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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年古城

深秋的一日，我们登上了陕西榆林
石峁古国遗址的皇城台。日暮时分，风
开始硬起来，脸上有了微痛的感觉。阳
光穿过层层云锦，将碎金般的光漫天洒
开，营造出一种破碎的辉煌。斜阳下的
大地，石峁城用石片砌出层层迭迭交错
的直线和弧线，像被秋风翻开的书页，
每一页都镶上了金边。

这是一本令人震撼的大书。经历
4000多年风霜雨雪的这座古城，由近及
远，缓缓展开。皇城台核心区，内城，
外城，东门，还有樊庄子，后杨湾呼家
洼，韩家圪旦……

石峁遗址傍着散漫的秃尾河，依着
平缓的山势展开。石峁属新石器时代晚
期至夏代早期遗存，距今约4000年，建
筑面积 400 多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乃
至东亚地区发现的最大的史前遗址。

当时的石峁，已经不同于原始聚
落，开始跨入早期邦国都邑的行列，拥
有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丰富的社会生
活。将之称为当时大河套地区第一个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不夸张。在

“古城——古国——国家”三个远古社
会发展的阶段中，石峁已经由古城进入
前国家的古国阶段了。

站在皇城台远眺，远古荒蛮的宏大
空间，此刻转化为悠长无尽的时间感
觉。眼前的这块土地，4000年来日出日
落，光阴一页一页翻过，生命一代一代
走过，无数的场景在逐层叠加中变得悠
远且深不可测。

而这时候，时间又会转换为空间。
独自一人在大荒古原的夕阳下茕茕孑
立，被无际无涯的宇空笼罩着，你能真
切地感受到什么叫渺小，感受到一种不
可定位、不可计量只能意会的渺小。

我是那样地谦卑起来，直想一躬到
地，匍匐于这片古土之上。我将手掌贴
住冰冷的石片，倏然感觉到了一缕热气

如游丝般传导。它从手掌沁入体内，古
土、古城还有生活在其中的古人，与我
接通了血脉。我从渺小、敬畏中渐渐滋
生出一种站在大地上的踏实感，一种与
历史根系纠缠的踏实感。

智慧光芒

是的，这里的一切都已经逝去很久
了，早已成为传说和记忆。但眼前，它
们又分明都活了起来。

建设这么大的城堡，要有建设的队
伍、保卫家园的队伍和管理者的队伍，
当然更要有从事生产的队伍。石峁古人
吃什么呢？考古发现，主要的食物来源
是农业种植与家畜饲养，主要的粮食则
是粟和黍，即小米和糜子。其它植物食
品也不断被发现。那时，家养牲畜已经
发展起来。考古资料证明，马牛羊鸡犬
猪在当时都已经驯化成功。也有了熟
食，最开始是在石头上烙烤，像山陕地
区现在烤石头馍那样，后来又发展到用
陶罐烹饪熟食。

他们穿什么呢？与新石器时代一
样，他们已经开始了由兽皮树叶到葛蔴
织物的过渡。这需要懂得初步的纺织工
艺，还得萌生一点审美追求。织物衣着
有了形制，有了样子，便激发了最初的
审美。在石峁还发现过一种蚕形的玉
器，专家们称为“玉蚕”，那么，会不
会像大致同时代的黄帝部落一样，石峁
人也开始种桑、养蚕、缫丝了呢？

养家畜、种庄稼，得有相应的知识
指导，那时没有书，也还没有文字，他
们靠的是阅读一本硕大无比的书——天
书。敬天而决，法天而行，观测日月星
辰的变化以指导农牧行为和日常生活。
这里不光发现了 4000 多年前的观象台，
还发现了用于观象的天文形器，例如

“玉璇玑”。
2014年，考古人员在韩家圪旦的墓

葬区发现了夫妻墓，这表明石峁时期已
经由群婚到多婚、再过渡到了一夫一妻

制的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家庭、
家族的出现，稳定了人心，稳定了族
群，也稳定了庞大的行业劳动群。

