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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寻源

漯河市地处河南省中南部，水陆交通便利，历
史文化悠久，奔流不息的沙河、澧河承载了漯河辉
煌灿烂的文明——这里曾酿造出世界上最早的美
酒，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楔形文字，发现了世界上
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遗存、最早的家畜驯养地；春
秋时期的齐桓公曾在这里会盟称霸；东汉的许慎在
这里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三国的
曹丕在这里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君临天下；南宋的
岳飞在这里大战金兀术，壮怀激烈。然而，漯河最
令世人瞩目的则是存在于8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
贾湖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七音骨笛。

要领略贾湖骨笛的美妙，我首先走近贾湖村周
遭的丰沛水系。我来到漯河市沙河国家湿地公园，
众多陶醉于大自然的摄影爱好者用镜头捕捉水间嬉
戏的候鸟，把生命的每一次灵动精准定格，讲述着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惬意与美好。贾湖村位于沙河
故道东岸的一个小平原上，北距沙河约 2 公里，正
和这一片丰沛的水系相连。

看到贾湖村，你就会明白，我们的祖先何以爱上
这里，将之选为定居之所？贾湖村西部有伏牛山。千
百万年来，伏牛山上水流奔腾而来，携带各种沉积物，
在这一带形成河流纵横、土壤肥沃的平原。这是贾湖
得天独厚、吸引先民长期定居的重要因素。贾湖村
东、村北是平旷的原野，村西、村南有小湖依傍。我沿
着贾湖村的护村堤信步，只见湖中水波荡漾，一群鸭
子追逐嬉戏；湖岸边，几位白发老人享受着春日的阳

光。小村庄安静悠闲，村口杂花丛生，蝴蝶翩翩飞舞。

最早笛声

与河南的大多村庄没有什么不同，贾湖村也是
非常平实、祥和的。村中居民以贾姓为主，村边的
小湖因之得名。但就在这外表的平实之下，贾湖这
个小村庄，却有着难以想象的历史的厚重。现代考
古科技手段表明，八九千年前，贾湖一带的自然环
境十分优越。考古人员在贾湖遗址文化层之下的生
土层中，提取出现在生长于亚热带的枫香和水青冈
花粉以及现在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湖沼水域的水蕨
孢子。据此推测，八九千年前，贾湖一带沼泽湖塘
遍布，是典型的亚热带景观，年平均气温至少比现
在高两三度，年降水量比现在多100至200毫米。这
里土肥水美，动植物丰富，贾湖的八次发掘，发现
了大量动物骨骼，有猪、狗、牛、鹿、鹤、龟、
鳖、螺、蚌和扬子鳄等诸多种类。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更重要的是，
这里得天独厚的条件适合野生水稻生长，贾湖先民
因此培育出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这些都为贾
湖人的卓越文化创造力奠定了基础。

1983年至2013年，30年间经过8次发掘，贾湖
遗址先后出土了 30 多支用丹顶鹤尺骨制成的骨笛。
这30多支骨笛是一个系列，属于不同年代，很好地
揭示了贾湖骨笛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程：早期

（距今年代为 9000 至 8600 年左右），骨笛为 5 孔或 6
孔，可吹奏四声、五声音阶；中期 （距今年代为
8600至8200年左右），骨笛为7孔，可吹奏六声、七

声音阶；晚期 （距今年代为 8200 至 7800 年左右），
骨笛为7孔或8孔，可吹奏七声音阶和变化音。早期
的贾湖骨笛可能只是为了模仿鸟叫，以吸引猎物；
慢慢地，狩猎之后的欢庆，让这些骨笛变成了乐
器，因献礼神灵而不断丰富乐音；再后来，人类的
审美不断升级，创作出越来越华美的乐章……

遗址怀古

站在贾湖的护村堤上，抬眼可望见村民房屋间
一片不小的空地，这正是贾湖骨笛出土的地方！当
地政府在旁边立了一座石碑，简单质朴地写着四个
大字“贾湖遗址”，让普普通通的乡间多了一份厚重
的历史感。我与湖边闲坐的老人攀谈，说起骨笛，
老人脸上的皱纹也多了些弧度。那些我在考古发掘
报告中见到的文字，在老人的讲述中更加生动。一
个老人告诉我：“乖乖来，骨笛可真带劲儿，是咱这
儿最带劲儿的！仙鹤的尺骨，两边的关节锯了，再
钻孔！咱这老祖宗可了不得！”

贾湖出土的 30 多支骨笛中，最著名的一支是
1987 年在贾湖村裴李岗遗址墓葬中出土的 7 孔骨
笛，它全长 22.7 厘米，通体呈土黄色，晶莹如玉。
该骨笛磨制精细，在第6孔与第7孔之间有一小孔，
经测音可以发两变音，应为调整第 7 孔发音而钻的
调音孔。虽然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现了比贾湖骨笛
更原始、更古老的骨乐器，但是它们制作简单，只
能算骨哨。贾湖骨笛不仅远远早于美索不达米亚的
乌尔古墓出土的笛子，也比古埃及第一王朝时期陶
制器皿状笛子早2000年，是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
最完整，且能演奏的乐器实物。人类正是在贾湖，
吹奏起第一曲节奏变化丰富的笛音！

