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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古渔阳，是在一个寒冷的
季节，暗淡的低云为渔阳古城蒙上
了一层白纱，饱经风霜的建筑呈现
一片沉寂的暗红。

渔阳，位于北京、天津、唐
山、承德四市的腹地中，现为天津
市蓟州区，其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
所建无终子国，隋朝时改称渔阳，
后称蓟县。2007年，蓟县被联合国地
名专家组评定为中国“千年古县”。

犹记初相逢

北宋初年，渔阳被称作蓟州，
是燕云十六州之一，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

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
南为阴，相传蓟县西北有一山，谓
之渔山，因县城在山南，故曰“渔
阳”。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渔阳
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如今，作为旅游景点，游人可能鲜
少关注；而作为研究对象，渔阳古
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可是被古建
筑爱好者们喜欢得紧。

鼓楼、文庙、独乐寺、蓟州白
塔等都是渔阳古城的标志，其中，
尤以独乐寺及蓟州白塔最为吸引
人。在独乐寺观音阁的牌匾上，

“太白”的小小落款为建筑蒙上了
神秘的面纱，世人猜测“太白”所
指正是唐代诗人李白。若“观音之
阁”的牌匾为李白所题，独乐寺观
音阁的历史便可追溯到盛唐时期。
目前，我国现存唐代、五代、辽代
的木结构建筑均是个位数，这也难
怪梁思成称蓟县独乐寺为“上承唐
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中
国建筑蜕变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
物也。”

曾经兴盛地

走近独乐寺院内，古色古香的
气息扑面而来，梁思成在《蓟县独
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详细介绍
了对独乐寺山门以及观音阁的考察
情况。在总论部分，梁思成对寺名
的源起加以解读：“蓟人又谓：‘独乐
寺为安禄山誓师之地。独乐之名，
亦禄山所命，盖禄山思独乐而不与
民同乐，故尔命名云。蓟城西北，
有独乐水，为境内名川之一，不知
寺以水名，抑水以寺名，抑二者皆
为禄山命名也。’”

独乐寺到底是何时何人所建？
根据《日下旧闻》记载，独乐寺初
建的年代已不可考，目前所掌握的
记载最早可追溯到辽圣宗统和二年
的重修记录。梁思成据此进行推
测：由于唐代佛教兴盛、对于佛教
的保护也较为周密，经历五代之乱
后，适逢重修之时。因此，在统和
年间 （也就是宋太宗雍熙元年） 的
此次重修前，寺庙极可能已有 300
年以上历史，“寺之创立，至迟亦
在唐初。”

984 年独乐寺的重修与辽代尊
崇佛教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公元
936 年，后晋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
契丹政权。契丹领有燕云十六州
后，大量契丹人涌入，和汉人共同
生活在这里，社会风俗、宗教文化
得到极大融合。辽太宗时期，佛教
进入契丹社会，辽圣宗时开始大力
推崇佛教。此地逐渐发展成佛教文
化重心，到辽代晚期“僧侣、佛寺
之数冠北方”。渔阳古城独乐寺便
是在辽圣宗时期进行重修的。从地
理空间上来看，位于渔阳古城的独
乐寺地处辽地，与南方宋地相对隔

绝；从时间坐标上，独乐寺之修建
距离唐代灭亡只有77年，而距离宋
代李诫创作的建筑学著作《营造法
式》 刊载尚余 119 年。因此，其建
筑形制，秉承大唐遗风、大木作做
法，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传闻古人来到独乐寺，在山门
处跪拜，抬头时透过观音阁三层打
开的窗户，便可望见阁内观音低垂
的目光，给人以巧妙之感。山门
处，左右屹立哼哈二将，其外形高
大，而表面涂层已然风化，呈现碎
裂状，二像面部不见怒目、似有笑
意。行至观音阁前，可见高大的建
筑巍峨屹立，其木柱上端微微内
收、丰满柔和，称之“卷杀”；外
围柱向内倾斜、以求稳
定，号为“侧脚”。木构
整体力的美感与局部细
致的加工，使人仿佛穿
越千年，在那时那地与
不知名的匠师邂逅。

