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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高原，令人沉醉的美景无
处不在。我的旅行，就选在素有熊
猫王国之巅的巴朗山。

沿岷江峡谷一路西行。山间草
甸犹如一幅幅巨大的绿毯，绒绒的
倾覆在缓坡上。牦牛悠闲地踱着
步，偶尔抬头望向疾驰而过的车
辆，不惊不诧“哞哞”叫两声，算
是打过招呼。蔚蓝的天空上，悠悠
白云怡然自得地在峰峦峭壁间闲庭
信步。远远望去，裸露着褐色肌肤
的嶙峋险峰，个个腰间都缠绕着一
条白色的云带，犹如一群健硕豪放
的康巴汉子，捧着洁白的哈达欢迎
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

山间气候总是善变。云雾缭绕
之际，云卷云舒，缥缈如仙境。待
到云消雾散，天空又变得瓦蓝，清
澈通透。天空之镜，茫茫云海，雄
浑山脉，交替演绎着绝美景色。只
是眼前的海子，一泓深情的眼眸，
深邃静谧，仿若那处子之身，美丽
极了，清幽极了，圣洁极了。

位于卧龙自然保护区和四姑娘
山风景区之间的巴朗山，无疑是离
泱泱都市生活圈最近的网红打卡
地。登上巴朗山垭口，沐浴日出，
观看云海，顶礼雪山，拜谒这一方
净土，乃心之所愿。

主峰海拔 5040 米的巴朗山，藏

语称为“阿巴朗依”。相传，它是四位
藏族姑娘勇敢正直的父亲化身而为。
在当地曾经有一个凄美的传说：刚正
勇毅的正神“阿巴朗依”与肆虐一方
的邪神“墨尔多”决斗。“墨尔多”在战
败之后暂逃远方，而旷日持久的决斗
也使“阿巴朗依”的身体严重受损，力
竭而枯。“阿巴朗依”死后化为巍巍高

山依然守护着藏地百姓。许多年后，
邪恶的“墨尔多”悄悄潜回日隆镇，准
备继续为害百姓。此时，“阿巴朗依”
一身正气的四个女儿继承父志，最终
战胜了邪神“墨尔多”，并化身四座挺
拔秀美的雪峰，将“墨尔多”牢牢压制
在雪山脚下。

蜿蜒的山路在我眼前盘旋，嶙

峋的悬岩不时地从峭壁间突兀而
出，峡谷内惊涛奔涌，声声入耳。
山势渐升。在转过了几处山坳后，
一条落差有几十米的溪谷进入眼
帘。溪水与山石的交融碰撞，绽放
出一簇簇千姿百态、晶莹剔透的水
花。冰雪融化，落英缤纷，成就了
蜿蜿蜒蜒清澈如许的渔子溪。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过了耿
达，海拔陡升，山势越来越险。半
山腰，云海茫茫，雾气缭绕，白茫
茫一片。路旁的树枝上，似乎凝结
着朦胧的雾凇。车子继续低速迴转
在山间，接近山顶时，阳光在浓雾
中已若隐若现。一束光，突然撕开
厚厚的浓雾一角，勇敢地跳了出
来，拨开云雾，光芒四射。远山峡
谷，云雾翻腾着，像天河之水奔流
不息。斜斜的光，给云雾与山峦，
镀上了一层浅浅的绯色，美轮美奂
的美景，稍纵即逝。巴朗山垭口，
壮观而神圣。

“立马秋风绝顶山，千崖万壑拥
斑斓。拨开云雾依辰极，身在青霄紫
气间。”巴朗山的美何止于此。这里，
晨赏云海，夜观星河。春天绿草如茵，
夏季山花烂漫，秋季层林尽染，冬季
银装素裹。此刻，我沉浸在美景中不
能自拔。幸会，大美巴朗山！

