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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目的地·南澳

2014 年的时候，韩寒的《后会无期》直接把东
极岛带成了国内热门打卡地。人们不禁叹服，
韩寒挑选取景地的眼光确实够“毒”到。这次
的《四海》预告片，更是勾起人们对电影取景
地南澳岛的十足探索欲。目测是电影未播，取
景地先火的节奏。

014

从前慢，慢慢在南澳

032 038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农民画风靡以来，中国的农民开始在纸面上绘制出乡
土气息浓郁的绘画作品。近 70 年的时间里，中国各地的农村、牧区、渔岛、
社区的农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记录着最广大群众对于中国发展各个时
代的感受。

农民画：中国乡村里的毕加索

在“水八仙”中，茭白清淡爽脆，莲藕脆嫩鲜甜，水芹清香爽口，芡实
圆滑软糯，荸荠甜脆可口，莼菜丝柔滑顺，菱角香糯宜人，唯独茨菰如
同个性强烈的失意隐士，且不说味道微苦，还跟别的蔬菜合不来，若与
别的蔬菜同煮，茨菰反而更加清苦涩口。

有一种风味叫茨菰

农历三月十二，蒲庙的花婆节。五圣宫前，粥铺一开，长队十里，花婆施粥，
乡亲祈福，乐哉悠哉。在南宁蒲庙，花婆节既是求神祈福的日子，也是建圩、
开圩的重要时刻。蒲庙人尽皆知的“花婆”原是一位在河边卖粥的阿婆
的名字，如今则成为了一群热心且善良的阿婆们的代名词。

026

蒲庙花婆节，平凡慢生活里不止一个热心人

一生志在“问奇于名山大川”的明代旅游达人徐霞客，从 22 岁开始出游，
览遍名山大川。1637 年，徐霞客游历广西上林县时，已经 50 岁了。
他在《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四》中对上林大明山有多处描述：“遂
穿山腋而北，于是北行陂陀间，西望双峰峻极，氤氲云表者，大明山也。”

020

在大明山，等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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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泊岛 (Pulau Perhentian) 的英文名字中的
“Perhentian”在马来语中有“停泊”的意思，
顾名思义，这里就是一个让人停歇游憩的岛屿。
据说是因为在泰国人和马来人的贸易史中，停
泊岛就曾是一个专门让来往客船歇脚补给的岛
屿。

临海听风，时光停在停泊岛

东盟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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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城市 东盟文化

066

从西贡出发，我前往湄公河三角洲，前往柬埔寨海岸边的租借地，前往
女乞丐流浪的洞里萨湖，前往安娜的沙湾拿吉，我甚至沿着湄公河一路
向北，直到金三角地带。我乘船，沿着河岸走，走在季风雨里，也走在
旱季的干涸里，心里总是摆脱不了杜拉斯、扬和她的一家人。

杜拉斯的印迹，是这座城市在我心中的底色

072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南半岛上的缅甸不仅自然风光秀美，
而且人文积淀深厚，缅甸人非常崇敬佛教，全国各地大小寺庙随处可见，
其中尤以被誉为“佛教圣地”“万塔之城”的古城蒲甘为甚。当地可谓
佛影重重禅意浓，手指之处，必有浮屠，景色宜人，早晚皆美。

禅意蒲甘

广告索引

封 二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形象广告

扉 页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形象广告

P003       《中国—东盟博览》杂志订阅广告

P096        防城港市：国家边境旅游试验区形象广告

封 三        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形象广告

封 底        长城汽车销售（泰国）有限公司形象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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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姚古镇

广西贺州市的黄姚古镇，发祥于宋朝年间，有着近 1000 年

历史，依山傍水、清泉流淌、风光旖旎。因镇上以黄、姚两姓居多，

故名“黄姚”。 2007 年，黄姚古镇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三批“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古镇内 300 多间明清宅院，青砖黛瓦，飞檐

画栋。古街按九宫八卦阵势布局，一条主街延伸出 8 条弯弯曲曲

的街巷，均用青石板铺砌而成，虽历经沧桑，至今仍无丝毫松动，

街道平滑如镜。

图源：广西贺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行摄光影 Photo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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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林资源县的八角寨又名云台山，群山犹如鬼斧神工

般的天成，集险、峻、雄、奇、秀、幽于一身，不仅是徒步穿

越的最佳线路，也是一般游客可以轻松进入的旅游胜地，更是

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八角寨主峰海拔 814 米，因主峰有 8 个翘

角而得名，丹霞地貌分布范围 40 多平方公里，其发育丰富程

度及品位世界罕见，曾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

丹霞之一，被人们称为“丹霞之魂”。

摄影：肖云良

图源： 桂林丹霞八角寨景区

丹霞之魂

行摄光影 Photo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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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被誉为佛教的象征，佛教中的莲花，代表一种智慧

和觉悟的境界，即为“开悟”。生在淤泥里却能开出美丽明

净花朵的莲花，恰好和佛教不受尘世污染的愿望相一致。泰

国人拜祭神佛的鲜花，除了用常见的茉莉花骨朵串，还会用

莲花。而且礼佛用的莲花也有讲究：以未开放的白色花蕾为

佳，配以开放的荷花为饰，是泰国祭拜最为常用的上选之花。

摄影：Sutipond Somnam

图源：Flickr

莲花初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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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摄光影 Photo Gallery行摄光影 Photo Gallery

巴迪克是印尼特有的一种蜡染花布，也泛指用这种花布

制成的服装，颇具传统民族特色的蜡染服装被印尼人民视为

“国服”，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印尼将每周五定为“巴迪克日”，

在这一天，所有的政府人员、大公司员工都要穿巴迪克制成

的服装。2009 年，巴迪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摄影：Vichaya Chatikavanij