这一切表明，石峁古国凝聚了各种
人类智慧，终于促使一个古代社会的雏
形浮出海面。

古玉生辉

遗址管理处邀我为石峁题词，这事
太过隆重，让人颇费思索。最后落纸的
是8个字：玉润华辉，石破天惊。“石破
天惊”是很多人来到这里的直观感受。
加了“玉润华辉”四个字，是想强调
玉以及玉所象征的精神在石峁乃至整个
中国文化中的意义。

石峁其实最早因玉而被世人所知。
据相关统计，自清末始，流失海外的石
峁古玉就有4000多件。美籍德裔的汉学
家萨尔蒙尼在上世纪20年代写了一本书
叫 《中国玉器》，描述了他从榆林农民
手中收购的一件50厘米的玉牙璋。整个
榆林地区只有石峁才有这种类型的玉，
所以能够判定来自石峁。

1975年，考古学家戴应新先生考察
石峁遗址时，征集到 126 件玉器，现在
都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3年后，戴先
生以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 为题，
公布了这批玉的名录和相关情况，考古
界为之震动。石峁玉器不但数量庞大，
工艺也精美，他们已经创造了后世玉器
加工的一些主要技法，比如切割，打
样，钻孔，琢纹，研磨，抛光等。精美
度超出了今人的想象。

我们曾经从工具的角度，将上古史
分为骨器时代、石器时代、玉器时代和
铜器时代。玉器构成先民生产、生活的
一个历史阶段。在石峁及之后的时代，
玉一直是我们民族和平、和谐、礼仪、
礼教的象征。它是人们生活生产的用
器，是象征权力的国器，还是与天相通
的神器。

在遗址现场能够看到，在石质城墙

和石质护坡的墙缝里，插进了一些玉
片。玉比石头珍贵千百倍，一般不会用
作建筑材料。将它插在墙体中，是要给
城堡嵌上文化元素吗？是要将玉之诗镶
嵌进石之散文中去吗？看来，物质和精
神在人类的初始阶段，已经开始共生共
长共荣了。

文化交融

这天晚上，为了贴近石峁古城，我
们挤在村办公室临时支起的通铺上。热
情的主人特意铺上了电褥子，让我们有
了“现代温暖”。

回想60年中每次来到这块土地的不
同感受，我辗转反侧不能自拔。

石峁遗址宏大的体量，是否说明在
没有万里长城的区隔之前，中华大地上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线并不那么泾
渭分明，而是一种相互交错、在动态中
共存共荣的状态？

在鄂尔多斯高原、大河套地区，先
后发现过上百个类似的石筑遗址，以石
峁为最大。石峁文化所属的龙山文化，
与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
等在不同时空中出现，最后都汇入中华
文明的大河，这是不是说明，中华文明
本不是单一的源头，而是像学界有人说
的，源自“满天星斗”？

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自古以来就在
流动中交错存在，这或许就是草原丝路
最早的雏形，也是整个丝绸之路生成的
重要源头。从建筑来看，石峁古城正处
在草原地带的石筑建筑和长江、黄河地
带土筑建筑两个板块的衔接地带，而这
种与欧洲、西亚相类似的石筑传统正是
草原丝路得以融通的一个共同点。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就起身来到了
村道上漫步。此刻，眼前的陕北高原依然
万籁俱寂，大地还在历史中酣睡。慢慢
地，天空开始亮起来。光线揭开一层层夜
的纱幕，村里响起一声鸡的长鸣——是
的，4000 年前，这里已经有家养鸡了。鸡
鸣有如高亢的竹笛，引出一群狗吠——
4000年前这里也有家养犬了。

