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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哪里的石头城最古老、最壮观、最惊人？当数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的石峁遗址——人头坑上的石头城。

小车在榆神高速上跑着，听着秃尾河的欢唱，拐几
道小弯，就是高家堡古镇了。典雅的城楼，古朴的建
筑，散发着缕缕檀香。此时，群山齐喊着——古城！石
峁古城！你看到的是满山的石头，身高不一，体态各
异；看到的是莹润的玉器，充满图腾意味的双面人头
像，闪耀在魔幻色彩里的璇玑……还有精美的陶器，多
条小壮腿走路的陶鬲，浑身充满力气的陶斝……抬高视
线，笨拙的石器仿佛飞在头顶，“嗖——嗖——”石钺、
石斧、石猴、石枭……锐利的骨器，让你不用去摸就觉
得锥心，骨锥、骨针、骨镞、骨剑……

在土与石里，在石与石间，雄踞着黄帝部落，每块
碎石里，都辉映着战争的影子。黄帝为五帝之首，统一
了中原部落。《史记》《汉书》 里记载的黄帝陵墓，就在
陕北子长一带，包括石头城，都是黄帝及其后裔活动的
范围。

石峁遗址远远大过山西的陶寺遗址，大过浙江的良
渚遗址。你看吧，这个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出土最多的
不是玉器、陶器、石器、骨器、壁画、苎麻、头骨……
最多的是曾经奔命的石头，皇城台、内城、外城，基本
完整并相对独立的古城，像石头中的三大名门望族。你
看吧，石峁遗址怀抱石峁村，还有护佑它的每个村子，
七里庙、雷家墕、高家堡、斜马沟……在庄稼和蒿草染
绿你眼眸的山梁上，刨开戴着庄稼帽子的黄土，底下也
大都是石头。

石峁村的老农内心对石头是感恩的。他们住的是石
窑，砌的是石墙，铺的是石院，坐的是石凳，垒的是石
圈，打的是石井，用的是石磨，入的是石厕，造的是石

柜，凿的是石洞，刻的是石狮，雕的是石神，石头烟囱
高高的，就连一座座坟墓都围满石头。这石头似乎是

“天外来客”，侠义般地包揽了他们生活和生产的一切；
这石头，不会说话，但会思考，坚守的秉性，让他们心
生敬畏。

这就是一个石头的王国。
石头是黄土高原的骨骼，黄土与河流是肌肉和血

脉。而石峁遗址的各个石缝里，藏掩着华夏文明的曙
光。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支撑它的就是石头，就是石
头里的骨骼，就是骨骼里钙质，就是钙质里凝结的硅
分。你抱起一块，“砰”的一声，傲骨、战术、精神就在
石头里蹦出。你看到了，石头中有硬、有密、有光……

在这些石头上，你看到了，先民们不灭的念想，不
屈的生活，他们大都身单力薄，白天吞咽着饥饿，夜晚
拖掩着病体。但他们凝结出智慧的圣果，将土石结构的
城防设施，提前得太令人惊异。你看到了，在秃尾河和
洞川沟交汇的台塬梁峁上，用石头建起的还有坚实的瓮
城、城门、墩台、角楼、马面、门塾……它们升起狼
烟，雄风犹在，气势逼人。

南京石头城、丽江石头城、桂林石头城、神龙山巴
人石头城、新疆石头城，还有桑给巴尔石头城、津巴布
韦石头城、普罗旺斯石头城，它们有的险要，有的美
仑，有的现代，有的颓毁……你看到了，在历史、考
古、旅游等领域里，健壮的陕北石头城，会站得更高
大，更持久，更有价值。

春，始暖；心，欲动。通常在这样的
季节，我喜欢给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不论远近，不顾风景，随心而行。
说不定会有一番惊喜呢？

我的车驶向了峨眉山万年寺方向。
李善在《昭明文选》注本中录入：“峨山多药
草，茶尤好，异于天下。今黑水寺后绝岩
种茶，味佳而二年白一年绿，间出有常，不
知地气所钟，何以互更。”为探寻这神秘的
峨眉禅茶发源地，我开启了一段“一山一
茶，峨眉雪芽”的峨眉品茶之旅。

峨眉高山林间茶，既熟悉又陌生，我
偏爱古老的盖碗里飘出的雪芽香气，却
未曾亲眼所见，是怎样的环境孕育出如
此美好的茶叶。峨眉雪芽黑水有机茶基
地——这个我向往已久的地方，一路的
飘香让我加快脚步，山间的风变得柔和，
林间的树变得灵动，而前方，我确定是春
季整座峨眉山最值得去的地方。

初见茶园，终明白“夜月一帘幽梦，春
风十里柔情”之意。冬去春来，峨眉高山深
谙春光一刻的可贵，茶园滋润在峨眉山的
阳光雨露下，呈上了春天的第一缕问候。
高山的滋养，惊蛰的萌动，这些小小芽茶正
包含着春天之味，等待着有缘人的采摘品
茗。凑近看，茶树的嫩芽扁扁平平，光滑挺
直，像是一位出落得亭亭玉立的邻家姑娘，
还带着一点害羞；一叶一芽，不争不抢，却
又正是因为这样，才显得更加珍贵。这里
的一切都让人沉醉，耳边传来万年寺悠扬
的钟声，眼前映入采茶女婀娜的身姿，鼻尖
萦绕着春茶甘甜的香气……

