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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天空，蓝色
从头顶向四周逐渐变浅，直到与大
地融为一体。云朵由近地向远空层
叠着，层次分明，干净剔透。近地
的云不全是洁白的，有些画着漂亮
的紫色或蓝色边沿儿。它们流动的
轨迹清晰可见，映在大地上的影子
跟着跳跃，引得看云的我入了神，
着了迷。

这些美丽的云不断召唤来更多
的伙伴，将我们一路送到内蒙古赤
峰市克什克腾旗热水镇。我们的旅
途将从这里开始。

带上草原的礼物吧

热水镇的街道两旁分布着许多
温泉酒店、温泉疗养院，温泉是这
里的“招牌”，水中含有 20 多种矿
物质及40多种微量元素。据说，清
朝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取得乌兰
布统大捷之后专程来此洗去征尘。
如今，这座塞北草原上的小镇已成
为克什克腾旗重要的旅游集散地，

南来北往的游客到此歇脚、中转。
经过一夜的休整，在融融秋光

中我们驶上了热阿线。这是一段连
接热水镇和阿斯哈图石阵的公路，
全长不到80公里，却是如今内蒙古
颇为知名的自驾游线路，也是许多
人结识克什克腾旗的地方。

车行不远，道路两旁开始出现
茂密的树林，那是黄岗梁国家森林
公园。黄岗梁属大兴安岭山系，其
主峰大鹅头海拔2029米，是大兴安
岭的最高点。这样高峻的地貌就像
是给我们的草原之旅奏出了第一个
高音符。

“这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
天比别处的更可爱，空气是那么清
鲜，天空是那么明朗，使我总想高歌
一曲，表示我满心的愉快。在天底
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四面都
有小丘，平地是绿的，小丘也是绿
的。”已是初秋，我所见到的并不像老
舍先生《草原》中描写的“一碧千里”，
但雀跃的心情却是一样的。

在热阿线上的一处休息区，我

们靠边停下车，奔跑着加入草地上
的赏景大军。青黄相间的草像厚厚
的毡子一般铺满大地，踩上去格外
柔软。远处有山、有树，头顶上是
蓝天白云。有风吹过，一缕缕草的
香气飘散在我们四周。一对牧民夫
妻正叫卖酸奶和奶嚼口，吸引了不
少游客购买。夫妻俩一边热情地招
呼着，一边麻利地给游客装袋。“带
上草原的礼物吧，绝不让你后悔！”

牛羊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天下最美的草原，是我故乡的
贡格尔草原；天下最美的湖畔，是我
故乡的达里湖边；天下最纯的泉水，
来自故乡的热水神泉；天下最美的风
景，就是站在大青山巅……”司机
葛师傅一路都播放着音乐，尤其钟
爱这首《天下最美》，这是克什克腾
旗旗歌。歌声和车窗外的草原风光
配合得天衣无缝。倒车镜中映着蓝
天、白云、绿草和黑色的路面，色块
鲜明，赏心悦目。同伴笑着对葛师
傅说：“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您真是
最幸福的司机！”葛师傅赞同地直点
头：“听歌、吹风、看景，美得很！”

热阿线道路宽阔，沿途人烟稀
少，常常开出很远也难看到一个人
影儿。牛羊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每隔一段距离，路边就会出现
一片牧场，牛群或羊群悠闲自在地
吃草、踱步，或是安静地趴着，犹
如一个个散落在草原上的音符。几
乎每一片牧场附近，都是绝佳的拍
照取景地。自驾客们弯着腰、弓着
步，端着相机尽可能地靠近牛羊，
想要将它们和草地、天空一起收入
镜头。在一处牧场，一个放牧的大
姐手握鞭子，站在路边看游客对着
各处拍，十分淡定。

秋天了，收割的季节到了，草
被割下捆成一个个结实的草块，放
置在草地上，远远望去，如同一颗
颗棋子，等待着冬季的来临。一只
雄鹰从头顶上空掠过，引得一片欢

呼。在热阿线还没这么火的时候，
河北承德游客桂先生已走过两次，
这次他特意带着父母同来。“在这里
不用刻意寻找景点，因为沿途皆是
风景。”

等待更多游客前来

车抵阿斯哈图石阵景区南门，
热阿线在此终结。去年10月底，阿
斯哈图石阵旅游景区被正式授牌

“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赤峰市
首家、内蒙古自治区第 5家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为了满足自驾游游客
的需求，在距景区西门19公里的巴
彦查干苏木新建了总面积 492 亩的
石阵自驾服务区；经由景区南门至
西门的环路，热阿线和克什克腾旗
境内另一条美丽的自驾游线路“达
达线”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自
驾游小环线。热阿线—达达线，也
将阿斯哈图石阵景区和达里湖连接
起来，吸引更多自驾游游客在克什
克腾走得更远、停留得更久。