图源：Flickr

巴迪克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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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林涵

4 月的热搜那么多，看过各式各样的“瓜”后，

还是有一个热搜内容勾起了不少人的期待，那就是

沉寂了 7 年的韩寒终于带着他的新片《四海》强势

回归，而影片也已定档，将在 2022 年春节大年初

二上映。

2014 年的时候，韩寒的《后会无期》直接把

东极岛带成了国内热门打卡地。人们不禁叹服，韩

寒挑选取景地的眼光确实够“毒”到。这次的《四海》

预告片，更是勾起人们对电影取景地南澳岛的十足

探索欲。目测是电影未播，取景地先火的节奏。

015014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中国旅游目的地·南澳 Tourist Destination in China: Nan'ao



■ （图源： Flickr， 摄影：Li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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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海中慢城

“南澳岛在哪？”

“韩寒为何选中这座小岛？”

是时候跨过长长的南澳大桥，到南澳慢慢走一走了。

广东共有 1963 个海岛，南澳是唯一的海岛县份，广东

人对南澳情有独钟。用广东人的话说就是，世界那么大，不

知道去哪的时候，去南澳就对了。南澳有你想体验的一切海

岛风情，而且，比起三亚等海岛来，这里未经过度的商业开发，

那种能够吸引人的景语皆能够在不知不觉中转化成让你轻叹

的情语。 

“东方夏威夷”“国内小塞班”“广东马尔代夫”，是

人们冠予这座宝藏海岛的美誉。而“治愈”则是来过的人们

对它“疗效”的充分肯定。南澳能够治愈远道而来的人儿，“药

方”无非一个“慢”字。

或许是因为南澳岛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让其在深圳、

汕头飞速发展的几十年里，安静地自我发展着。交通的相对

闭塞，使其发展没能在第一时间跑进深圳或者汕头的梯队里。

然而，也正是如此，南澳自带一层怀旧滤镜，时间仿佛停留

在了深圳几十年前渔村的模样。

在这里慢慢吹海风，慢慢喝茶聊天，慢慢看夜景仿佛才

是打开南澳岛的唯一正确方式。和广东其他地方一样，南澳

人经常把“食茶”挂在嘴边，饭可以一天不吃，但不可一日

无茶。叹工夫茶是每家每户的日常，晨起早茶、午后下午茶，

家里、海边、渔船上亦是随处可见的工夫茶。对于那些寻求

快节奏娱乐方式的人来说，南澳并不是合适的选择，若冲着

这样的目的去，你会觉得这里乏善可陈。

汪曾祺先生说：“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

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的

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

之乐趣。” 在南澳，怎能不去逛逛那鲜活的海鲜市场。每个

城市都有着一处富有烟火气息的地方，对南澳岛而言，南澳

的各大菜市场，有着最本土的风貌。

世间美食，一半来自山野，一半来自海洋。所以有人说，

■ （摄影：小小牛） ■ （摄影：Jason走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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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菜市场可以包治各种食欲不振。在南澳，最具市井气息的菜市场里，不论是刚摘下

的蔬菜，还是鳞片还发着光的海鲜，当你穿梭其中，不管有什么烦恼和疲劳，在这熙

熙攘攘的气息当中，无不散发着十足的烟火气，亦是可以瞬间汲取到热气和新的希望

的吧。

环岛自驾，处处浪漫

南澳环岛路，被誉为粤东最美环岛公路。南澳岛的最佳玩法就是来一次随心所欲的

环岛自驾。广东最长的跨海大桥——南澳大桥，全长 11.08 千米，20 分钟的车程带你从

潮汕的怀旧一秒切换到海岛度假模式。通过南澳大桥，入岛后直接向右拐，亮眼的长山

尾灯塔所在的启航广场便是南澳环海路的起点。

环海路大部分路段都不能掉头，全程上坡下坡，弯道众多。所以岛上贴心地设置了

许多可供停车的观景平台，绝美的日出，阳光下波纹粼粼的海，聚聚散散的云海，闪烁

而迷离的渔火……随便找一处拍照，都是刷爆朋友圈的风光大片。

其实，在太过于悠闲的地方，并不用特地去什么景点，蜿蜒的环海公路将山海隔离，

一半是山，一半是海，穿梭其间，所有关于旅行的想象，在此刻都可以得到一一满足。

你不知道在哪一个弯道之后，就能邂逅一整片绵延不绝、美到让人惊叹的礁石海湾。

“东方夏威夷”“国内小塞班”“广东马
尔代夫”，是人们冠予这座宝藏海岛的美
誉。而“治愈”则是来过的人们对它“疗效”
的充分肯定。南澳能够治愈远道而来的人
儿，“药方”无非一个“慢”字。

017016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南澳大桥过路费 96 元 / 车。
最美环岛公路线路：启航广场
→钱澳湾灯塔 →云澳渔港→
三囱崖灯塔→青澳湾

除了汽车自驾，还可以租一辆
共享单车，沿着环岛路一直骑
行，微风吹拂，瞬间入戏台湾
小清新电影。

上岛攻略

TIPS



风车与灯塔，宫崎骏漫画里的浪漫

宫崎骏动画里迷人的温暖，总是让人忍不住一再重温。南澳岛的风车海洋把漫画变为现实，

在这座小岛上就能完成一场从现实到童话的穿越。

蛴仔澎风车有“亚洲第一岛屿风电场”的美称，弯弯曲曲的山路直通山顶，一路的风车绵

延成海，每一座都美得让人忍不住驻足观望。站在巨大的风车下，抬头仰望，“国家超级工程”