阳光慢慢在天际晕开，红日在鸡鸣
狗吠之中一点点冒出来。就要离开地平
线的那一刻，它猛地一跃，挣脱了大地
的眷恋和羁绊，在地平线上弹起。一阵
鸟音掠过树梢消失在远方。院门和村道
有了响动。我屏住气，等待着村道上很
快就要出现的石峁古人。

走出来的将会是谁呢？是肩上扛着
石戈玉矛的战士，还是头上顶着三足陶
罐的少女？

我翘首期待着。
（肖云儒，著名文化学者、文艺评

论家，青年时代提出“散文形散而神不
散”，影响深远。年届八十高龄，依然
笔耕不辍。2014年至2017年，三次驱
车重走丝绸之路，行程 4.5万多公里，
从西安分三个线路到访罗马、印度、中
东欧共32国90多个城市。出版了《中
国西部文学论》《西部向西》《丝路云
履》《丝路云谭》《丝路云笺》等21部著
作，先后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
奖、中国图书奖等20多个奖项）

石 峁 访 古
肖云儒

淮安是座包容的城市，酸甜苦
辣咸，东西南北各类餐馆林立。淮
扬菜精致且清淡，但家常菜里往往
也会出现重口味，总之，它不挑地
方不挑烹饪手法，只挑味道。下面
就借杠子面和盱眙小龙虾来说说淮
安的风味。

淮 安 杠 子 面 ， 读 来 就 铿 锵 有
力，从内容上来说应是盖浇杠子
面，融合了各地小炒的精华，以至
于四方来客很容易吃出家乡的味
道。劲道的面条，配着火候恰好的
小炒，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
胜却人间无数”。

长鱼面、腰花面、拆骨面、肉
丝面……淮安的面种类极多，面馆
也极多，有的门面甚至开出了品牌
和规模。能让我在冬天早上8点起床
的，就只有杠子面了。只见店家手
持颠锅，挥舞锅铲，火焰吻着锅底
作舞龙状。厨房飞来小炒的香味，
厨师似乎刻意让你看到这一盛况，
门开得敞亮，也不怕人偷师。通常
食客要等上四五十分钟，将近九点
半才能吃上这份绝佳的面条。我从
小就有咽炎，却总忍不住吆喝着：

“老板，加辣，爆炒！”不出意外
的，喉咙总被胡椒、辣椒灼痒。我
还经常看到一些大爷，叫一份拼
盘，开一瓶洋河大曲，夹一筷子菜
抿一口酒，想起来了再挑几口面
条，面吃得美，酒也喝得浩荡。倘
若是等了几十分钟自己吃不到，便
立在一旁看人享用，那个嫉妒呀！
吃完杠子面，大腹便便，揩揩嘴上
的油，人生得意也不过如此了。

说完杠子面，再来说说淮安盱眙的小龙虾。
早些时候，盱眙十三香和金湖蒜蓉龙虾享有盛誉。两座

县城因为龙虾声名鹊起，盱眙县更是成为国际龙虾城。盱眙
人豪言：为全世界的小龙虾找个家，让全世界的虾迷吃上正
宗的盱眙龙虾！十三香龙虾配料多，味道重，吃起来容易上
瘾。蒜蓉香，略麻嘴，不能吃辣的人同样可以过瘾。当然，
十三香始终是盱眙的好，蒜蓉终究是金湖的正，就好像太极
正宗在陈家沟，天下武功出少林。近些年，十三香和蒜蓉似
乎已经不能满足淮安人的口味了，勤劳会吃的淮安人似乎要
把龙虾做成“满汉全席”。餐桌上不知从何时起出现了椒盐龙
虾、红烧龙虾、酱骨龙虾，再后来，也许觉得之前火气旺了
些，冰镇龙虾横空出世。韩剧风靡时，啤酒龙虾、“泡菜爱上
小龙虾”也流行起来。等到各种口味都尝遍了，人们又怀念
起从前的味道，水煮龙虾、清蒸龙虾等原味重新登上厅堂。