见别人采茶，我也想体验一把“绿萝
林里采茶去，踏碎青山一片云”的乐趣。
背上小背篓，换上采茶衣，我像模像样地
跟着学了起来。采茶人告诉我这样一句
话“双手采茶诀窍多，归来清香尤在手”，
峨眉雪芽要求采摘单芽和一芽一叶，采摘
时不能用指甲掐，否则制作出来的茶会变
黑，得用手轻轻掰下。这听起来可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事实证明，确实很难，但这
是祖辈们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文化与手艺，

学一学手艺人的绝活，未必不是一件快乐
的事呢。不久，我基本掌握了采茶的技
巧，看着一颗颗嫩芽从我的指尖滑落，我
才体会到一杯好茶的来之不易。

正沉浸在采茶的欢乐中，茶园的工作
人员提醒我们带上自己的成果去学习如
何制茶。在机械化极其发达的当今，机器

渐渐替代人工，所谓“匠心制造”少得可
怜，而让我惊喜的是，这位“武林高手”制
茶师接下来为我们展示的竟是手工制茶
的整个过程。摊青，将刚采摘的茶叶放入
竹篾筐薄薄摊开，摊晾片刻，便可下锅炒
制。这位有着20余年经验的手工制茶师
完整地展示了峨眉雪芽从摊青、杀青、理
条做形到辉锅干燥的整个炒茶过程。我
在一旁被这惊人的技艺折服，看着新鲜的
嫩芽慢慢色泽明亮，散发出自身的香气，

心里暗自欢喜，这趟旅行，果然有惊喜。
辛勤劳作一番后，我被引到雪芽坊小

憩片刻，跟随着峨眉雪芽专业的茶艺师一
起亲手泡上一杯自采自制的新鲜春茶，冲
泡后香气清鲜馥郁，汤色嫩绿明亮，滋味甘
醇鲜爽。在观景阳台沐浴春光，眺望远山，
口品香茗，好不惬意。溶溶月，淡淡风，焚

点檀香，幽静平和，这沁人心脾的幽香，令
人心旷神怡，一天的疲惫之感也消除了。
此刻，不负春光，更不负此行。

天色渐晚，我却久久不愿离开。茶
园在暮色下像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孩子，
温柔、安宁、单纯……让我忍不住想去再
次拥抱它。远处万年寺的钟声徐徐传
来，茶园的游客们缓缓散去，云烟慢慢笼
罩在茶园上方，这样一处“人间秘境”不
知何时才能再来。

世界旅游联盟总部暨
世界旅游博物馆项目近日
在杭州萧山启动。文化和
旅游部副部长李金早在启
动仪式上表示，世界旅游联
盟的成立显示了中国主动
作为，致力于改善世界旅游
治理体系的担当和能力。
世界旅游联盟总部将搭建
一个全球旅游业互联互通、
共享共治的国际平台。未
来，更多全球旅游的声音将
从这里传到世界。

2017年 9月 12日，由中
国发起成立的第一个全球
性、综合性、非政府、非盈利
的国际组织——世界旅游联
盟在中国成都成立。随后，
杭州被选为世界旅游联盟总
部落户城市。项目由浙江湘
旅集团投资建设，计划2020
年底完工并交付使用。

世界旅游联盟总部项
目位于杭州湘湖压湖山岛，
全岛将建设成集博物馆和
旅游公共配套设施于一体
的开放式“大景区”，包括世

界旅游博物馆和配套酒店。世界旅游博物
馆以世界旅游为主题，是集文化展示与传
播、收藏与研究、会展与交流、旅游与休闲于
一体的多功能专业博物馆，将填补世界综合
性旅游博物馆的空白。

目前，世界旅游联盟共有会员182个，覆
盖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联盟以“旅游让世
界和生活更美好”为宗旨，旨在加强全球旅
游业界的国际交往，增进了解、分享经验、深
化合作，推动全球旅游业可持续、包容性发
展。世界旅游联盟秘书长刘士军介绍，世界
旅游联盟成立一年多，举办了大河文明旅游
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旅游合作研讨会、中欧
旅游年“欧洲蓝”点亮以及“世界旅游联盟·
湘湖对话”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本报电 （傅 淼）“全福游、有全福”2019 福建旅
游全媒体推介会近日在北京举办。福建旅游提出新品
牌，凸显福建文化独特内涵，诚邀海内外游客到福建
呼吸清新空气，畅游八闽山水，尝闽菜，品茗茶，赏
闽戏，听南音，泡汤泉，多角度全方位体验“全福
游、有全福”。