的尺寸足够令人震撼。氤氲的雾气瞬间让整个山海迷离起来，有进入北欧秘境的错觉。蛴仔澎

最出名的拍照机位当属 42 号风车观景台，按下快门，你就是朋友圈里最亮眼的那一个。

除了风车海，南澳岛的灯塔也是不可错过的景观。红色的长山尾灯塔位于前轮渡码头的启

航广场，它是岛上唯一能看到不远处连绵的南澳大桥的灯塔。钱澳湾灯塔则是南澳的海洋观测站，

纯白色的灯塔点缀在浅蓝色的海上，有着异常和谐的美感。粉色的三囱崖灯塔是岛上最大的灯

塔，细长高耸的造型非常显眼，是岛上地标建筑之一，非常上镜。三囱崖灯塔立在东南半潮礁上，

犹如等待归航的老者，静看这潮水涨落，守护着船只安全。

日出日落，潮涨潮退，人生海海

在青澳湾等待第一缕晨曦，在金银岛完成落日送别，经历北回归线的一次轮回，是上岛必

做的事情之一。

青澳湾是一个长约 1.8 公里月眉形海湾，是岛上观赏日出的最佳地点之一。迎着海风，静静

■ 等待归航■ 南澳岛灯塔（摄影： 8号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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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澄黄的太阳从海平面升起，是宁愿凌晨就早起也不愿错过的心心念念。松软绵细的沙子是南澳岛的

特色，浅海滩的镜面倒影静美无比。在沙滩上悠闲散步，看远处的风车徐徐转动，海上的船只若隐若现，

远了，近了，世界也静了。

金银岛是央视《南澳岛寻宝》专题片的拍摄地之一。传说，明朝时期的大海盗吴平，在明朝廷不断

围剿下，将十几年来搜刮来的宝物，藏在了南澳的“金银岛”上。据传他将这些金银用 18 个大罐子装

好，分别藏在岛上的 18 个地方。后来，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九瓮十八缸，一缸连一缸，谁人得的着，

铺路到潮州。不过，宝藏的传说是否属实，仍是个历史谜团。

金银岛的东北角一带，游客较少涉足，少了一份熙攘，多了一份清静。这里还保留南澳原始的生蚝

养殖业和渔村生态，放眼望去，蔚为壮观，自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渔民们采用“延绳式养殖”技术，

用 PET 环保可降解材料当浮具，在粗绳串上挂牡蛎，垂钓入海可深达 3 米。 

云澳渔港是广东最大渔港，属于国家级中心渔港。两条长长的沿海堤坝将生活隔成了两种境界。一

边是排列着整齐船只的温馨避风港。爬上堤坝后，又是一片海阔天空，外头就是一望无垠的茫茫汪洋，

每天目送千百只渔船离港。

伫立在海中堤坝上，遗世独立之感会油然而生，或远眺或发呆，感受人生海海。远眺的大海上渔船

点点，恍如此刻身处在世界的尽头。

这里还保留南澳原始的生蚝养殖业和渔村
生态，放眼望去，蔚为壮观，自成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渔民们采用“延绳式养殖”
技术，用 PET 环保可降解材料当浮具，在
粗绳串上挂牡蛎，垂钓入海可深达 3 米。

■ 南澳风光（摄影：大黄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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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林涵

一生志在“问奇于名山大川”的明代旅游达人徐霞

客，从 22 岁开始出游，览遍名山大川。1637 年，徐

霞客游历广西上林县时，已经 50 岁了。他在《徐霞客

游记·粤西游日记四》中对上林大明山有多处描述：“遂

穿山腋而北，于是北行陂陀间，西望双峰峻极，氤氲云

表者，大明山也。”

这是徐霞客与大明山打的第一次照面，别过大明山，

进入上林，徐霞客在这里停留了 54 天，是其在广西境

内驻留最久之地，留下了近 1.4 万字的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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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山晨光点雪（图源：南宁市文广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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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山冰凌（图源：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管委会，摄影：陈大华）

■ 大明山灯笼花开（摄影：陆雯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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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山景，人间仙境

“春之花，夏之瀑，秋之云，冬之雪”是大明山四季景观的缩影。

春天里，去大明山上赏花，灯笼花、杜鹃花，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每年的 3 月初，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灯笼花就开始

悄悄绽放，并从大明山的摄影迷们的朋友圈，开到了寻找春天的每个

人心里。大明山的春天就这样，如同一阵微醺的风，来到我们身边，

还带着五颜六色的惊艳。

而在常年无雪的桂中、桂南地区，作为桂中最高点的大明山满足

了广西人对雪的所有期盼。大明山上水汽充足，加上进入冬季后气温

低于零度，一夜之间“雾凇”美景降临山间，开启了仙境模式，银装

素裹的雾凇装点了整片山岚。

春天到大明山拍摄山花，冬天拍雾凇，是摄影爱好者李理每年上

山的必做事情。在他看来，大明山仿佛有着某种魔力，吸引着自己一

去再去。那些精灵般的山花，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那清澈如琉

璃的冰凌，不染半点尘埃。在他眼中，“大明山每一座青山都妩媚，

每一棵树都繁华，每一片云海都壮阔非凡，每个季节都是静好的模样。”