赤峰市已将建设中国草原自驾
游胜地作为自己的目标。拥有林
海、草原、高山等多种风光资源的
克什克腾旗，自然禀赋优越，驾驶
体验度好，未来必将成为赤峰建设
草原自驾游胜地的重要一环。

此时，太阳慢慢滑进天边的云
层后面，射出数道光芒，云层变得
绚丽多姿，粉色、金色、深蓝色、
青色、灰色交织在一起，将万物笼
罩在一片柔和之中。云朵逐渐聚集
到白杨树的树梢上，目送着我们离
开，等待着更多游客前来。

题图为热阿线沿途的草原风光。

“苹果之城”昭通，是一个可以治愈身
心疲惫的城市，一个来过之后就让人心生
爱慕的城市。你也许不曾想到，昭通会成
为一个苹果之城，它的苹果已经种到了天
边。出了城，山里山外，山上山下，栽满果
树，挂满果子，望不到边际，再往前，就是
白云的地盘了。

昭 通 苹 果 可 以 追 溯 到 很 久 以 前 ，
1938 年，浙江大学陇体芳从英国引进部
分苹果苗，种于昭通。1940年，留美博士
吴镜漪引进了158株苹果树，种到昭阳区
洒渔乡。多年后，他们种下的果树，结出
了“金苹果”，他们种的不是普通的树，而
是金灿灿银晃晃的“摇钱树”，是果农脱贫
致富的希望之树，备受人们青睐。

当你来到山上，看一眼眼前的山山
岭岭时，你就会知道我所说的这一切，
都是真实可信的，你会被眼前满山遍野
迎着阳光向着蓝天生长的“金苹果”所
震撼。从这个角度看出去，昭通已不再
是过去的昭通了，昭通正在成为一个全
新的昭通，一个蝶变的昭通，一个苹果
之城正在这片土地上像苹果一样生长并

崛起，成为人人口里时刻提及的城市。
昭通这样的小城也吸引了诸如融

创、碧桂园等地产大商入驻，新城控
股、万达、恒大也要布上一局，昭通一
夜之间成为投资热地，引发热议。大商
带来了大商圈，改变了昭通过去的小气
象，正在完成或自我构建昭通大格局。
如今，成都人来这里旅游避暑，重庆人
来这里跳广场舞，贵州人来这里直播唱
山歌，越来越多的外省人来到这里。望
海公园、省耕公园、乌蒙水乡等公园，游客
如织，络绎不绝。人人都看重这块热土，
把这里看作避暑胜地，城市群中的世外桃
源。文化昭通，越来越自信，看看天上的
白云就知道了，天那么蓝，云那么厚，白云
下面那么多人，水那么清澈，人那么热情，
住在城里就不想走了。

昭通美食口味接近川味，又有自己
独特的风味，油糕、饵块、稀豆粉、水
粉、燃面，还有巧家小碗红糖、昭通乌
天麻等等，每一样食物都会在深夜撩拨
着你的胃口。无论你是在城里游玩，或
是去乡下走亲访友，你都会发现每家每

户的饭菜，都是一桌上好的美食佳肴。
昭通美食已成为一个独特的饮食文化现
象，成为昭通人记忆中抹不去的乡愁。

也许你会觉得，昭通古城不够古，
老街不够老。实际上，你可以从昭通的
许多小巷里、老宅中发现惊喜。昭通的
老，在老昭通人的心中，在昭通作家的
文字里，在昭通摄影家的镜头中，在龙
云、卢汉、罗炳辉、曾泽生、刘平楷、
姜亮夫等这些响亮的名字里，珍藏在博
物馆，排列在图书馆中，根植在昭通人
的心中，多少年都不会跑远。

昭通的老，要从昭通的新来看，昭
通的新，新在年轻人的言行上，新在年
轻人的自信心里。走在昭通的西街、陡
街、洋人街、云兴街、北正街、怀远
街、顺城街、馋嘴街、挑水巷或是大润
发、沃尔玛、恒邦超市、电影院，你随
时都有可能会遇见一个身着汉服的现代
女子，飘飘然，似从古代穿越而来，手
里拿着手机，刷着屏，一边自拍，一边
吸着冷饮，旁若无人，悠闲自得而又十
分自然地穿梭往来于人群之中。

