，莼菜与冬笋、榨菜配料做成
的“莼菜汤”以及“莼菜黄鱼汤”

“鸡丝莼菜汤”“凉拌莼菜”等莼菜
系列山珍菜，风味独特，味道可
口，令人百吃不厌。

最令黄水名扬天下的当属黄
连。黄连是著名中药，有泻火解
毒、清热燥湿、抑菌、降血压、
镇静、镇痛的功能，药典 《神农
本草经》 将黄连列为上品。黄连
对生态环境要求极高，对其生长
的海拔、温度、空气、水、光、
土壤有严格要求。黄水雨量充
沛，森林覆盖率高，适宜黄连生
长，历史上素有“石柱黄连甲天
下”的美誉，而石柱黄连，盛产
在黄水。目前，黄水已成为中国

“黄连之乡”，黄连产量占到了全
世 界 产 量 的 40%， 全 国 产 量 的
80%。不少当地农民靠种植黄连
脱贫致富，过上了幸福生活。

四时俱可喜，最好仲秋时。在新
疆的行程，原本以为五家渠只是一笔
带过，不曾想竟是印象至深。

五家渠位于天山博格达峰北麓、
准噶尔盆地南缘，是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六师所在地，邻近昌吉、乌鲁木
齐市，相距也就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是从乌鲁木齐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最
近的绿色通道。

清末民初，为灌溉种地，当地农
民从老龙河引出一条水渠。沿渠住了
杨、冯、杜等5户人家，五家渠由此
成了地名。

进入五家渠市区，恍若置身江
南，清新的气息，裹着馨香，扑面而
来。车行宽阔的马路上，两旁是密植
而又葱郁的多彩乔木和艳丽花卉，给
小城穿上了华丽的盛装。微风吹拂，
花枝乱颤；秋阳饱满，落地成金。幢
幢高楼鳞次栉比，在蓝天白云下，巍
然耸立。

主人与我们接上头，先引我们到
了五家渠新城，参观了有着浓郁江南
风情的一大片院落。一幢幢园林别
墅，掩映在绿树鲜花丛间，哪有一丝
西域的影子？来到一个占地上千亩的
旅游马场，围栏中，一匹匹骏马，毛
色锃亮，悠闲地踱着步。配有空调的
一长溜马厩内，居住着上百匹汗血宝
马，或棕、或白、或灰、或黑……个
个高大威猛、气宇轩昂。见客人光
顾，它们顿时不安分起来，以撞栅
栏、打响鼻、转圈圈的方式打着招
呼。大型跑马场内，几个教练正指导
弟子或策马飞奔、或腾越栏杆、或踏
着舞步。如此投资近 10 亿元的项
目，即便在东部发达地区也不多见。

午后，我们驱车前往机摘棉花现
场。穿行于平畴沃野，这五彩相间的
大地，让人心醉。心醉之余，生发“我
因秋天妖娆”“秋天为我而生”的感

喟。由近及远，望不到边的是一片片
白花花的棉花、一片片金灿灿的葵花、
一片片黄橙橙的甜瓜、一片片高大茂
密的玉米秆挂着金色的玉米……犹如
锦绣的缎面，在湛蓝的天空、慵懒的白
云下，铺展开来，格外艳丽，分外奢华。

刚听到机器的轰鸣声，一座硕大

的足有三四米高的大型摘棉机赫然呈
现在眼前。其所经之处，不见丝毫白
色，徒留一垅垅褐暗的棉秸秆，卸了
负担，在微风中摇曳。五家渠共 330
万亩耕地，种了140万亩棉花，倘若
缺了大型机械，单靠人工采摘，几乎
难以想象。在没有实现机械化摘棉之

前，秋日来临，内地人成群结队，到
新疆摘棉花，留下不少耐人寻味的故
事。热情干练的103团蒋团长，向我
们介绍今年的收成情况，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离开收棉现场，虽非日暮，但秋
阳少了午后的热烈，渐渐温柔起来。

走进103团团部，迎面一幅“弘扬亮
剑精神，续写辉煌篇章”的大字标
语。“亮剑”与 103 团有着什么样的
关系？正纳闷间，蒋团长带我们参观
103 团团史室，为我们揭晓了答案。
原来，电视剧 《亮剑》 主人公李云
龙，其原型是绰号“王疯子”的王近

山，王近山将军当年所带的团正是
103团的前身，从王近山担任首任团
长算起，蒋团长是第 25 任团长。正
是传承着浸入骨髓的“亮剑”基因，
103团无论是战争年代冲锋陷阵，还
是和平时期屯垦戍边，都取得了骄人
战绩，立下了不朽功勋。难怪年轻的

蒋团长身上透着一股无穷的“担当
劲”和豪迈的“精气神”。

“行人无限秋风思，隔水青山似
故乡”。美丽的五家渠，如一杯醇香
的酒、一首动听的歌、一个艳丽的
梦，给人以美妙体验，而最让人刻骨
铭心的是那股子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
镇，有一个千年古村——松塘
村，村中环境优美，有 2 万余平
方米的传统建筑，还有数棵古松
和数十亩水塘；该村仅在明清时
期就出了20多名进士和举人，其
中 4 人入翰林院，因此它有着

“翰林村”的美誉。
选了一个周末，我驱车前往

这个久闻大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走进松塘村，一排古色古香
的建筑映入眼帘，快步走近一
看，只见牌匾上写着孔圣庙、汇
川家塾、明德社学、养正书舍
等，它们的正门都对着村子中央
的大池塘。池塘清澈而宁静，微
风吹过，池面轻泛涟漪，倒映在
水中的各种古建筑轻轻晃动，如

同对着游人点头微笑。站在池塘
边，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都像
是在观赏一幅精美的画卷。

穿过翰林门，走过传说中的
青云大道，我往那铺满青石板的
小巷深处走去，感受这千年古村
的魅力。经过一段窄巷后，前面
突然出现一口古井，巷子也变得
宽敞起来。一位年约五十、头戴
草帽的阿姨正在井边打水洗菜，
只见她把绑着绳的水桶往井里一

扔，抓住绳子一拉，便提起一桶
清水，动作纯熟自然。她把水倒
进盆子后，微笑地把打水的桶递
过来，鼓励我试试。我学着她的
样子打上来半桶清水后，轻轻地
把手伸进水里，一股清凉迅速从
手掌传至全身。

阿姨很健谈，她说，虽然现
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但是她
总觉得自来水不如井水清凉甘
甜。村里人才辈出，离不开古井
的哺育。然而，阿姨却对村庄被
称为“翰林村”的话题不感兴
趣，只是淡淡地说：“‘万般皆下
品，唯有读书高’，孩子们要努力
读书是理所当然的啊！”

听着阿姨的话，看着面前的
古井，回想起刚刚经过的古巷、

看见的古树、古屋，还有那村中
心的池塘，我似乎明白了这儿为什
么能成为人人称羡的“翰林村”了：
村民们都认为努力读书是理所当
然的，重视读书的理念就这样代代
相传着。

离开松塘村时，我的心一下子
变得沉静起来，为这里的古朴宁静
和千年坚守所打动。我知道，在我
迷惘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一定会再
来！

张掖市滨河新区黑河大桥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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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塘村玩耍的孩子们 来源：佛山日报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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