去年底，福建实现市市通高铁，率先在全国形成
高铁闭环格局。福建此次推出了几条新线路，包括：
红色经典集福之旅串联三明、龙岩、漳州等地优质旅
游资源，突出古田会议会址红色旅游品牌效应。绿色
生态享福之旅串联福州、南平、三明等地自然山水、
世界茶乡等主题旅游产品，让游客尽享清新绿色的醉
美福建。古色民俗纳福之旅串联三明、龙岩等地客家
文化旅游产品。蓝色滨海亲福之旅串联沿海城市漳
州、厦门、泉州、莆田、福州并延伸至平潭、宁德等
地海丝主题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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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有个“石头王国”——

石峁遗址怀古
梦 野

福建旅游推出新品牌

春到峨眉品雪芽
张绪梅

峨眉雪芽茶园 峨眉山景区供图峨眉雪芽茶园 峨眉山景区供图

石峁遗址 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石峁遗址 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提起中国，你会想到什么？用这个问题去问欧洲人，
他们会说“丝绸”“瓷器”“茶叶”……两千年前，一条东起长
安、西通地中海的贸易通道渐渐形成，将中国的物产源源
不断地输送到欧洲，中国丝织品更成为欧洲上层社会竞相
追逐的奢侈品，也因此，这条贸易通道被称为“丝绸之路”。

2019年3月25日晚，在意大利罗马图拉真市场及帝国
广场博物馆，一场不同寻常的中国文物特展拉开了帷幕，
它带来了与西方文明迥然不同的“中国风”。

这是一场由四川省文物局、罗马市文化遗产监管局联
合主办的四川古代文明特展，主题为“神与人的世界”，集
中展现了古蜀国辉煌的文明。“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由于受到独特的地理

条件限制，蜀国自古以来与外界的沟通都极为不畅。20
世纪80年代，三星堆遗址出现大量珍贵文物，让我们蓦然
发现这一片土地不是“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蛮夷之地，
而是曾经创造了璀璨文明的沃土。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
址出土的人头像、人面像等各种造型奇异的青铜器、造型
别致的玉器以及面具、权杖等多种制作精美的金箔制品，
震惊海内外，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独树一帜、高度发
达、横空出世却又戛然而止的三星堆文化，自发现以来就
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撩拨着人们的好奇心。这一遗址的
发现，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使得
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

在这次展出中，有一类文物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各
式各样的青铜面具。在多种文化中，面具都是一个常见的
意象。亚洲有韩国的假面舞，日本的能乐面具，欧洲有威
尼斯的面具，古希腊的假面剧……面具在不同的文化中有
不同的寓意和呈现形式，此次展出的三星堆面具因其独特
的造型和威严的气韵让人过目不忘。

这其中一件面具是三星堆“六大国宝”之一，宽 1.38
米，高0.645米，眼睛呈柱状向外凸，一双雕有纹饰的耳朵
向两侧充分展开，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年代最早、形体最

大的青铜面具，因双目造型雄奇，这件面具被命名为“青铜
纵目面具”。在面具前驻足凝思，很难不被其带入神秘瑰
丽的古蜀文明：这件面具表现的是天神还是人中至尊？其
夸张的双眼与双耳，是视通万里、耳听四方的神异能力的
象征？还是古蜀国人民根据文献记载而刻画的蜀人始祖
蚕丛的形象？神话传说与古史记载在这里合二为一，人性
与神性在此同时得到了彰显。

此次展出，吸引人们的不仅仅是上百件令人叹为观止
的展品，展厅的设计布局更是处处彰显匠心。来自 3000
多年前的古蜀文明的产物，陈列在意大利罗马有 1900 多
年历史的图拉真市场及帝国广场博物馆，漫步其中，时间
与空间似乎都在静默地流淌，给每一位观展的观众以强烈
的震撼。而在展厅的设计风格上，所有的展台、展墙和陈
列形式都是现代化的陈列布局，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
刺激着每一位观者的视觉神经。此外，在展品陈列上，设
计师充分利用现有的零碎空间和不规则的展厅形状，营造
出富有层次的空间感。几件主要面具的陈列，采用了镜面
模式，增加了神秘感，营造出特殊的视觉效果。

古蜀文明特展的上一站，是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
古博物馆，为期 3个月的展出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一件件文物，带着古老中国的气息，远渡重洋，为欧洲打开
了认识东方、了解中国的新窗口。文明无国界，“一带一
路”必将促进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发展，我们期待着东方
文化与西方文化将进行更加频繁、更加深刻的沟通与对
话，共同谱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访问意大利时指

出，中意关系植根于双方千年交往的历史积淀

中，拥有深厚民意基础。中意互为重要战略伙

伴。双方要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

握中意关系，以今年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5 周年和明年两国建交 50 周年为契机，共同推

动中意关系进入新时代，使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

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要以2020年两国互办文化旅

游年为契机，推动两国世界遗产地结好，加强博

物馆、地方、民间、体育等交流合作。

中国古蜀文明特展近日走进意大利，第一站

在那不勒斯，第二站在罗马，这场璀璨夺目的文

明特展在意大利引起了巨大轰动。一件件文物，

带着古老中国的气息，为欧洲打开了认识东方、

了解中国的新窗口。

——编 者

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中国古蜀文明特展走进意大利

贾 真／文 宋沛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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