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总
第

51
期

柔软的时光
——雅昌2010年年度人物云南游记

申梅花

56＞

图 56> 宛如仙境的石寨子

文化沙龙

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曾梦想着寻得一片神往

的诗意栖居之地。古城、白塔、草甸、雪山、

香格里拉、风花雪月……七彩云南，无疑给了

人们太多太多美丽的憧憬和向往……

但梦想就这般被照进了现实，一群幸运

儿——16位来自五湖四湖的雅昌兄弟姐妹们，

在2011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来到了彩云之

巅，开始了一段快乐惬意的精彩之旅…

第一站：石林

当飞机稳稳降落在春城后，迎接我们的

便是手捧绚丽玫瑰的导游小李，真是人比花娇

啊。揣着“幸福像花儿一样”的心情，我们便

驱车前往幸福旅程的第一站—石林。石林是我

们最著名的喀斯特地貌奇迹之一，以其“幽、

奇、静、险”在世界自然景观中堪称一绝，被

誉为“天下第一奇观”。

第二站：大理

拜别了石林，我们继续前往梦想中天

堂—大理古城，对于大理的了解，应该缘于

《天龙八部》，通过导游的介绍，得知大理一

年四季风景如画，在诸多风景名胜之中，以

风、花、雪、月四景最为著名和引人入胜。关

于风、花、雪、月四景，千百年来，在当地白

族人民中世世代代传诵着一首谜语诗，使大理

老少都熟识风、花、雪、月四景。

诗曰：

虫入凤窝不见鸟（风），七人头上长青草

（花）；

细雨下在横山上（雪），半个朋友不见了

（月）。

但是困于时间的限制，只在大理古城轻

松的游玩一下，仍然能感觉到这里的美丽和恬

静，只是没法去领略苍山洱海的壮美了，现在

想想来也很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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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虎跳峡不遗余力拉横幅的我们

图 58> 藏族同胞为我们献哈达

图 59> 夜色中的丽江古城

大理古城中出售大理石工艺品的店铺中，

以风、花、雪、月为主题的大理石屏风、花瓶

等比比皆是，深受游客欢迎。

第三站：丽江

游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大研古镇，

参观四方街别具一格的纳西族建筑，沿黑龙

潭、玉河走廊观赏“家家临溪，户户垂柳”的

独特高原水城风貌，体验清静休闲的世外生

活。

抵达丽江之后找到客栈后，迎接我们是爽

朗的凤导，她特有的爽朗给我们大家留下深刻

的印象，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黑龙潭公

园。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澄静的湖水，参差的古

树及那些悠远的传说…….

之后便在古城内随意地逛着，晚些时候

除了四方街附近和旁边的酒吧街，古城内的其

它地方人并没有很多，这时候走走是非常惬意

的，那种怡然自得的幽静是我们太久的渴望。

由于旅游的过度开发，丽江古城内的商店

非常之多，叫卖的大多是纳西族的工艺品和旅

游纪念品，然而真正开店的人大部分已经是外

来涌入的人口了。                      

虽然丽江早已不是刚开发时候那个淳朴的

地方，但是并不影响快乐的心情。不需要想太

多，只需要融入这里的气氛，简简单单的high

起来。

第三站：玉龙雪山

第二天，阳光下的古城和雪山。早上五点

半起来，真的非常痛苦，阳光下的古城，那叫

别有一番风味。云南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天

也非常的蓝，适应了阳光后，你会发现和夜晚

的激荡暧昧完全相反的一面，明亮而慵懒。

接下来的行程便是丽江大玉龙景区，主

要包括玉水寨、东巴谷、东巴万神园、玉柱擎

天、东巴王国、玉峰寺等景观，被誉为“现代

冰川博物馆”和“植物王国”之称的玉龙雪

山，冰雕玉砌的玉龙雪山拔地而起，直插云

霄，气势磅礴，洋溢着雄奇壮丽之美。

当然每次到节目的最后，便是导游们收获

的季节。丽江螺旋藻店便是我们在丽江最后的

行程，当然也小小心痛了一下荷包。

第四站：香格里拉

话说到香格里拉，不能不提到我们非常可

爱的导游—“扎西”，藏族人们善良纯朴的

个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有他，

一路上我们充满了欢声笑语，更没有因为瞌睡

而错过沿途那美丽的风景。

今晚的节目便是藏民家访，当藏族爷爷为

我们献上洁白哈达的时候，心里真是那个激动

啊，几十人排着队进入事先联系好的藏民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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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0> 许愿林——沉甸甸的希望 