站在贾湖岸边，看湖水波澜微兴。我似乎听到
了来自远古的那一曲笛音。笛声精致而清脆，谱写
着祖先的心曲，犹如翩翩落花，从容优雅地飘落贾
湖水面，随着水流，带着心灵深处的颤抖渐渐远
去，只留下一缕属于记忆里的沉香的味道。

带着贾湖水气氤氲的春天味道，我再次来到河
南省博物馆，以肃穆之心，观瞻存放于此处的贾湖
骨笛。这8000年前的仙鹤骨笛，唤醒了人类文明的
晨曦。先民在晨曦中劳作、狩猎、祭祀，踏实生活
中不失诗意、浪漫和对自然的敬意。这也正是今天
漯河人的生活方式与方向……

到漯河听世界最早的笛声
何 洋

黑龙江伊春以森林、云海、河
流、界江闻名于世。这里夏季凉
爽，是避暑胜地。来到伊春的游
客面对绿水青山时，都会情不自
禁地发出赞叹。夏季伊春是绿色
的：绿色的景区，绿色的森林，绿
色的流水，绿色的食品……我们
来到被绿色缠绕和包裹中的金山
鹿苑，大家想不到，林都伊春竟
然藏着一个梅花鹿的世界。这里
鹿鸣山谷，展现出一幅人与自
然，人与梅花鹿和谐相处的原生
态美丽画卷。

金山鹿苑位于伊春市金山屯
区，依青山傍溪水，花树繁茂，
是一个氧气制造地。我们从大门
进入鹿苑，眼界豁然大开，只见
这里的绿色一直延伸到兴安岭的
深处，白桦、柞树、白杨，林林
总总不胜枚举；山野中盛开的野
百合，棵棵玉树临风，像鲜嫩芬
芳的花冠。我不禁想起了诗人席
慕蓉，想起了“在万千新绿间，
我呼吸着生活的过往，感受着自

然的清新妩媚……”
鹿苑弥漫着鸟语花香，散发

着松香和阴离子以及芬多精，沁
人心脾。站在金山鹿苑依偎的红
松林里，整个人的身心随着林涛
翻卷曼延。成群的梅花鹿时而奔
跑追逐，时而漫步觅食；那些胆
大的梅花鹿竟然跑到游客的身边

“索”食，充满了灵动虔诚，成
为鹿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据介绍，金山鹿苑之所以能
作为梅花鹿的繁养基地和游客观
赏梅花鹿的旅游景区，是因为这
里一直有野鹿出没。投资者依托
野鹿资源，在青山绿水间建立了
梅花鹿养殖场。为了吸引游客，
金山鹿苑采取人工饲养与自然放

牧结合的半放牧养殖方式，梅花
鹿们在青山绿水间自由地生活，它
们逐渐恢复了野性，繁殖能力增
强，种群不断扩大。金山鹿苑现有
梅花鹿、马鹿和白鹿400多头。

如今，金山鹿苑已成为游人
到伊春休闲旅游必访的观光地之
一。人们进入鹿苑，可以漫步在
绿色缠绕的路径上，观察梅花鹿
的生活状态。如果赶上鹿苑的工
作人员喂食梅花鹿，那么游人就
可以与梅花鹿亲密接触，感受着
鹿儿们对山林和人类的情感。那
一刻，鹿苑的“主人们”会云集在
一起，边觅食，边让游人拍照，在
它们眼里，游人和山野一样美丽；
而在我们这些游人的眼里，大自
然因为它们更加多彩多姿。

金山鹿苑是孩子们最喜爱的
地方。绿色编织出来的金山鹿苑
在梅花鹿的装点下犹如童话世
界，奔跑的梅花鹿仿佛跳跃的音
符，觅食的梅花鹿有的像公主，
落落大方；有的似公子，洒脱无

比。这些美丽的精灵，与孩子们
互动，把自然的本真和美好种
子，种植进了孩子们的心中。

在我的镜头里，梅花鹿和马
鹿、白鹿闲野信步，它们沐浴着
和煦的夏风，感受着人们的爱
恋。好玩耍的梅花鹿在山泉边嬉
戏，而马鹿则在密林中徜徉，它
们以自己的美丽，编织出了一道
优美的风景线，让人们的目光与
多彩的美景融合，幻化出人与鹿
儿和谐相生的景致。

听说，许多游人在此流连忘
返，恍惚间，不少游人突然觉得
自己变成了一头快乐的鹿儿，在
青山绿水间徜徉、嬉戏、奔跑、
撒欢儿……

人类是在哪里吹奏起第一曲悠扬的笛声？

带着这个问题，爱音乐的我，在桐花飘香的季节，去追访人类远古音乐的起源，体验古人

在大自然中与世间万物和鸣发出的声响。这自然要去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的贾湖遗址了。

享有“天山圣湖”“西域净海”
等美誉的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
拉蒙古自治州境内，西天山北麓，湖
水透明度 12 米以上，湖面海拔 2073
米，面积458平方公里，是新疆海拔
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