古城需守护

行走在蓟县独乐寺
中，北京交通大学马蒙
老师正领学生调研。“蓟
县独乐寺、五台县佛光
寺东大殿是唐宋风格建
筑 的 代 表 ， 北 京 的 故
宫、颐和园则是明清建
筑的样板，我们如何快
速分辨唐宋建筑与明清
建 筑 呢 ？ 首 先 ， 看 外
观，唐宋建筑的屋顶坡
度舒缓、出檐深远，并
且 普 遍 采 用 侧 脚 、 生
起、卷杀等做法，使构
成 建 筑 立 面 的 曲 线 柔
和 ， 构 建 细 节 弧 度 优

美。其次，看结构，唐宋建筑的斗
拱硕大、极具力学美感，其高度可
达柱高的1/3至1/2；到了明清时期，
由于梁与柱的结合更直接和牢固，
作为转换层的斗拱受力作用衰减，
导致明清建筑中斗拱体量大大缩
小，沦为装饰。”

独乐寺南相距数十米处，是蓟
州白塔所在地。在1976年唐山大地
震后的修复中，修复人员发现白塔
是明塔中包裹着辽塔，由此揭开了
渔阳古城历史的又一层神秘面纱。
高大的白塔在古城中十分显眼，在
塔内，有三个互相不通的中空小
室，塔身四面刻有佛偈。

探寻古建筑收获诸多故事，我
们也期盼这份历史能得以流传与延
续。在渔阳古城的街巷，少有人山
人海，少有漫天要价，有的只是居
民餐桌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或是寻
常巷陌随意炒制的一盘家常小菜。
这便是渔阳，中国的千年古县，古
老又平易的渔阳。

故 宫 学 院 院 长 单 霁 翔 曾 说 ：
“过去我们文物保护往往保护静态
的，比如古遗址，但是今天的文化
遗产保护还要保护人们生活其中
的、生产其中的地点，比如传统村
落、历史街区，这使得我们今天这
些保护的项目几乎与每个人都发生
了关系。”历史选择了渔阳，也留
下了渔阳，而我们期待一个更好的
渔阳。

上图：渔阳古街牌楼
左图：天津蓟州白塔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天津蓟县访渔阳古城
李垣夏霏

都说非洲广袤的土地是野生动物
的天堂，当我亲身走进南非克鲁格国
家野生动物园后，才真正体验到这番
狂野和刺激。

当天空中的星星还在眨眼，皎洁
的月光撒满大地时，我们便伴着夜色
出发了。春天的南非乍暖还寒，尽管
我们多穿了几件衣服，坐在四面透风
的敞篷车里，依然直打寒颤。但寻找
狂野动物的刺激，驱散了我们的恐
惧，喷涌的热血让我们心中又多了些
许暖意。

纵贯 400 公里、方圆 2 万平方公
里的克鲁格国家野生动物园，园内没
有围墙和铁丝网，异兽珍禽在这里自
由穿行。公园有9个开放式大门，旺
季时每天都有近千名世界各地的游客
来到这里。

向导办理完入园手续，便驾着敞
篷车带我们向园内进发。

东方冉冉升起一轮红日，像金子

般撒在克鲁格。道路两侧绿树盎然，
花儿绽放，叫早的小鸟打破了克鲁格
的静谧。突然，我们的车在道路一侧
停了下来，顺着向导手指的方向，一
群赶早的野水牛出现在视野中。原本
埋头啃食青草的庞然大物，突然间集
体抬起头，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直视我
们。为了不影响这些野牛享用早餐，
我们抓紧时间抢拍了几张照片，而后
匆匆离开。

克鲁格公园是一个成熟的野生动
物园，园内道路纵横交错，既有宽阔
的主干道供大客车行驶，又有伸向丛
林的众多支线，供探险者享用。

我们的车在主干道上开了一段时
间后，向导把车开进了灌木丛生的支
线小路。

一幕幕惊奇的画面不断呈现在眼
前。在杂草丛生的灌木林里，几只身
高达五六米的长颈鹿正昂头向我们走
来，它们根本没有理会我们的出现，
径直走到一棵大树旁，伸展它那长长
的颈脖，尽情享受它们的早餐。也许
是听到了我们的赞叹声，长颈鹿对着
我们的镜头微微点了点头，并转动身
体摆出一个昂头的姿势。