而大明山上有多少条瀑布？没人能给出确切的数字。山中树林密

布，流水成瀑，旱季雨季交替，时有时无、大大小小的瀑布并不能详记。

在大明山风景区，按路标指示前行，便进入大明山原始森林区，

远远可听到大樟瀑布轰鸣的水声。大樟瀑布水源出自六毛峰，流下后

与一线天瀑布之水相汇于东春河。落差有 30 多米的一线天瀑布，犹

如一幕壮丽的水帘挂在山腰间，远观，近听，山野间美景驱散了一路

的疲惫。

四季山景旖旎，负氧离子爆棚。大明山中的负氧离子含量 7.6 万

个 /m
3
，这是什么概念？一般而言，多数城市的负氧离子含量为 200

个 /m
3
，而在大明山里，可以说，每一口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

可谓山中一日，胜却城中无数。

大明山地处南宁北部，距南宁市区约 70 公里，北回归线从中部
穿过。主峰龙头山海拔 1785 米，位于上林县境内，是广西中西部的
最高点。

大明山是北回归线上的绿色明珠，动植物资源丰富，分布有原始
森林、多种珍稀生物、特有物种及古老的地层，含氧量极高，是原生
态氧吧、养生名山，也是一个巨大的自然生物宝库。

tips

01

02

■ 山中瀑布（图源：大明山风景旅游区管委会，摄影：宁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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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深处有人家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总有那么一瞬间有着想逃离城市

的冲动。与首府城市南宁仅 1 个小时车程的大明山，将这一

瞬间的“冲动”化成了现实。

大明山中的民宿，让到来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山中住

了下来。

大明山上有多少个民宿，没人说得清。在山中、山脚建

起各式风格的民宿酒店，也是近几年来的事。各路资本对大

明山民宿的热衷，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大明山这座“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富矿的核心魅力。大明山山水风光的加持，

让这些各式民宿在网络传播时代迅速走红，归田园、休闲养

生仿佛有了一个天时地利的载体。

位于大明山山腰海拔 500 多米处的下水源，不知道惊艳

了多少个初见它的人。远山如黛，林木郁郁葱葱，山里人家依

山而建。远远望去，岭南风格的小楼错落有致地散落于山间林

中，颇像西藏的布达拉宫，堪称大明山最早出圈的网红始祖。

■  下水源乡村旅游区（小布达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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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神仙之地，自然成了大明山民宿的重要聚集地。如今，下水源的民宿有 30 多家，声名在外。

这些建于山中谷涧的民居多以自然环境为基础，倚靠山腰，有的以大石头作为地基，有的则建在坚硬的

钢筋水泥上，多数楼房造型奇巧，富有壮族民居特色。

与下水源一山之隔的马槽庄，民宿众多，山语别院、归来耕读和紫云山庄更是热度非凡。沿着曲曲

折折的山道，爬上海拔 400 多米的马槽庄，四周是无尽的林海，山腰是飘浮的云烟。林中山野，野花芬芳，

鸟声清脆。山下的村庄、河流、原野，远方的喀斯特峰林，尽收眼底。身处这山中，遗世独立。静等清

风徐来，山仿佛还是那座山，又仿佛不再是那座山了。 

择山中一民宿住下，推开一扇窗，山上的似锦繁花，忽然就跳到了眼前，美好之感直抵人心。曾听

一位每年都会在大明山民宿住上一段时间的资深驴友说：“关于旅行，我不追求什么新奇特，就是很喜

欢山里的慢生活。哪怕是下雨，打着伞坐在雨里，静静地看这大明山的朦胧烟雨，感觉整个世界都是属

于自己的，又觉得整个世界都与己无关。”

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其实，时光有限，不应来日方长。一个地方最美的季节，是你决定出发并抵达

的季节。大明山，也是如此的吧。

约在明代前期，大明山称大鸣山。因当时人们观察大明山“每岁秋烟云郁积，内有声，似风非风，
似雨非雨，似雷非雷，似波涛非波涛，或三日或旬日乃止，名曰大鸣”，故称之为大鸣山。tips

■ 大明山日出（图源：南宁市文广旅局，摄影：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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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冯慧宁

农历三月十二，蒲庙的花婆节。五圣宫前，粥铺一开，长

队十里，花婆施粥，乡亲祈福，乐哉悠哉。

传说，花婆是壮族的儿童守护神，专管赐花送子之事，在

南宁蒲庙，花婆节既是求神祈福的日子，也是建圩、开圩的重

要时刻。蒲庙人尽皆知的“花婆”原是一位在河边卖粥的阿婆

的名字，如今则成为了一群热心且善良的阿婆们的代名词。

清李调元的《南越笔记》中记载：“越人祈子，必于花王

圣母，有祝辞云：‘白花男，红花女。’故婚夕亲戚皆往送花，

盖取诗‘花如桃李’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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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很忙，蒲庙很慢

穿过南宁高楼耸立的五象新区，沿途的房子越来越低矮，

那些属于国际大都市的繁华被八尺江桥抛在脑后。蒲庙，好

像被加上了属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滤镜，生活节奏随之变慢。

车子绕进了蒲庙的街巷，最终停在一座老旧的汽修厂旁，

花婆节第四代传承人张月珍的八尺江民俗文化工作室就开在

这里。工作室不大，十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坐着五六个正在

忙碌的阿姨们。她们扯布、印符、做水灯，有条不紊地为明

天的花婆节活动做准备。我们迷茫地站在门外，好奇地向内

张望，一位阿姨看见背着摄影器材的我们，指着门外穿着藏

蓝色改良壮服、正在打电话的人热情地说：“你们是来找她

的吧，她就是张月珍，我们蒲庙花婆节活动的总指挥。”