昭通正变得落落大方，处变不惊，
泰然自若，人们的审美观念正在发生着
微妙的改变，变得更加自信，自强，不
卑，不亢。这一切，从人们口里常常念
叨的“半城苹果满城香”的那份自信里
可以感受到，从小孩张大嘴巴使劲咬苹
果时流露出来的笑容里也可以看见，从
雄奇险峻、气势磅礴的峡谷可以感受
到，从铜锣坝国家森林公园的松涛声中
可以听闻，从西部大峡谷温泉的水温里
可以感受到，从盐津豆沙关五尺道上的
马蹄印可以看见，从大关黄连河的瀑布
声中可以听见……

也许你不知道，昭通的群峰之上，
有我们景仰的悬崖峭壁，峭壁之上有我
们追求的精神图腾。

也许你不知道，昭通的山川坝子
里，有我们用来止咳疗伤，治愈疲惫身
躯，抑制浮躁灵魂的温度与良药。

昭通就是昭通，一个来了就不想走
的地方。

上图：昭通风光。

江西坳是“五百里井冈”第一峰，海拔
1833 米，与湖南省桂东县交界，属湘赣边陲的
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支脉山峰。这里山高林
密，竹海翻腾。山下，一条逶迤蜿蜒的山路直
达山顶，这条道，便是湘赣边界饱经风霜的茶
盐古道，湘赣粤的驴友和游客络绎不绝，争相
来此登山赏花。

何谓茶盐古道？该道修建于清代康熙二年
（1663年），是专为朝廷运输茶叶贡品而修建的一
条简易官道。清代光绪九年（1883年），由湖南省
酃县（今炎陵县）一商人捐款重修,用青石板铺就
而成。这是一条湘赣边陲保存完好的古道，南从
江西省遂川县大汾镇出发，经过三山五岳，通往
江西坳半山腰。北从井冈山市长坪乡出发，盘山
险峰 20 余公里，直达江西坳，全长 150 公里，是

湘、赣两省的主要交通要道，也是古时贩运茶叶、
食盐、布匹、药材等商品的唯一通道。茶盐古道
穿越海拔1800多米的井冈江西坳，沿途有原始森
林、高山杜鹃、竹海、草甸，风光旖旎。

古道宽约1米，犹如镶嵌在大山身上的一根
筋骨，见证着岁月的沉重，诉说着历史的沧
桑。古道跨沟壑，过山涧，越山脊，穿林海，
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绳索，若隐若现，在莽莽大
山中绕来绕去。

“高高江西坳，古道通云霄；商贾贩茶盐，
朝廷设驿道。”江西坳雄踞罗霄山脉东南之巅，
一山两地，鸡鸣两省。这里奇峰险壑、山花古
树、飞鸟走兽、流泉潺潺，让人目不暇接；壮
美的日出，奇幻的云海，晶莹的白雪，古朴的
关隘，更让人心醉神迷。

我似乎又看到了茶盐古道上南来北往的商
人，他们穿梭在这条逶迤绵长，弯弯绕绕的古
道上。他们或用骡马，或雇挑夫，把一担担食
盐、茶叶、布匹、日用百货等，运送到湘赣两
省，或者转运到全国各地的集贸市场。

悠悠古道，星移斗转。商人们沉重的脚步
把青石板磨得光滑晶亮，平坦方正。他们日积
月累的汗水，把古道两边的树苗浇灌成参天大
树。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生命却化作了尘
土和云烟，化作了长长古道中无声的喟叹。

江西坳的水清凉透亮，茶盐古道旁有一眼
汩汩而出的泉水，清晰如镜的泉水穿透草丛，
流成一条小溪，就像一面镶嵌在古道中的镜
子，晶亮透明。双手伸进小溪，感觉到了流入
心骨的冰凉，捧一口溪水，甘甜爽口，心旷神
怡，回味无穷。

无论春夏秋冬，江西坳茶盐古道上游客络
绎不绝。大山里的山民热情好客，游客露宿山
坳，山民们总是迎来送往，乐此不疲，如遇大
风暴雨，为游客们避难化险，引路导航。山里

人家，石门石墙，宽庭大院，每年都要宰杀三
四头肥猪，招待过往的游客。

江西坳是大自然钟爱的山。春天，云封雾
绕，鸟兽潜踪；夏天，山雨骤来，千峰随暗；秋天，
霜风似剑，蓬断草枯；冬天，大雪满山，野径俱
灭。每一种自然力都在它身上刻下深深的印记，
磨砺着、雕塑着它独特的性格和品德。

