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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9年12月，我走进浙江省杭州
市余杭区，来到了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终于，有一座类似房屋的深
褐色建筑，出现在一座小坡顶
上。这是良渚遗址的一个重要发
掘点，良渚古城南城墙。走上几
十级台阶，然后往下俯视——

粗大的围栏下，一座长宽深达
十余米的大坑赫然显现——四周
都是笔陡的土墙，用江南最普通最
常见的黄土夯成。壁上干裂的泥
土裂缝、错落的方形洞眼，是考古
发掘现场的印记。越往下，层层垒
砌的墙土越发硬实紧密，如此干净
而又细腻的黄土，筑墙时定是经过
了严格的筛选。不同分层微妙的
色泽差异，可辨认出黄土的堆筑分
多次完成，墙上标注着土层的不同
年代数字。墙壁腰线处规整的土
埂、泥阶一级级通往大坑底部，坑
道里散落着大大小小、黄褐色灰白
色的石块，由于安卧于地层深处而
未被世间的风烟磨去棱角。它们
承载了过重的史前信息，无言地诉
说着远古的秘密。

这是良渚遗址南城墙。两侧
的土墙剖面，正是城墙上部的泥
土。那些散落的石块，是当年城
墙的地基垫石。

那一刻，那一瞥，那些曾经深埋
于地下的城墙垫石，那些被考古发
掘的土层剖面，在眼前拉开了一道
厚重的历史帷幕，它们如同一条锋
利的历史纵线，在瞬间穿越了古今，
回到五千年前华夏文明的原点。

二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西山地
丘陵与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带，地势
西高东低，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
脉的支脉，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
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
和东北角。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
正南正北方向，占地约3平方公里，
部分地段的地表如今还残留着4米
多高的残墙。古城之外，人工堆筑
土台的高度由内而外依次降低，占
地约6.31平方公里的外城郭迹象，
是劳动者的聚落。这为良渚古城社
会的等级秩序、权力中心的营建理
念提供了依据。考古已先后发现了
8座水门，以此可推断良渚的普通居
民住在城的外郭，乘坐独木舟与竹
筏来往于古城内外。在南城墙中

段，还有一座由三处小型夯土台基
构成的陆城门。宫殿区、内城、外城
——这三重建构，标志着城市和都
邑的成型。这意味着良渚时期的社
会形态，已从原始部落联盟进入了
国家治理的文明社会。

良渚地处水乡泽国，河网密布，
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营建于沼泽
湿地之中。据考，大莫角山宫殿位
于城址中央，地势最为高敞，视线开
阔。往南眺望，远近的丘陵起伏河
道环绕，小莫角山、乌龟山宫殿台基
遗址，犹如两座小型卫城匍匐护
佑。前方不远的台地顶面，有一片
面积不少于 7 万平方米的“沙土广
场”，自上而下沙层逐渐加厚，泥层
逐渐变薄。泥层上留有一个个明显
的夯窝，夯土面上还有成排的柱坑，
像是良渚古人为今人留下的窥探气
孔。沙土广场是古良渚人举行大型
仪式的“公共场所”。从田野考古学
角度判断，作为良渚古国权力中心
的“首都”，应该就在我们脚下。

莫角山的台地上，还曾发现了
35座良渚时期的房屋基址，附近有
坑状烧土堆积，灰坑、积石坑、沟埂
遗迹，还有用于排水的大量卵石盲
沟。姚家墩一带发现石砌地面与
红烧土地面的建筑遗址，与莫角山
遗址遥相呼应。修葺如旧的遗址，
酷似一组横铺的剖面图，勾勒出史
前良渚人族群聚落的样貌。

三

20世纪80年代，在良渚古城西
北部，考古发现了一处完整的墓地
——反山墓地，据考证这是早期良
渚部族显贵者的专用墓地，被誉为

“土筑的金字塔”，是中国新石器时
代末期最高等级的墓葬。几千年漫
长的岁月，反山墓地一直被覆盖于
一片汉墓的厚土之下，直到近年大
量纹样精细的玉琮玉璧玉璜玉片、
陶缸陶鼎陶罐等多种随葬品被考古
发现。其中最为人赞叹的“玉琮

王”，也就是那尊神秘的人面神兽、
半人半兽的玉琮神徽，就在反山12
号墓坑出土。当它在五千年后重见
天日之时，睁得大大的四目双眼，向
我们投来好奇无邪的目光，羽冠上
的幽幽纹饰，散发出原始宗教质朴
的尊荣与威严。良渚玉器表面的浮
雕、纹饰、线条与符号，令人对甲骨
文、古汉字的起源及前史浮想联翩。