在淮安食小龙虾，以盆、以斤计数。和三五好友聚在淮
城夜市，捋起衣袖，上手剥虾，吮指留味，白天的琐事都成
了过眼云烟。在淮安吃小龙虾，最好是二场夜宵。褪去第一
场正餐的拘谨和计算，这时坐下来享用美味的都是挚友亲
朋，或穿着裤衩大褂，或拖鞋摩挲，接足了地气。这会儿剥
虾，甭来什么茅台、五粮液，纵是三十年的陈酿也会大煞风
景，就要一盆盆的小龙虾，既“下饭”又“杀馋”。再配上几
瓶啤酒，畅快至极。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虾，在乎情义之间也。淮安人好吃
也会吃，想着法子琢磨着吃，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明清
时期运河之都的盛世繁华，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抛却白日
的生计追逐，重归祥宁安乐与内心的真诚。

上图：盱眙龙虾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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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位于山西静乐。“静
乐”是念着就让人怦然心动的字
眼，我的理解是：静是凤凰涅磐之
后的又一次蓄力，乐是破茧成蝶之
后的又一次崛起。

古老富土

静乐是一片古老的富土。
静乐古老，是因为它有着几千

年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酷似一轴
拉不完的胶卷，实录了发生在这块
土地上的悲欢离合，沧桑巨变。上
苍造就了静乐这片丰土吉壤，是抓
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汁液的
地方。静乐初胎于旧石器时代，置
县于西汉高祖元年，静乐冠名始于
隋大业四年。在这块历经沧桑的土
地上，有过许多聚散离合，世事浮
沉。巨人的纵横捭阖，先哲的忠诚
担当，文人墨客的笔下乾坤，艺术
巨擘的万丈才情，革命先驱的英雄
壮举，有识人士的深谋远虑，都在
眼前一一呈现。

静乐古老，好似一部埋藏在我
灵魂深处的史书。书里有一身硬
骨、浩气长存的志士仁人，有悬壶
济世、德艺双馨的一代名医，有献
身梨园、唱红城乡的坤伶艺人，有
行芳志洁、共赴国难的爱国壮士，
还有造福乡梓、营造东西护城林的
知名贤贵。武师斋、秦肇周、王
佑、吕薇萍……都是镌刻在这本书
里的名字。他们的智慧勇敢，铮铮
铁骨，不仅属于静乐这片富土，更
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多姿丰土

静乐是一片多姿的丰土。

静乐多姿，大自然赠予了它“汾
碾交界处、青天一柱悬”。镰刀一割，
收获的是一首诗篇；镢头一挥，亮出
的是一首山曲；随便捡块石头往水
中一扔，溅起的便是五光十色的华
章。坡岭、山路、大桥、溪水，锣鼓、唢
呐、高跷、庙宇……“金鹅泊水，泽步
六社”，静乐的这些景物，散发着自
然与文化的光泽，似一首清雅又浓
郁的长长水墨画。“汾河文化旅游
带、乡村旅游示范带、森林康养旅游
带、健康养老宜居带”强势崛起，一
座“可眺天蓝景旷，可避夏暑冬霾，
可聆松啸泉奏，可知诗心画眼”的园
林城市，呈现在世人面前。

静乐多姿，“群山为篱，汾水
作带”。静乐有两大河流八道川，

还有天柱龙泉、神烟风洞等“新
八景”。汾河和碾河犹如一对双胞
姐妹，披珠戴玉，从古老的大山
怀抱中走来，一路载歌载舞。山
有水方活，水得山而媚。“汾河流
水 哗 啦 啦 ， 阳 春 三 月 开 杏 花
……”在这块富有文化内涵的风
水宝地上，有起伏跌宕的山之魂
魄，有仪态万方的水之精灵，有
神秘幽深的林之原始，还有难描
难绘的洞之百态……

创新热土

静乐是一片创新的热土。
静乐创新，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它经历了“雄关漫道真
如铁”，开辟了“人间正道是沧