话音未落，张月珍挂了电话向我们走来并干脆利落地说

道：“我们今天有些忙，一会要去五圣宫为明天做最后的准备，

我先带你们去吃一碗蒲庙生榨米粉。”此时，正是早上九点，

十几公里外的南宁主城区里正在经历着最繁忙、最焦躁的通

勤时段，而蒲庙人的一天才慢慢悠悠地从一碗生榨米粉开始。

和大多数蒲庙人一样，张月珍土生土长在蒲庙，对于外

界给蒲庙贴的种种标签——生榨米粉、五圣宫、花婆节、蒲

庙圩日等等都了如指掌。

蒲庙镇花婆节，始于清朝雍正九年（1731 年）。
2019 年，“蒲庙花婆节”入选第七批广西壮族自治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Tips

■ 五圣宫前，粥铺一开，长队十里，花婆施粥，乡亲祈福（摄影：韦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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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卖粥的蒲庙阿婆

蒲庙的圩要从一位阿婆的故事说起。

当地人说：“没有花婆，可能就没有蒲庙。” 蒲庙，在当地

方言中是“婆庙”的谐音。在第四代花婆节传承人张月珍的回忆里，

花婆节是一种根植蒲庙人记忆深处的情怀。“小时候，妈妈带我

们出来吃花婆粥时，就听到老人们说花婆的故事，故事中一个阿

婆在五圣宫的对面卖粥，在生活不富裕、饥寒交迫的年代，阿婆

不管路人有没有钱，只要到她的粥摊前，都会让他吃到一碗粥。

人们吃了她的粥，生活就会顺遂起来。”

张月珍曾是依着邕江生活的疍家人，每到圩日时，她的母亲

就会带家人下船赶着热闹的蒲庙圩日。她说：“如今的南宁邕宁

区仍是邕宁县之时，所管辖的 21 个乡镇上的百姓都喜欢来我们蒲

庙赶集。”

在蒲庙，似乎人人都知道这位阿婆的故事，人们都说，因为

卖粥阿婆的存在，大家才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久而久之，形

成三日一圩。

蒲庙民间流传的阿婆故事在史书中也有所记载，“蒲庙自清

雍正九年（1731 年）建圩，明清时期，蒲庙一带盛产优质蔗糖，

地方官员多到此地挑选上好的白糖进贡朝廷，远近糖商慕名前来

收购，因八尺江水浅，商船改泊蛮瘴麓（蒲庙旧称），从此，蛮

瘴麓的大榕树下便有人设摊卖粥。其中就有一位慈祥的阿婆，以

赠粥接济穷人而远近闻名，阿婆死后乡亲们立庙纪念她，名为‘阿

婆庙’，蒲庙圩也因此得名。”

蒲庙人的花婆精神

自花婆卖粥至今，蒲庙已建圩 290 周年。人们虽已不记得卖

粥的阿婆是何模样，也不知她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只是记得

她头上爱戴鲜花，因此人们便唤她“花婆”，并将建圩之日作为

纪念花婆的日子。

节前的五圣宫门前摆了两张小桌子，桌子前的红布上写了三

个字“募捐处”。自花婆节前一个多月起，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关门，

募捐处前时不时都有人拿钱、拿米来捐赠，捐了东西的人总会和

帮忙募捐的婆婆们叨叨几句家常，整体氛围仿佛像是在参加某家

亲戚的喜事，正在随份子，只不过正在办喜事的主角，是蒲庙。

为了办好花婆节的活动，蒲庙人群策群力。若是不富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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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便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若是日常事务繁忙，便心怀挂念，路过时前

来讨一碗粥喝。即使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也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做一些扫地、洗碗之类的善事。

自 1985 年便开始从商的张月珍，曾从事过美容美发、汽车、电子

产品等很多行业，商海纵横多年，丰富的经商经历，让她在蒲庙广结善缘，

并成为了蒲庙商会的会长。花婆节几度将近式微之时，一位七十有余的“花

婆”杨桂英带着一批老街坊登了张家的门，希望张月珍能出面联合蒲庙

各方的力量，再次将节庆办起来。

张月珍年轻之时也曾因家中俗事缠身，到过花婆庙诚心求福，自小在

花婆的精神下长大的她，也耳濡目染了不少花婆们以善报善的事情，她被

老人家们的花婆精神所感动，便决定接手牵头将花婆节再次操办起来。

怀揣街坊们的期望，张月珍从 2007 年开始，就挑起了保护和传承

花婆的民俗文化重任，她关掉了自己在其他行业的生意，成立起了八尺

江民俗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和一些同样有心做善事的人们一起，将花婆

节一年又一年地办下去。

张月珍找来了广西工艺美术大师梁红，梁红也是蒲庙人，退休之后，

一直热衷于家乡的文化建设，他和张月珍一起以人们口耳相传的花婆民

间故事为蓝本，设计出一个和蔼可亲、头戴鲜花、笑口常开的花婆形象。

他们自掏腰包，以造价上千的价格，雕刻出十几个木制的花婆大头，并

编排了花婆舞、送福粥等活动。

花婆施粥

集众人之力 , 成众人之事，花婆节每年所筹到的款项都不一样，活

动经费决定活动规模。今年的花婆节，第一批筹款已有一千多人参与其中，

但张月珍和其他“花婆”们还是没有筹到游行活动额外需要的 15 万元

安保费用，办不成游行活动，张月珍和“花婆”们决定将游行活动缩小

规模，简单地热闹一下。虽然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办不成，但张月珍和“花

婆”们一致认为送福粥活动必须坚持办下去。

为了每年农历三月十二和十三日的花婆施粥活动，蒲庙百姓早早在

数月前就开始从自家的米缸里拿出部分大米倒入五圣宫的集米缸。到了

施粥当日，数个巨大的柴火锅一起开锅，从早上六点开始将募集到的上

千斤百家米分多次熬煮成粥，这一开锅几乎就要熬到晚上 9 点，灶里的

火才会熄灭。

施粥当天早上 8 点，熬了两个小时的百家米粥开始派发，方圆百里

的群众已早早地排在五圣宫门前， “花婆粥，滚碌碌，慢慢食，都有福……”