守望巴朗山
邹蓉卿

守守望望巴巴朗朗山山
邹蓉卿邹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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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陆，区域辽阔，民族众
多，风俗习惯多姿多彩，保持着浓厚
的地方色彩。非洲居民的服饰，色泽
鲜艳，式样别致，五彩缤纷。

北非男子多爱穿一种用纯棉布
制作的又宽又大的长袍，一直长到
踝部，一般是白色或深蓝色。这种
长袍白天当衣穿，夜间作被盖，实
用价值高。昔日北非妇女盛行蒙
面，一块又宽又长的黑色面纱将头
部盖得严严实实，外出行走时仅将
黑纱拉开一条窄缝方便看路，外人
对她们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今
天，由于现代生活的影响，年轻女
性已渐渐抛弃戴黑纱的习俗，取而
代之的是用丝绸料制作的花色头巾
或彩色披肩。

西非地区天气炎热，人们的衣
着较为简单。穆斯林男子总是穿一
身白色棉布做的袍，面料又轻又
薄，式样肥大；头上总是戴着一顶
白色花帽，以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
份，这种帽子上有人工绣制的花
纹，工艺异常考究。正式场合，男
子一身西装，系着领带，皮鞋锃
亮。现代青年男女，也喜欢一身牛
仔裤、花格短衫的打扮。

在东部及南部非洲一些国家，
当地妇女爱穿一种名叫“加乌尼”
和“康加”的民族服装。“加乌
尼”是一种用丝绸或棉布制作的无
褶长裙，穿着舒适，美观大方。

“康加”是一种围在身上的花布，
色彩缤纷，上面印有人物肖像或田
园风光。年轻的姑娘们身穿“加乌
尼”长裙，头戴缠绕成卷筒式的纱
巾，再围上“康加”，显得落落大
方，风采迷人。

在非洲，因宗教或习俗的原因，

服饰方面也存在一些戒律。如埃及
青年女性若在公共场所穿无领无袖
的衣衫，会被视为不文雅的举动。

膳食：特色浓厚

非洲地区的居民虽然也食用大
米、白面、蔬菜等，但当地百姓膳食
具有自己的口味及地方烹调特色。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约有 7 亿多民众常年以木薯为主
食。木薯是一种适应性强的作物，
一年四季可以收获，基本不用人工
管理，从地里挖出来后，削去皮，
切片或切块煮熟后拌以佐料食用，
也可磨成粉制成各种食品。

从几内亚到喀麦隆的西非沿海
地区，人们食用一种外形像香蕉但
比香蕉大得多的名为芭蕉或食蕉的
果实，因生食有腥味，不能当水果
吃，当地人便将其晒干后碾成粉，
拌上面粉制成面包或点心吃，或将
其芯切成片后油炸吃，或干脆放在
火上烤熟吃……据说芭蕉含多种维
生素，长期食用可预防皮肤病、夜
盲症或血管硬化。

非洲穆斯林居民爱用烤全羊招
待贵宾。将一只肥嫩的羊羔宰杀，
剥皮，砍去头脚，掏空内脏，冲洗
干净，涂上佐料，用火烘烤，待熟
后放入大盘里，众人围坐撕食，边
吃边谈，一片欢声笑语。

非洲居民在膳食方面也存在着
许多传统观念，例如信奉伊斯兰教
的人不吃他们认为外形丑恶或不洁
之物，如甲鱼、螃蟹甚至虾、海参
等，更不吃已经死去的动物。

住房：贫富差大

漫步非洲国家城市，造型各异
的高楼大厦、橱窗绚丽的超级商
场、巨大的广告牌和招贴画、豪华
壮观的高级饭店、灯红酒绿的夜总
会，这一切让人产生仿佛进入欧美
大都市的感觉。非洲都市里的现代
化高楼几乎都是银行、宾馆或写字
楼。达官贵人的住宅是独门独院的
别墅楼，院内浓荫密布，鲜花终年常
开，环境优雅清新。室内地毯、空调、
彩电、录像机、组合音响等电子新产