桑”，迎来了“长风破浪会有时”。
静乐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品牌，这
些品牌成为静乐通向外域的一张张
名片：静乐裁缝、静乐藜麦、静乐
黑酱、静乐大蒜、静乐杂粮、静乐
黑枸杞、静乐剪纸……改革创造了
静乐品牌，品牌铸就了静乐美誉。

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
城、国家湿地公园三块国家级品牌
的精心打造，形成了静乐山清水秀
的“生态圈”，欣欣向荣的“生产
圈”，怡然自得的“生活圈”。“城
在园中立，路在林中藏，家在景中
安，人在画中游”的远景，已成了
实打实的现实。“公交汽车到村
头，水泥道路到地头，电商超市到
门头”也已成了真实的场景。“静
生长，乐生活”，享誉天下的“静
乐三宝”——菊芋、藜麦、燕麦，
更彰显了静乐的独特魅力。

一次完美的超越能够造就另一
次完美的超越，这是一种自强不
息、不畏挑战的“静乐精神”。正
因如此，才有了静乐今天的和谐之
美、山水之美、奋斗之美。

古庙古朴，溪水叮咚，是静
乐。藜麦香溢青瓦，摇橹荡揉汾
河，亦是静乐。“我们静乐好地
方”的清亮歌声似珍珠落入玉盘，
抑扬顿挫，时而如溪水潺流，时而
似大江奔涌，穿越清澄的碧空，缭
绕田间、地头、坡岭、沟坝。

我徜徉在静乐县城的花灯底
下，忽然有些恍惚，似乎走进了历
史的时空隧道，看着街道上行走的
父老乡亲，我知道，他们都拥有一
个幸福的空间——静地乐土！

上图：静乐县城 来自网络

静地乐土话静乐
张天柱

颛顼龙洞位于安宁河畔，四川省攀
枝花市米易县白马镇。

这里“水是精灵，石似仙”。走进
景区，一条清泉潺潺流淌。寻着溪水漫
步于曲径通幽之上，偶有如蝉、如蜂的
声音传来，顿足细听又忽隐不现。丛林
深处，还有鸟儿的鸣叫，清脆透亮。

移步洞中，一股清新的气息源源不
断从鼻孔和口中钻入，沁人心脾。听导
游介绍这由一洞二宫组成，前似“龙
宫”，后若“天宫”。宫内的负氧离子含
量居全国第一，是个名副其实的天然大
氧吧。听到此话，我赶紧张开口，尽情
地呼吸着，试图把肚里、胃里的灰尘清
洗一空。走过灯箱廊，便有高高低低的
水声传来。时而是碧水珠帘，让前方的
路若隐若现，时而又沿着晶莹的钟乳石
次第滚落，就像一个个顽皮的孩子，正
在滑滑梯一般。拐几个弯儿，便看见有

股泉水以奔腾倾翻之势从崖壁里喷涌而
出，可谓“自天飞下龙涎，走地流为一
股泉，带风吹作千寻练”。

钟乳石千姿百态、风情万种。有的
形似擎天柱，矗立于天地之间。有的地
方似是天宫，顶上珠帘悬挂着，梁上布
满罗幔轻纱，在灯光和微风的作用下，
越发显得飘渺。

我们顺着爬梯一路领略了 7 宫、9
潭、4 瀑布、21 个景点、66 道拐的瑰
丽，在梦幻白宫稍事休息后，就来到了
洞顶。这儿矗立着一个巨大的钟乳石，
向上仰望长相酷似石佛，又如金刚，听
说是颛顼皇帝专门派到此地镇守的大将
化身。这尊钟乳石气宇轩昂，伟岸的身
躯，昂藏七尺，手中拿着阔剑。我们爬
到它的肩上，向下望去，简直就是世外
桃源般的仙境，氤氲盘结，所见之处，
让人遐思无限。

颛顼龙洞有乾坤
周廷国

行天下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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