五圣宫前，花婆粥歌已不知循环了多少遍。第一碗滚烫烫的花婆粥也不

■ 花婆粥，滚碌碌，慢慢食，都有福

■ 点燃花婆水灯（摄影：韦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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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入了谁人的胃，而此时的蒲庙大街小巷尽是米香、粥香。

工作日的上班时间，施粥处大多是身体硬朗的老人们依

序排着队，排到花婆跟前，接过一碗粥，道上一声谢，便端

着粥到一旁慢慢地喝。若是带着牙牙学语孙辈的老人们，则

先将绵密的花婆粥一口又一口地喂给孩子吃。若是独自前来

的老人们，兴许还会带上打包碗，将这份粥福带回家与亲人

共食共享。中午时分，下班途经的人们也来排上了队，放学

的孩子哼着花婆的歌谣，也排上了队，队伍越来越长，正如

夜晚的花婆水灯，载着蒲庙人对幸福的期盼漂得越来越远。

讨一朵花，祈一份福

蒲庙人的花婆信仰一部分源于卖粥阿婆的故事，另一部

分在民俗学家看来则同样是源于南宁壮族先民对“花”图腾

崇拜的遗风。南宁壮族先民认为花是万物之源，在此观念影

响下，人们崇拜花，并将其奉为生育神。

花婆信仰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得以传承至今，早已形成鲜

明的地域特色。在广西西北部，旧时，家家户户均设置“敬

祀花婆先师之神位”供奉，每年二月初二，花婆诞辰之日，

壮民便会到河边架一根竹子或木条，上悬红线、红纸，谓之

“红桥”，请花婆沿红桥过河到其家，赐予他们子嗣，保佑

子女健康。柳江一带，壮族小孩诞生后，也曾流行“拜花婆”

的习俗，在当地的歌谣中，可爱的宝宝原本是花婆家所种神

花的花朵，不曾轻易降临人间，人们便以“架桥”仪式求福，

以期让这些珍贵的花朵来到平凡百姓家。

“每年花婆节，来五圣宫祈福的人，有些也会向花婆讨

一朵花，有些讨白花，有些讨红花，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

如今白花红花讨的人几乎一样多。”在张月珍的言语中可见，

对于蒲庙人来说，花所代表的意义里求子信念早已不再那么

强烈，人们更多的是祈一份护佑孩童健康长大的福气。

离开蒲庙前，忙了一上午的张月珍带我们去吃了一碗生

榨米粉，她熟络地和米粉店的老板打着招呼，我们看见，老

板的收银柜台前摆着一对花婆雕塑，这是张月珍工作室正在

卖的，也是由梁红大师设计的文创产品。老板看见我们关注

的目光笑着介绍着：“这位亲切的阿婆代表了我们蒲庙，相

信她的和善温柔，也会给我们家带来福气和财运。所有蒲庙

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大家都是从心底里爱花婆的，我也是。”

031030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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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画：
中国乡村里的
毕加索

1957 年的夏天，江苏邳县陈楼乡农民张友荣

为饲养员克扣料粮的事情，在山墙上用锅灰画了

一幅题为“老牛告状”的漫画，后来县领导们认

为这件事情可以作为做好思想工作的新鲜事物而

大力推广。从那时起，邳县形成了“城乡户户五

颜六色，村村壁画满墙”的局面。

1958 年，《人民日报》刊发了邳县第一个实

现壁画县的宣传报道，周恩来总理批示：“邳县

画得好！”从此邳县农民画普及全国，“农民画”

一词也应运而生。“老牛告状”成为中国第一幅

农民画，在那个大力提倡思想解放，敢想敢干的

年代，“人人当诗人，个个当画家”的口号风靡

大江南北。



■ 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旧州大队美术组，自1959年成立以来，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绘画活动。
     村头村尾到处可以看到反映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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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画文化装点大美新疆（摄影：王菲，图源：新华社）

035034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文化中国 Culture of China



■ 石家庄辛集农民画源远流长。早在明清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有绘画、
     刺绣、切割、编织等传统

035034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东方毕加索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农民画风靡以来，中国的农民开始从民间自印的纸马、门画、神像

元素以及炕头、灶头、房屋山墙和檐角绘制的吉祥图画中汲取艺术元素，在纸面上绘制出

乡土气息浓郁的绘画作品。不同的地域民俗风情和地理人文，在中国逐渐形成了陕西宜君、

南京六合、安徽萧县、西安鄠邑、新疆鄯善、延安安塞等风格独特的农民画乡。近 70 年的

时间里，中国各地的农村、牧区、渔岛、社区的农民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记录着广大群众

对于中国各个时代发展的感受。

农民是中国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代表。在封建社会，靠天吃饭，靠自然耕耘收获一

亩三分地的农民，时常因天灾人祸以及封建制度的摧残，陷入极端贫苦和穷困的境地。但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是中国大地上最了解自然与生活的人，最乐观向上、最饱经风霜

而百折不挠的人。

千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在平凡的三餐四季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识、

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情感表达欲，当绘画走入农民的生活之后，用笔墨、色彩的创作就

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一种蓬勃生长的爱好，农民的笔触不似学院派的作品那样讲究技法，