品应有尽有。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住
在砖墙瓦楞板顶平房里，室内陈设
简单。大街小巷耸立的一座座清真
寺、教堂，又让人感到非洲国家在五
光十色的现代化气氛中依然保持着
传统的、浓厚的宗教气氛。

非洲都市里的另一种特殊现象
是，由于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许多人因没有一技之长，找工作难，
没有经济收入，为了寻找栖身之地，
他们便在偏僻之处搭起一顶顶简
棚，用树皮或废铁板当棚顶，包装纸
箱作墙面，形成一处处贫民区，与现
代化城市风格形成巨大反差。

非洲国家的农村，虽然也有部
分建筑考究的房屋，但多数百姓住
的则是一种圆柱形非洲茅草屋。

在突尼斯等北非国家的乡村，
因临近沙漠，干旱炎热，降水极稀
少，很多人家选择丘陵地势，往地
下挖直径10多米、深4到5米的大
坑，在坑底沿坑壁再横向挖，形成
一个个窑洞式的居所，这便是北非
有名的“地下住宅”，与我国陕西
靠近黄河沿岸的地坑院相似。如果
坑里住有多户人家，自然形成“地
下村庄”。这种居所，阴凉舒适，
不受风沙影响，而且空气清新，在
当地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交通：汽车为主

非洲地区长期经济落后，经济
实力欠佳，交通事业不发达。全洲
铁路总长约10万公里，唯一一条快
速铁路是中国援建的肯尼亚首都内
罗毕至港口城市蒙巴萨以及中国援
建的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环城快速
铁路，至今仍有一些非洲国家境内
无一寸铁路。

汽车是非洲居民的主要交通工
具，有钱人家出门或乘飞机或自己
开车，运输则是大型卡车。许多非
洲国家公路由外国或国际组织援
建，不仅路面质量上佳，而且通车
里程长，是具有现代化水平的高速
公路。一些岛国和湖滨国家还依赖
水路运输。

非洲国家私人出租车很多，大
多数是乘坐10来人的小型面包车。
出租车不仅数量多，而且收费合理，

许多人出门办事，探亲访友甚至上
下班都乘出租车。这些出租车，新车
不多，绝大多数车辆显得相当破旧，
只要跑得起来就行。司机为了多挣
钱，时常超载运营，且车速极快，因
而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在许多非洲国家，火车被视为
贫穷人的交通工具，车内脏乱不堪，
小汽车一天可到达的路程，火车要
走三四天。火车收费很低，但耗费时
间，乘客需要极强的忍耐力。

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许多非
洲人对摩托车有特殊的偏爱，例如
尼日利亚城乡的摩托车几乎成灾，
几乎是清一色日本产品。收入不高
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工厂里的工
人、银行职员、小商小贩甚至乡村
居民，宁可省吃俭用，也要想方设
法添置一部摩托车。在尼日利亚，
买一部小汽车要花20多万奈拉（约
合人民币3万元至4万元），购一部
摩托车约三四万奈拉。

令人奇怪的是，我到过几个西
非国家，发现骑自行车的民众极少，
许多人出门宁愿花钱坐出租车，也
不骑自行车。经向非洲朋友打听方
知，当地气候炎热，骑自行车耗费体
力，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了。

非洲人的衣食住行住行
黄泽全

傍晚，向窗外眺望，残留的半抹云
霞映照着远处的青山——桐柏山。那
山，在青烟的笼罩下，若即若离。恍惚
间，思绪不由流进岁月之河——儿时，
游览故乡的山只觉奇特；如今，再次品
味故乡风景，一往而情深。