江西坳就在这大自然粗犷的抚爱中怡然自
乐。或许正是江西坳这种独特的性格，使它得
以扛过第四纪冰川的袭击。江西坳以其强大的
身躯，保护着大量珍稀物种，使这一带生物群
落保持未受干扰的原始状态，成为历史罕见的

“生物之窗”。

大仪地处仪征最北，苏皖两省交
界处，东有邗江公道镇，西接天长秦栏
镇，北与高邮天山、送桥毗邻，是仪征
的人口大镇、工商业重镇，也是江苏省
重点中心镇。大仪商业气息浓，人勤
快，善于动脑筋，家庭电商起步较早，
发展势头好，是江苏省首批电商示范
镇。漫步大仪街头，时时被一种火热
裹挟，这种火热，是一种发展的热情，
一种待人的热忱。

韩世忠，这个名字正气十足，有世
代忠勇的意思。陕北汉子来到大仪，
在没有飞机、高铁、火车、汽车的宋代，
怎么着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陕北高原，我看过之后，满脑子是
黄土、高坡、宝塔，黄水汤汤。韩世忠
自号清凉居士，是不是戎马岁月常年
在外，思念家乡的清凉山？韩世忠是
陕西绥德人，魁梧勇猛，英勇善战，故

乡之外千万里的大仪，就是他的传说。
公元 1134 年 9 月，金兵将领完颜

兀术率 40 万金兵欲攻打滁州和承州
（现高邮），再会师扬州渡江攻打临安
（杭州）。韩世忠在此给金军以迎头痛
击，金军惨败后残部北撤，南下灭宋计
划受挫。宋高宗为褒奖韩世忠军兵，
在战地举行盛大庆功仪式，大仪地名
由此而来。

今天，隔着七八百年的历史风云，
冒着酷暑烈日，我们来拜会猛将韩世
忠，顺便赶一次大仪集。

小镇的蓬勃生机，别处难见。第
一感觉人多，我们到时已过上午9时，
乡下人习惯早起赶早市，本以为这时
应该人少车好行，还是多，四乡八镇汇
聚而来，络绎不绝，摩肩接踵，各式交
通工具堵塞，走路都难，更别说开车。
满眼摊点，琳琅商品，叫卖还价，人声
鼎沸。高温挡不住的购买热情着实吓
到了我。从两元一个的指甲剪到十几
万元一辆的新能源电动汽车，大仪人
都敢拖到集市上卖。真正的热闹是无
法制造的，需要大众自发响应，参与其
中。这番情形让人遥想当年韩世忠大

捷庆功仪式的盛大热烈。
商贸繁荣，由古至今，说明此地不

薄，百姓不吝，绵延几百年的热烈，与
当地人性格中的豪爽不无关系。生意
场有俗语：三家擒钱五家用，言豁达，
仗义疏财，不斤斤计较。事实也证明，
生活中有深交的几个大仪人，大气、干
脆，言而有信。一地有一地民风，一定
也有一地的精气神。

韩世忠大仪一战，不仅改了地名，
也留下了得胜山——传说韩世忠取得
大仪大捷后南返的小山头，具体哪一
个，无人知晓。其实也没有多少知晓
的意义。读书有精读和概读之分，处
人有深交和浅交之别，大地上几度春
草生，久远的人事，有时知其然即够，
不必死磕。

大仪的另一个传说，极具浪漫美
感。《维扬志》记载，隋炀帝杨广曾下令

在当时的大仪地域专门设征收萤火虫
的萤苑。杨广晚上出游，几十斗萤火
虫一起放飞，壮观美妙可想而知。巧
的是，这个杨广也是陕西人，无论是隋
朝的杨广，还是南宋的韩世忠，都在大
仪做了大美之事。两个陕西男人，都
与大仪结下交情。不是他们选择了大
仪，而是大仪吸引了他们，一个竭尽皇
家奢侈制造绮丽，一个尽呈武将忠勇
驰骋沙场，刚柔并济，兼容并蓄，有情
怀，也有格局，这就是真实的大仪。

宋代的时候，江都县有三个建制
镇，大仪是其中之一，扬州以西的政治
中心，工商业十分兴盛。今天，大仪的
发展势头，在仪征，在扬州，乃至江苏
全省，丝毫让人不敢小觑。

随着扬州综合物流园项目建成投
用，传化柏泰公路港项目开工建设，华
东商贸产业园项目加快推进，金山玩
具城一期建成、二期启动，大仪镇初步
形成“一城一港两园”的发展格局，商
贸物流业发展进入爆发式增长期。大
仪，这方热土，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能人
名士与它结缘，再谱新曲。

上图：草炉烧饼。 大仪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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