城外北偏东5公里处发掘的瑶
山墓地和祭坛遗址，剖面显示均为

“熟土墩”，祭坛顶部平面呈回字形的
三重土色清晰可辨。这里相继出土
了完整的成组玉礼器：与神权有关的
玉琮、玉璧；与特殊礼仪有关的精美
嵌玉漆杯等形器；用于生产工具的玉
钺成为“玉器时代”的标志。瑶山的
年代早于反山，距今 5000 年以上。
也就是说，持续发展约一千年的良渚
文化，距今已有 5300 年—4300 年。
良渚遗址因此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
无可争议的凿凿实证和注释。

四

还有良渚时期的古河道。
古城墙边的护城河里，曾经发

现了很多良渚文化晚期的碎陶片，河
岸边曾发现垫石埠头、黑石英石片、
玉料、钻芯和漆木器坯件等遗物，这
些手工遗物大多工艺精致、做工复
杂，为史前遗址所罕见。难以想象远
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使用麻
绳、沙砾和燧石作为琢玉工具，竟然
能够将玉器表面的神人兽面和鸟纹
图饰雕刻得如此精美，钻芯的剖面像
鹅卵石一般光滑。还有大量的螺蛳
壳蚬子壳蚌壳、动物遗骨、木浆、烧焦
的稻谷，栩栩如生地还原了良渚先民
生产、生活的原始样态。

如今，水量丰沛的东苕溪和良
渚港，依旧在良渚城的南北两侧款款
流过。智慧的良渚先民，依山傍势建
起了古城外围的高坝和低坝。天目
山夏季多暴雨山洪，水坝即可用以灌
溉、泄洪、运输、调节水位。这是迄今

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
世界上最早的水坝。不由深深惊叹
古人的智慧、胆魄和坚韧性格。

这天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一个
叫做老虎岭的水坝遗址，在两座矮矮
的小山之间的谷口位置，夹着一堵褐
黄色残墙，乍一眼看去，只是一个毫
不起眼的土堆。土层已被几千年的
岁月压得硬邦而坚实，几乎与山合为
一体。准确说，这是一段人工水坝的
截面和断坎。

经讲解指点，再细细辨认，依

稀发现土墙上留有一道道极其细
微的纹路，颜色较周边的泥土略
深，类似草茎的痕迹。草茎顺向分
布，没有交错叠压，不像是编织过
的草袋，而是用成束的散草包裹着
淤泥制成。轻轻触碰那墙，指尖下
传来了年深日久的凉意，草蛇灰线
之间，隐隐浮动着良渚古人灵巧的
双手和健硕的身影。

这就是良渚古人修筑水利工程
所大量使用的“草裹泥”。草是沼泽
地带常见的“苕”，碳十四测定，样本
距今4900年，属于良渚文化早期。

老虎岭东侧的岗公岭，留有一
座最早被考古发现的高坝，坝高约
30米。良渚水利系统共有 11条水

坝，其中高坝 6 条，分为东西两组。
近年来，用遥感卫星技术还勘探到多
条低坝。低坝水系的存在，也是从草
裹泥的碳十四测定年代得到确认。

自此，由史前良渚人统一规
划并人工建造，距今约 5000 年古
城 外 围 水 利 系 统 ，全 部 浮 出 水
面。高坝低坝，巍巍然屹立于世。

五

伟哉良渚！智哉良渚！善哉
良渚！

良渚遗址上所有的断面、断坎、
剖面，就这样为我们一层层揭开了良
渚古文明的真相。兴修如此大规模
的水利工程，需要调集整个古良渚的
人力资源。专家学者以此推断：良渚
古城是长江下游并太湖流域崧泽文
化的承继与发展。这些由城址、外围
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精
湛的良渚玉器等四类人工遗存构成
的文明范例，揭示出一个以稻作农业
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王
权贵族、阶层分化、礼制规范、城市架
构、艺术创造，并拥有神权崇拜的原
始宗教信仰，毋庸置疑具备了区域性
文明的早期国家雏形。

自 1936 年开始的良渚遗址发
掘，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在田野
上披风沐雨，为华夏文明起源分布
的“满天星”说，提供了最有说服力
的佐证。