桐柏山，是千里淮河的发源地，矗
立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境内。它不仅
有独特的淮源文化，更兼具盘古文化、
佛道文化以及独特的苏区文化。来到桐
柏山下，流水声时而龙吟虎啸，时而仙
女流沙，好似一双无形的手，将我引入
被誉为“天下三十六洞天”之一的水帘
洞。踏着青石缓缓前行，空气中的水汽
愈发滋润着我的面颊，仿佛洗去了尘世
间的污浊与烦扰。流水声在山谷间的回
响愈发强烈，似万马奔腾，似千军呐
喊。须臾间，耸立的峭壁迎面压来，峭
壁上的通天河水飞流直下，如银龙，似
白练，飞泻直下，直入潭心。缝隙间，
隐约可见被遮掩的洞口；烟雾间，耳边
回荡起千千万万的猴子猴孙膜拜齐天大
圣的呐喊声。沿着木栈道来到洞口，才
发觉飞瀑背后竟暗藏玄机：一座巨大的
猴王石像坐立其中，颇具威严，顺着猴
王的目光远眺，尽可将太阳城的山色寺
景全部纳入眼帘。洞下的水帘寺便是中
原的佛教圣地，寺前松云与梅花二溪交
汇，尽现双龙捧珠之势。晨钟暮鼓，佛
光氤氲，来到此处，感受流传两千年的佛教文化，心中的宁
静便多了几分。

太白顶为桐柏山的主峰，海拔有 1140 米，因山势峻拔、
景色奇秀而远近闻名。来到山腰上，踏天梯北上，清风掠
过，霞光透过树隙投下绚烂的光柱，云雾缭绕，青烟翻滚，
仿佛置身天庭。一路披光戴霞，将我带入仙境。云台禅寺坐
落在山顶之上，阳光从天而降，顿时心胸开阔。寺东侧便是
著名的大淮井，“井底有数处针泉，整日汩汩外冒，虽枯旱而
不涸，甘甜清冽，便是淮河之源所在”，品尝一口山泉水，甘
甜之意沁人心脾，不枉孝文帝、乾隆帝费尽心思寻求淮河之
源。站在太白山顶，极目远眺，云海翻滚，北览中原，南阅
楚天，万千雄山尽在脚下，好似神仙！ 如今才知为何张良成
功身退后，选择辟谷于此，得览此景，夫复何求？

谁曾想桐柏山秀丽山河，不仅蕴藏着淮源之柔美，佛道
之雅淡，更孕育了顽强抵抗的苏区文化精神。踏入叶家大
院，眼前的青石绿瓦将我带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走
进这个古老院落，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李先念前辈的故
居内陈设简陋——一张床和一个桌子。进入会议室，仿佛置
身于1945年，耳边又回荡起了军队的号角声……王震率领的
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以及王树声率领的
河南军区部队在桐柏胜利会师，在叶家大院成立了中原军
区，将国民党30万大军困在中原十月之久。在去人民英雄纪
念碑的途中，发现路边栽种着许多小红花，询问后才知这种
小红花是桐柏独特的小花，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军
花”，是当地村民为纪念革命先烈栽种的，有多少红军花就代
表有多少革命烈士为国家人民而牺牲！

悄悄地，月光融入这座底蕴深厚的山城，似乎世界万物
都在细细聆听，感悟这片土地的春秋，亦或是淮源始祖，亦
或为红色革命，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之感，正顺着这座城的
历史岁月浸染着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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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山主峰太白顶。据网络桐柏山主峰太白顶。据网络

近年来，广西梧州岑溪市把生态宜居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的关键，持续推进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建设了一批乡
村旅游新景点。图为广西梧州岑溪市归义镇暮秋金黄的稻田、
绿色果园、公路、乡村民居与绿水青山环抱相映成趣，构成一
幅美丽乡村画卷，美不胜收。

何华文摄（人民图片）

广西岑溪：

青山环抱 小村如画

服饰：五彩缤纷

行天下行天下

巴朗山垭口。据网络

图①非洲人的传统主食——
玉米与木薯。

图②突尼斯城市风光。
图③非洲女性传统服饰。
图④肯尼亚蒙内铁路当地的

员工。
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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