却重在表现平凡生活里的真实。

在吉林东丰县一带的农民，冬天无法到地里干活，闲来无事便找来五颜六色的纸，画

些花草或是小动物。画里尽是浓郁的北国风情，色彩鲜艳夺目。

在黑龙江省绥棱县，农民画诞生于北大荒，盛产木材的绥棱，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家家在打制箱柜后，都习惯找来当地的“名”画匠，在柜上画木纹、四季花，写福字，这

些画匠便是当时的农民画作者，木制家具上的花也就成为绥棱农民画的雏形。

在浙江秀洲，农民画里则充分抒发了作者们对江南水乡农民劳动的赞美，对火热生活

的讴歌，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新景观。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中国的乡村里以

农民画作为爱好的农民也在时代的发展中得到了不一样的物质回报。



■ 户县农民画（摄影：Elizab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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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户县：“八大怪”是农民的艺术人生

1933 年出生的李凤兰是一位户县的农民画家，李凤兰

年轻时就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巧媳妇”，自小受母亲熏陶的

她，喜欢剪纸和绘画，不仅把自家窗户用剪纸贴得花花绿绿，

还常为村里人结婚、孩子满月、年节喜庆活动等剪剪画画。

1958 年，李凤兰在家里人的支持下，背起铺盖，步行到 30

多里外的甘峪口参加了县里举办的绘画训练班。一个多月的

培训期间，李凤兰白天和年轻小伙子一起在水库背石头、打

炮眼，晚上在油灯下构图作画，时常手冻得连笔都握不住，

却也坚持画到半夜。

饿了啃一口冰馍，渴了捧一把白雪，再苦的生活和生产

工作都没有让李凤兰放下画笔。20 世纪 70 年代，李凤兰画

下了一幅叫做《春锄》的农民画，画中，她用斜飞的春燕表

达了开耕的欢快心境，这幅画进京展出后一炮走红，成为户

县农民画及李凤兰本人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李凤兰的农民画

事业走向了巅峰，自此多次受邀出访越南、日本，并举办个

陕西户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农民画孕育于传统的剪纸、刺绣等民间艺术，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从 70 年代开始，
不断地提高、创新、升华、成熟，逐步走出户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全国影响力最大的农民画乡之一，被视为中国农
村文化建设的典型。1988 年，户县正式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TIPS

人画展，达到了一般民间艺人难以企及的政治和艺术高度。

女儿沈英霞长大后，对自小生活的黄土高坡也产生了深

厚的感情，她和母亲李凤兰一起，用农民自己的画笔来描绘

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人，绘画农民生活。她们以农村广阔天

地下的自然风光为背景，从陕西剪纸、刺绣中汲取特点，时

常以“陕西八大怪”为题材进行创作。“老婆帕帕头上戴，

家家房子半边盖，板凳不坐蹲起来，面条宽得像裤带，锅盔

大得赛锅盖，油泼辣子一道菜，秦腔大戏吼起来，姑娘一般

不对外。”民谣里唱的八大怪即是接地气的陕西乡土文化，

也是李凤兰、沈英霞那样的几代户县农民画中喜闻乐见的创

作题材。

进入 21 世纪，户县农民画作者队伍数以千计，这些农

民画家扎根民间，表达着不同时期北方农民热爱生命、热爱

生活的真实感受，以及积极向上、追求幸福、全面建设农村

小康社会的精神风貌，成为民间绘画领域的一枝奇葩。户县

农民画也逐渐走出曾经狭小的天地，走出关中，将陕西文化

漂洋过海，推向世界。



■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乡侗族农民画基地，画家杨共国正在指导几名学
     生学习农民画技艺

■ 侗乡的孩子听三江侗族农民画画家讲画中的构思和色彩，展现侗族多
     姿多彩的民风民俗和田园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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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独峒镇是侗族农民画的发源地和传承地，2002
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命名为“广西民间艺术特色之
乡”，2008 年荣获国家文化部“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美称。2012 年，侗族农民画被列入广西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广西侗族农民画扎根于深厚的侗族文化
土壤，蕴含着浓郁的侗家风情，特色鲜明的侗族题材、
夸张多变的造型、纯朴梦幻的色彩，造就了其独特
的艺术内涵。