之前,都要喝一口主人递上来的青稞酒,绕上他

们送的白色哈达。嘴唇碰上激荡着热情的透明

液体,很麻口,然而相对于在丽江喝的燕京啤酒,

它满是彻底的味道。

两层高的楼房,是典型的藏民民居。照明的

不是光管,而是灯炮和一丛燃烧正旺的篝火,主

人介绍说着丛火昼夜不熄,象征了吉祥。围绕着

篝火,放了五六张长方形的矮木桌,暗褚的颜色

,刻着我们看不懂的图案。凳子也是长条形的,

一张就可以坐下三四个人。桌上摆了好几个碟

子,这就是主人家用来招待我们的食物了。单是

看的话我们辨认不出来它们是些什么,有点经验

的朋友告诉我们,白色的是奶酪,暗黄色的是炒

麦子,还有一些糕点,叫不出名字。藏家的酥油

茶，不同丽江的酥油茶,这里的味道是咸的。浓

浓的奶味一下弥漫开来,令人愉快。倒茶的卓玛

很美,两朵艳艳的高原红,那么灿烂。

我们是节目正式开始时才喝的青稞酒,杯子

小小的,但每一次都斟得满满,因为导游扎西说

只有这样才不负主人家的热情。主人为我们安

排了好几个传统节目,第一个舞蹈就已经调动了

气氛,来自四方八面的朋友,纷纷走到圈出的空

地上与藏民们一起跳舞,是一个表示欢迎远方来

客的舞蹈。动作很简单,摔胳膊摔腿地,格外放

松。大伙手牵着手,不会跳的也跟着节奏和口号

拍手跺脚,真是热闹。于是酒也一杯一杯地往口

里灌,互不相识的人绕着桌子敬酒,有说粤语的,

有京片子,甚至还有"阿拉",真正的五湖四海了。

很有幸,我们还听到了中甸男歌唱家唱的《青藏

高原》,现场版的,激荡人心。

玩得尽兴处,最后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抢

亲”。由于藏家风俗主张一夫多妇制， 所以今

晚对于男同胞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四个被主

持人看上的女婿，都是戴眼镜的，据说是藏家

人觉得戴眼镜的有文化。四个人经过力量的角

逐最终诞生的一位最佳“女婿”，可遗憾的是

这位“佳婿”身旁竟有佳人陪伴着，看到今晚

的艳遇怕是悬了，嘿嘿……

我们在深夜时离去,然而人人都舍不得散,

纷纷要和主人家合影留念,大部分人都东倒西歪

了,可嚷嚷着干杯的声音还是不绝于耳。没有人

愿意离去。

我们的阿诗玛彻底醉了,干脆把美丽的卓玛

带上了我们的车,硬是让卓玛为我们献上了一曲

余音潦绕的天籁之音!

在中甸醉了一回,因为喝的是彻底热烈的

青稞酒,因为酒不醉人人自醉,如此美景,如此良

辰。

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六点钟起床了，由于

海拨很高，早晚的温差很大！我们接下来的行

程便是普达措景区和虎跳峡了。

普达措国家公园是一个无任何污染的童话

世界，水质和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类标准，湖

清清，天湛蓝，林涛载水声，鸟语伴花香，是

图 61>“满载而归”的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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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跳跃的激情