初夏，湛蓝的赛里木湖周边湖畔
草场花草如海；金秋时节，湛蓝的湖
水与蓝天一色；冬季来临，湛蓝湖水
凝结为方圆百里的蓝冰，与您开启

“蓝冰之约”；冬去春来，云生天山雪
岭，蓝冰初融，又现“半湖脂玉半湖
蓝”的盛景。四季变幻，唯一不变的
是赛里木湖的“蓝”。

来到赛里木湖的人，都会被这蓝
色的湖所吸引、打动，都会深深爱上这

蓝色。这蓝色的永续，是赛里木湖人
的永恒承诺。近年来，赛里木湖景区
的保护利用遵循“生态为基，文化为
魂，游客为本，特色为要，全域共享”，
在丰富发展旅游业态的同时，始终坚
守“实施最严格的保护，恢复最原始的
生态，推进最科学的发展”，用心呵护
赛里木湖美丽的生态之“蓝”。

赛里木湖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重点自然遗产地和国家湿地公
园。区内动植物种类多样，其中珍稀
濒危和具有重大科研价值的关键植物
多 达 64 种 ， 关 键 动 物 物 种 达 124
种。鉴于赛里木湖景区极高的生态价
值和保护的紧迫性，博州全力保护和
恢复景区的自然原始生态风貌，将“那

达慕草原节”举办地迁出景区，避免赛
里木湖畔被践踏污染，还取缔了达不
到环保要求的游船等项目，景区最原
始的自然风貌逐步得到恢复。

近年来，赛里木湖游客量每年近
乎翻番态势递增，2018 年接待游客
达到148万人次。游客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生态优质的赛里木湖已成
为整合博州沙漠、胡杨、口岸、湿
地、怪石、温泉等旅游资源的亮点，
是推进区域全域旅游快速发展的强力
引擎，辐射带动越来越多的业态融入
共享“赛里木湖蓝”。

近日，笔者走进广西三江侗族
自治县林溪镇高友村，只见整个寨
子依山傍水而建，吊脚木楼鳞次栉
比，古井古亭繁多，寨子周边松杉
茂盛，翠竹环绕，茶园飘香。站在
高处俯视侗寨，古朴的吊脚楼那深
黑色的屋檐透着一种别样的风情，
这里是“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地。

高友村位于湘桂交界处，距今
已有 540 多年的历史，寨内古建筑
群和人文自然景观保存完好，先后
被评选为柳州市“十大美丽乡村”
和“精品美丽乡村”，2012年被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和第一批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 年入选中国
首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成为游客
向往的“诗境家园”。

“我们充分利用危房改造项目为
契机，鼓励部分贫困户把自家的危
房改建成民宿，通过民宿及农家乐
经营，让他们有长期固定的收入来
源。”高友村驻村工作队员石猛介

绍，充分利用高友村的区位及景观
优势，来发展民宿项目，这样既留
住乡愁，又保住侗族传统村落。

村民杨树明说：“从 2015 年开始
改建民宿，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现
在住宿加餐饮，每年有 1万多元的收
入。”在各级的帮扶下，昔日的破旧房

经过修缮改造一新后，吸引来络绎不
绝的游客。没想到这绿水青山和漂
亮民宿，还真是金山银山。”

一个依靠青山绿水、依托特色
民居等资源实施增收创业、脱贫致
富的热潮，正在这个美丽的侗寨蓬
勃兴起。

珍贵的“赛里木湖蓝”
张 敏 董洛铭 郭坤庆 文/图

珍贵的“赛里木湖蓝”
张 敏 董洛铭 郭坤庆 文/图

侗寨古村变身“诗境家园”
吴练勋 文/图

伊 春 观 鹿
韩加君 文/图

本报电（兰 颖） 为推动康养文
旅产业发展、满足人民消费新需
求，第二届中国康养文旅产业博览
会将于 11月在北京举办。康养文旅
产业融合了医疗健康和养老、养
生、旅游、度假、文化、休闲、娱
乐等方面，发展潜力大。该博览会
通过展览展示、洽谈对接和同期活
动等形式，推动产业推广与对接，
构建国际旅居产业资源交易平台，

成为国际旅居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据悉，博览会将设有特色展区，

文旅城市和产业展览展示区集中展
示国内外文旅 IP、城市人文、运动赛
事、主题乐园、城市景观与风貌、酒店
住宿等文旅资源；大健康产业展览
展示区重点展示康养旅居项目、智
慧健康、健康医疗等领域的产品、
服务、创新进展及发展成果；康养
旅居展览展示区集中展示云南、海

南、广西、湖南等地独特的旅游景
观、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优势以及
完善的城市配套设施；国际康养、
旅居项目展览展示区将邀请来自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
国、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
希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柬埔寨、菲律宾、卡塔尔、韩国、
日本等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余
个康养、旅居项目参展。

此外，博览会将设立康养文旅
产业嘉年华活动专区，组织康养大
讲堂、冰雪产业嘉年华、文旅消费
周等系列主题活动。

中国康养文旅产业博览会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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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金山鹿苑与梅花鹿亲密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