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古城
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
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地，得到了国
际社会的认可。

作为一个杭州人，我曾几次到

过良渚。只是，迟至这一次，我才懂
得，北依太湖、西靠天目山脉、东临钱
塘江的余杭良渚平原，才是“最早的
杭州”。良渚古城，就在我们少时向
往的“大观山果园”。

离开良渚多日，那尊四目双眼
玉琮神徽，始终带着它凝重神秘的微
笑高悬于头顶。我似乎听见他说：历
史的真相，无论在地下掩藏多少年，
待到重见天日之时，一切妄语和谎
言，都将化作尘埃。

（张抗抗，第八、九、十届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参
事。代表作：长篇小说《隐形伴
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
女》等。）

湖南省安化县的茶
马古道蜿蜒在梅山群岭
中，主要的两条路线都
在安化田庄乡出发，一
条经姚江、益阳、从资江
到境外，另一条经洞市、
新化到大西北，最远至
俄罗斯。岁月悠久、道
路漫长，茶马古道上演
绎了多少故事，引来人
们纷至寻访。

在安化县城南，我
们参观黑茶博物馆和
黑茶交易市场后，便进
山走上了茶马古道，羊
肠 小 道 宽 窄 、崎 岖 依
旧，只不过已整修成水
泥路了，古道原貌基本
已失，听说有的地方还
保留一些遗迹。

高城是个古寨，处
于大山深处，传说是远
古蚩尤生活过的地方，
这里保存着一段比较完
整的茶马古道。追随马
帮的脚步，行车两个钟
头，我们到了高城公园，
景区门口有一个大牌坊，上书“茶马古道”四个
大字。不巧的是景区正在修整，暂不营业。

回来的路上，经过洞市镇，这是一个古镇，
史载：此地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至上古时
代，明清时成为古道通衢、商埠重镇。洞市镇
有个老街，大青石铺路，两边是明清旧居，木屋
木楼，古色古香。据介绍，这儿曾经是黑茶贸
易市场和集散地，文人称之为“轮蹄络绎之
乡”。县志记载：当时，老街有客栈十五家、小
吃、食铺十多家、手工作坊百多家以及有管着
三百多张竹筏的店家等（这些竹筏是用来在资
水河上拖黑茶的）。看现在街上营业的门店，
从它们的格局摆布、门楣标号上，依稀可见昔
日之繁荣。

一所敞开的门店前，一个小伙子摆摊卖黑
茶。黑茶用厚厚的蒲草叶捆绑，成棒槌状，挨
个摆在柜台上。我们感到新鲜，便好奇地伸手
掂了掂。见状，小伙子说：“这茶是手工做的，
原料产自高马二溪。那个地方产的野生大叶，
清香嫩绿、叶底肥厚。传统做茶工艺，从鲜叶
开始，十几道工序，全部手工。”高马二溪的黑
茶颜色黝黑、茶汤清亮、味道奇特，曾被誉为茶
王，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定为贡茶。我和朋友
毫不犹豫买了三束。

闲聊中，小伙子指着眼前这狭长的街道告
诉我们：这条街的尽头可通益阳、到河南、进陕
西、直至欧洲。闻此，我不禁浮想联翩，感慨如
是：千百年来，驮着黑茶的马帮，从这里出发，长
长的队伍，回荡在山间的清脆的马铃声，一路上
攀爬崇山峻岭、穿越峡谷急流，风餐露宿，马不
停蹄，奔向异乡、奔向境外，场面是何等的壮观。

安化、新化两地之间，有一条麻溪河，河上
建有永锡桥。此桥历经百年的风吹雨打、水冲
浪击，仍巍然屹立，完好如初，成为茶马古道上
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已被定为国家级历史文
物。桥顶是楼阁式，桥体是木结构，中间有走
廊，桥内有34间木桥亭。南端有58块石碑，上
刻有桥志、捐款人名单、建桥人伟绩和感恩大
桥的文章。

我们到永锡桥的时候，天色暗了下来，走
到桥头石阶处，几个游人在拍照，交谈中，他们
说：“来这里，如果不看永锡桥，等于没到过茶
马古道。”

呼和浩特下雪了。
这是呼和浩特 21 世纪 20 年代的第一场

雪，也是我第一次在这里看见下雪。
窗外的雪花，先是零零散散地飘落下来，

像是被微风轻轻刮来的；接着，雪花一朵朵大
了，自高空悠悠扬扬地飘忽着往地下落，像是
故意要在空中玩耍一会儿。然后，它们落下
了，落在早已是雪覆盖着的房屋顶上；再接下
来，雪就密集起来，像是从巨大无比的天筛眼
中泄漏而下，扑簌簌飘落的速度快极了。