图 63> 大理古城现貌

图 64> 今晚尽情的狂欢，抛开所有

的烦心事

修身养性和陶冶情操的最佳净域。这里更是摄

影爱好者的天堂，一年四季景色各不相同。

公园内有明镜般的高山湖泊、水美草丰的

牧场、百花盛开的湿地、飞禽走兽时常出没的

原始森林。碧塔海、属都湖两个美丽的淡水湖

泊素有高原明珠之称，湖中盛产裂腹鱼、重唇

鱼；秋冬季节大量的黄鸭等飞禽在湖边嬉戏，

天然成趣。漫步在林间的牧场上，马儿叮咚的

脖铃声、远处牧棚里悠悠冒起的炊烟，显得与

周围的自然环境是那么和谐。每年夏季，满山

的杜鹃花与许多不知名的野花竞相开放，小鸟

们也纷纷前来凑热闹，景区鸟语花香，令人沉

醉。原始森林里的各种林木千姿百态，气象

万千。

虎跳峡是我们在香格里拉行程的最后一

站。虎跳峡位于中甸县虎跳峡镇境内，是玉龙

雪山及哈巴雪山的交界处。分上虎跳、中虎跳

及下虎跳。万里长江在此避关夺隘，惊涛骇浪

在深峡中激荡奔涌。

虎跳峡长20公里，落差213米 ，共有险滩

18处。江面最窄处仅30余米。峡口海拔1800

米，海拔高差3900多米，峡谷之深位居世界前

列。

虎跳峡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峡谷，以奇险雄

壮著称。从虎跳峡镇过冲江河沿哈巴雪山山麓

顺江而下 ，即可进入峡谷。上虎跳距虎跳峡

镇12公里，有公路直达，是整个峡谷中最窄的

一段，峡宽仅30余米，江心有一个13米高的

大石——虎跳石，相传猛虎曾借此石而跃过大

峡。江水与巨石相搏击发出山轰谷鸣的涛声。

诗人孙髯翁写得好：“劈开蕃城斧无痕，流出

犁牛向丽奔。一线中分天作堑，两山夹斗石为

门。”金沙江至此真似走在石门中。“虎跳峡

天下险”，但这个“险”中却蕴藏着夺人心魄

的壮美，正是这种“险”，吸引着国内外无数

游客到此寻幽探险。

第五站：丽江拉市海

出丽江县城8公里，就可以看到这个丽江

境内最大的高原湖泊，面积达1002公顷的拉市

海。它是丽江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的一部分，这里除了湖泊、湿地、坝区外，还

有山区与坝区结合部，天然带，是一个相当完

整的湿地生态系统。适宜水鸟、近水鸟、山林

鸟等多种鸟类生活。

来到拉市海不骑马那是最遗憾的事情了，

我们沿着茶马古道骑马进入，绕行到“拉市

海”，然后在湖中心的小岛中准备品尝烤鱼，

可惜由于鱼儿太贵，只能放弃了。骑马的感觉

很畅快，跑起来的时候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觉就

会油然而生，好象自己可以去翻山越岭。趴在

起伏的马背上感觉四蹄蹬踏有力的节奏，仿佛

原始而轻快的乐章，带你抛开嘲杂拥堵的城市

和朝九晚五的生活去享受安宁和谐的梦境。帮

我们牵马的马夫都很会唱歌，他们的歌声一直

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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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兄弟姐妹们的飒爽英姿

回荡在古老而悠远的茶马古道中……

湖的一边是山，另一边是草原，湖水比

较浅，湖底的水草长到了水面，有太阳的时候

会开出一朵朵小白花，非常奇特。清冷的天空

下，湖面泛着盈盈的绿光。小块小块的湿地把

湖面分隔成大大小小的湾。湖中稀疏站立的柳

树上，停着一群鸬鹚；浅湾里和岸边，是一大

群野鸭，或扎猛子寻鱼虾，或交颈而眠。偶尔

有两只双宿双栖的赤麻鸭扑棱棱飞起，带起附

近的水禽懒洋洋扇扇翅膀，远处水气氤氲，不

时可见山林鸟游动飞舞的点点小影。

高原固有的蓝天、白云，以及对面清晰

可辨的雪山，映衬出拉市海的气魄。湖水很清

澈，依旧能看到水草和游鱼。不时有渔船在湖

面轻捷而过，像掠过琴弦的音符，清爽、利

落。泛舟湖上，悠游自在。到达湖心，放眼四

望，竟似距离两岸都很遥远了。咱们可爱黄团

拿了桨豪气万丈的说是长江边上长大的孩子，

划个小船绝对没有问题，可居然完全不辨方

向，离我们兄弟团越来越远了…….终于经过一

备努力后，黄团竟然也能绕岛一周了…….

水面有风拂过，某些潜伏的忧伤便从心

底飘起来，轻轻淡淡，在这湖面泛滥开去。呆

望着远山上经年难融的积雪，湛蓝天宇间无所

依托的流云，一种“我从哪里来，又将归于哪

里”的沧桑弥漫了心胸……

下午的时候我们到了银都水乡--新华村，

银都顾名思义便是产银的地方了，石寨子更是

远近闻名的银器生产基地。但更令我们向往的

便是石寨子那宛如仙境的环境。那清澈见底的

湖水中，长满了俗称“水性杨花”的海菜花。

品尝着“一苦、二甜、三回味”的白烤茶，听

白族艺人演奏洞经音乐，却也是心旷神怡。

行程的最后一天就是参观玉石玉器展览

馆，当然少不了要动心的啊。然后游览始建于

明朝宣德年间，至今有400多年历史的金马碧

鸡坊、东西寺塔等等。最后游花卉市场，领略

了一下干花的炫烂。品尝了云南普尔茶的淳

香，也增加了行李箱的重量。

晚上九点四十分我们乘机离开了这座留给

我们震憾的城市，太多的故事依然萦绕在我们

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但愿不久的将来，我们

会再继续踏上这片神往的热土，憧憬我们的自

由…….

65＞

图 66> 石林中快乐舞蹈的彝族老人们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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