正当我们为长颈鹿拍照时，树林
中突然蹿出几十只活泼可爱的羚羊。
羚羊本是胆小的动物，但克鲁格的这
些小精灵在人类面前一点儿也不害
怕，它们在离我们四五米的草丛里尽
情追逐戏耍。听说克鲁格野生动物园
里有十几万只这样的羚羊。

公路旁、草丛里、大树上、岩石
缝……在克鲁格，不定什么时候就会
蹿出一个动物。我们车内一行6人都
是第一次体验这种开放式的野生动物
园，心中不免有些激动，但又或多或

少有些恐惧。我们的车辆在颠簸的小
路上来回穿梭，车上的每一个人都警
觉地瞪大了眼睛。

这时不知谁尖叫了一声，“快
看”。顺着尖叫人手指的方向，我们
看到一只鬣狗慢慢地走来，它似乎刚
经历一场生死恶斗，脖子上还流淌着
鲜血，显得那么的疲惫、憔悴。看着
受伤的鬣狗，我不禁心生怜悯，丛林
法则，弱肉强食。

当我们的越野车驶出小路，刚上
主干道，车的左侧突然出现了一个庞
然大物，弄得树枝咔咔作响，原来是一
头大象正在用鼻子卷树枝吃。非洲象
不同于我们一般在国内动物园看到的
亚洲象，它不仅体型高大，耳朵也比亚
洲象大，而且不论公象或母象都有一
双硕大的牙。向导示意我们不要大声
说话。就这样，我们有幸近距离观察到
野生状态下的非洲大象是如何将一棵
树扳倒，并不急不慢地将其全部吃完。

离开这头大象，我们在不远处又
看到一群大象正在河中戏水。一头母
象正用长长的鼻子为小象喷水洗澡，
那温暖的画面让我感受到这个大型动
物的柔软一面。

如果说看到成群的大象让我们大
开眼界，那么能看到非洲大地上的犀
牛更让我们惊喜不已。由于人为猎
杀，这种体型庞大的哺乳动物如今已
非常罕见。

克鲁格公园不仅有山，有草原，
也有水，在公园的纵深处，流淌着多
条河流，这些河流两旁又分布着大小
不一的池塘和湖泊。在那里，我们不
仅看到了大象、犀牛、非洲水牛，还
看到了“美男子”斑马和“水中蛟
龙”河马。

我们的向导熟谙克鲁格野生动物
的生活习性，也是一位多年从事动物
保护的志愿者。他知道大概在什么时
间、什么地段会有何种动物出现，正
是由于他娴熟的驾驶技术和对动物生
活习性的深度了解，才让我们在不惊
扰野生动物的前提下，幸运并安全地
观赏到这些动物。

从早上5:00进园，直到下午3:00
出园，除了1个小时的午餐时间，我
们一直在偌大无比的克鲁格野生动物
园探寻动物的奥秘。连续9个小时的
奔波和寻找，我们共看到 21 种动
物，尤以羚羊、大象、斑马居多。虽
然我们遗憾未能追寻到非洲狮的踪
迹，但乘坐敞篷越野车疾驰的快感，
追踪野生动物足迹的刺激，让我们感
受到了南非大地原始的粗犷与现代的
文明同在，野性的不羁和温驯的柔美
共存。

上图：克鲁格公园的晨光

探秘南非克鲁格
孙仁寿文/图

探秘南非克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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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邓，源起于一口盐井。
诺邓，扬名为一只火腿。
而我只钟情于它的旧。
在荒寂的山岭间，诺邓的出现有

些突兀，像一只鹰张着黑色翼翅从天
外飞来。

车窗外掠过一座座山岭，令人视力
疲乏，正当昏然欲睡时，一个房屋密集、
绿树掩映的村落突然跃入眼帘，灰黑的
屋脊、飞扬的檐角、土红的墙壁，无一不
陈旧黯淡，无一不喑哑肃穆，却一律散
发出非同凡俗的气场。