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鹅毛雪花在飞舞
了。树梢早就没有了叶子，雪花落在光秃秃
的枝干上，也不急于往下抖落，而是静静地
卧着，很享受似的，很快，树枝就成了白色
的了，直直地朝天扬着，偶尔一两株枝叶尚
存的树，那就仿佛是一树树樱花的景致了。
这呼市的雪，好像鲁迅的《雪》中描绘的那
样呀，“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
沙，如粉，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
上，枯草上，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
而且，它们还撒在树上。

我的眼前，莫名放映起了莫奈画中那些
温暖柔美的雪景；南极终年的积雪；喜马拉
雅闪光的雪顶……放映起了孩提时代和小伙
伴们堆雪人打雪仗的欢乐场景……

我回过神来，忽然记起去年夏天来呼市
看过的“草原”，它就在城区边上，是一片
非常空旷的草地。我飞也似地下楼去，冒着
雪花在路边打车，我要去那里看雪景。我
想，那里的雪景一定很壮观。

果然，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原上，没有行
人，也没有车辆通过，万物宁静，只有雪花
在自由地飞舞。雪花越来越大，且白且黄的
草原渐渐变作了雪野。那原先散落在草原上

的几座白色蒙古包，此刻成了雪景的点缀。
我凝望着天空和大地。天空中，大雪纷

纷地下着；大地上，空旷的雪野在漫无边际
地延伸。天空连着大地，雪花连着雪花。入
夜，草原一片雪白清新、圣洁无瑕。因为反
射着城市的灯光，还显出晶莹剔透、灿亮辉
煌的意象，如梦如幻，美轮美奂。

此时，我热泪盈眶。
返回的路上，雪停了。出租车司机见我欣

喜，也愉快地谈论起他的感受。他说，呼市这

些年雪下得少了许多。他记得小时候，九十月
份就开始下雪了，到一二月份的时候，那才叫
数九寒天、冰天雪地呢，哪像现在，下一会儿就
停了。看人们的穿着，就好像冬天已接近了尾
声，好像春天很快就要来到似的。

我问道：“那你喜欢冬天还是春天？”
出租车司机愣了一下，很干脆地说：

“当然喜欢春天了！”
上图：今冬呼和浩特雪景如画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良渚：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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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旅游集团下属中国国旅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并运营管理的三亚
国际免税城二期正式开业，为海南国际旅
游岛增添了又一重要的旅游度假、休闲、
购物目的地。

免税城二期坐落于三亚市海棠湾，毗
邻一期，是一个构建在河心小岛上的沉浸
式休闲商业街区，分为奇趣生活馆、国际
创意荟萃、国际缤纷嘉年华、国际美食市
集四大主题功能区，引入 60 多家国内外品
牌，其中 20 多个品牌首次落地海南。据
悉，很多品牌都是定制版的特色概念店。
如源自美国探索频道的 Discovery Expedi-
tion亚洲旗舰店，是中国首家户外主题概念
店；B.Duck （小黄鸭） 餐饮、游乐、零售
三合一的海洋主题概念店及亲子游乐中
心，是全球首家此类型店铺；星巴克的中

国首家海洋主题概念店；华为将免税城二
期设为海南省 5G 通信技术示范点。此外，
免税城二期还引入方所书店、BBC Earth博
思星球全球首个新媒体艺术展馆、法国国
家自然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为传统旅游零
售业赋予了更丰富的价值内涵。这些都为
游客提供了独特的消费体验。

三亚国际免税城二期的建成开业是中
国旅游集团与海南省深化战略合作的重要
举措。它将全球前沿的艺术、文化元素，与
全球优质的商业、餐饮项目完美结合，为海
南旅游带来消费体验、商业、文化、美食的全
方位升级，进一步完善了海南自贸区（港）特
别是旅游消费中心的布局。免税城有望成
为三亚面向世界的新名片和中外商业、文
化、艺术、人文交流的新窗口。
上图：三亚国际免税城二期（资料图片）

呼和浩特的雪
王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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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拍摄的杭州良渚古城遗址。龙 巍摄 （人民视觉）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玉琮王”。翁奇羽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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