据统计，云南诺邓目前完好保留有
60 多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40 多座
民国时期的民居建筑和 20 多座古庙
宇。这是一个古建筑的博物馆。你可以
沿着一户接一户的人家，从明朝走到现
在，从世俗百姓的庭院走到承载万众信
仰的庙宇，从古驿路走到贞节牌坊……

诺邓民居一幢接一幢依山而建，高
低错落，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状如蜂
巢。复杂的地势迫使它们不得不沿着山
形层层递升，前面人家的后墙连着后面

住户的院坎，后面住户的大门远远看去
就像开在前面人家的屋顶上一般，邻里
之间楼台相连，门道相通，黑鸦鸦，密匝
匝，仿佛布下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八卦
阵，每一道坎，每一扇门，都暗藏玄机。
如此稠密的居住格局让人不难想象这
里从前人烟繁盛、百业兴旺。

诺邓号称“千年白族村”，“诺邓”这
个地名从唐代延用至今，白语的意思是

“有老虎的山坡”，想来原是一个山高林
密的去处，之所以吸引人们来起房盖
屋，安家落户，是因为这里有盐井。

诺邓诞生在一口盐井之上。
“一咸三分味”，盐的调味作用让它

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在自给自足
的农耕时代，唯有盐是不能自己生产
的，人们只能依赖商贾的供应。

传说是一个牧羊人最先发现诺邓
卤泉的。他的羊群总爱跑进一条沟谷
去舔食地上渗出的泉水，每次都要扬
鞭催赶才肯离去。牧羊人满腹疑惑，
就用手指蘸了点泉水尝尝，发现那泉
水是咸的。

这是一个让人欣喜若狂的发现，人
们闻讯赶来，在这里开凿盐井，取水煮
盐。诺邓盐洁白细腻，质量上乘，很快扬
名滇西。盐商们也蜂拥而至，沿着崎岖
的驿路把诺邓盐贩卖到四面八方。

诺邓从此开启了一段辉煌之旅，一
跃成为滇西历史上的经济重镇之一。

制盐、贩盐，给人们带来了丰厚
的利润。

如今在诺邓，我们还能看到传统的
煮盐方法，农家院落里置一土灶，上架
一口大铁锅，锅里卤水沸腾，泛着雪白
的盐花。

时过境迁，在大量海盐的冲击下，
诺邓以盐业支撑的繁荣时代一去不返，
它还复为一个小山村，但这口盐井依然
咕咕往外冒着卤水。2000多年的供养，
大自然无私的馈赠，令人动容。

后来，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把
“藏匿在深山里的美味”——诺邓火腿
推介给观众，悄然隐退的小山村诺邓又
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火爆一时。

诺邓火腿选材为放养的山猪，用诺
邓井盐腌制，味美色鲜，成为当地有名
的特产之一。诺邓人家的屋檐下都会或
多或少挂着几只火腿，它们成了诺邓古
村的标配。

一只上好的诺邓火腿，腌制好后还
须风干3年，待其脂肪氧化后便成绝佳
美味。此时切开，肉色鲜红，艳如胭脂，
若配以青椒炒了，红绿相间置于盘中，
可谓色香味俱全。

诺邓火腿极佳的口感自然是离不
开诺邓盐，还有诺邓的气候，这里气候
温和、雨量适中，霜期较短，适宜腌制品
的储藏保管。

诺邓，起起伏伏的千年岁月让它变
得厚重深邃，即便在晴空下也觉得它披
着一身暮色，处处流露古韵与典雅。

游客们来来去去，带走了美味的
火腿和洁白的盐，而我只带走一段老
旧的时光。

上图：诺邓古村 杨利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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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回升，江苏省扬州市何园景区内的玉
兰花相继盛开。但受近期疫情影响，何园景区仍在
闭馆中。为了满足赏花需求，景区工作人员对玉兰
开花进行直播，邀请人们“云赏花”，让全国各地的
游客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何园的美丽风景。

孟德龙摄 （人民图片)

江苏扬州

景区开播“云赏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