广西侗寨：农民画里有着未来的期望

鼓楼、风雨桥、侗族多耶、百家宴……这些浓郁抢眼的

侗乡风情在三江侗族农民画上就是最浓墨重彩、最具地域文

化特色的元素。2016 年，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镇

独峒村的杨庆宜接到了他的第一笔农民画订单，他将这些侗

乡风情画到了订单的画上，这张订单则让他挣到了 1.6 万元。

从小右手残疾的杨庆宜，用左手画了 30 多年的农民画。

30 年前，县文化馆的老师见他右手残疾，但很喜欢画画，

就培养他用左手学习侗族农民画。杨庆宜在学侗族农民画的

过程中，经常观察乡里乡亲的日常生活，他看到村民上山犁

田、洗衣织布等生产劳动的场景、百家宴、“月也”等节日

的喜庆场面，都会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来。他白天上山干农活，

晚上就在家画画。但让杨庆宜没想到的是，30 年后，他也

能靠着农民画挣到了好多个 1.6 万元，并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

在独峒镇，如今侗族农民画家群体每月人均绘画收入能

达到 3000 元，侗族农民画产业也成为了独峒镇农民增收的

重要渠道之一。

“我们村里人不会打牌，也不懂麻将是什么。但是我们

喜欢画画，平时干农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情景，我们想到什么

就画什么。”问及独峒镇村民为什么喜欢农民画，他们的回

答总是这样自然且单纯。杨庆宜带有将近 25 个学生在学习

农民画创作，且还会不定期开班教学校里的孩子们画农民画。

但他所教的学生里，大都是来自独峒村的贫困户，有的正在

读小学，有的是中年家庭妇女，她们在闲暇之余聚集在杨庆

宜家里，由杨庆宜免费提供笔墨纸张，教她们学习农民画创

作。而这些普通侗族农民们的画作也被收藏到三江侗画博物

馆里，有些被开发成簸箕画、服饰、扇子、布艺、十字绣、

粘画、手机壳等文创产品出现在各大电商平台上。

从陕西到广西，农民们都在用色彩最饱满、技巧最简

单、情感最热烈的农民画记录着中国社会每个时代不同的文

化、生活、科技的发展。而中国的大江南北，像李凤兰、杨

庆宜一样用画笔创造出农民新人生、新生活的人还有很多很

多……



●撰文 / 王伟

生活在江南的人福气匪浅，

既坐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

江水绿如蓝”的良辰美景，又享

有“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

鳜鱼肥”的丰饶物产，就连郊外

野塘也不甘落寞，自有“水八仙”

飨客——茭白、莲藕、水芹、芡实、

茨菰、荸荠、莼菜、菱角。有老

天眷顾，江南人当然有底气不时

不食，有道是：春季荸荠夏时藕，

秋末茨菰冬芹菜，三到十月茭白

鲜，水生四季有蔬菜。

在“水八仙”中，茭白清淡

爽脆，莲藕脆嫩鲜甜，水芹清香

爽口，芡实圆滑软糯，荸荠甜脆

可口，莼菜丝柔滑顺，菱角香糯

宜人，唯独茨菰如同个性强烈的

失意隐士，且不说味道微苦，还

跟别的蔬菜合不来，若与别的蔬

菜同煮，茨菰反而更加清苦涩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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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上餐桌，亦能零食

茨菰肉质沙绵，粉中带涩，涩里泛苦，苦外存甘，滋味繁复，接茬递进，而且茨

菰无论烹煮多久，自始至终有模有样，不会像南瓜、土豆之流糜烂如泥。聪慧的江南

人深得食材驾驭之道，当然有办法扬长避短，将茨菰的长处发挥至淋漓尽致。

茨菰可以爆炒、红烧，也可以煮汤。不管采用什么烧法，都会诠释茨菰是“嫌贫爱富”

的富贵菜。原因无他，茨菰是“瘦物”，其苦涩唯有动物油脂和高温方能驯服。然而，

茨菰搭配何种肉食也大有讲究：家禽和鱼虾之类的白肉鲜美有加，有弄巧成拙之虞；

牛肉味道浓烈，却与茨菰背道而行；羊肉虽能祛除苦涩，但茨菰会反过来吸收羊膻味，

呈现难以名状的酸不拉几味；最是猪肉与茨菰相得益彰，取长补短，招牌菜肴莫过于

浓油赤酱的茨菰烧肉。

江南人心思精致细密，煮饭烧菜也概不例外，茨菰要选黄皮白肉多汁的“苏州黄”，

猪肉要用五花三层的肋条肉（俗称五花肉），且茨菰与五花肉数量以四六开搭配为宜，

茨菰增之一分则会喧宾夺主，减之一分则会平淡无奇。

烹饪时，将五花肉切成块状，焯水去除血污和肉腥味，再将茨菰劈成两半，一同

投入铁锅，加清水、黄酒、老抽、酸梅、陈皮、葱姜、八角、桂皮，大火煮开后改用

中火焖至猪肉酥烂，待茨菰吸入肉汁，再加砂糖翻炒至汤浓粘稠，便可出锅装盘。

酱红的五花肉沁入茨菰的清香，少了几分油腻，香醇厚实，滑嫩弹牙。黄白的茨

菰吃透肉汁，粉糯丰腴，颇有嚼头和劲道，若隐若现的苦涩忽略不计，“味之精微，

口不能言也”。

当然，茨菰并非离开猪肉就不能出彩，外脆里嫩的拔丝茨菰便是一例。将茨菰洗

净去皮去顶芽，滚刀切块敷上菱粉，再将蛋清与菱粉搅拌成糊，接着茨菰块从蛋清糊

中滚过，复又敷上菱粉，入锅炸至金黄色捞出冷却。在锅内倒入色拉油、砂糖，用小

火熬制并不断搅动，砂糖融化成糖浆，待能拔出丝时，立即将茨菰块倒入翻炒，边翻

■ 红烧肉炖茨菰 （来源：钰儿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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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中国 Unique Features of China

似如意，旧时民间为了讨口彩，全家团圆的年夜饭自然少不

了它。过年祭灶神要供奉饴糖，茨菰和荸荠也是必备之物，

谐音为“自顾不及”，寓意灶神吃了之后，就没空在玉皇大

帝面前说人间的坏话。

“茨菰叶烂别西湾 , 莲子花开不见还。”作为适应性极

强的水生植物，茨菰从中国东北到越南都有分布，并非江南

水乡专有的乡土农产。然而，茨菰又是孤独的，除了江南和

广东，其他地方把茨菰当做食材的并不多见。

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中说过：“茨菰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他又在《咸菜茨菰汤》里提到，自

己小时候对茨菰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真难吃。

有一年到沈从文家去拜年时留饭，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菰

肉片，沈从文吃了两片茨菰，说：“这个好！‘格’比土豆高。”

茨菰苦，乡情更苦，因为久违，汪曾祺在京城的黄昏中倍加

想念家乡的茨菰。北方人不识茨菰，汪曾祺去菜市场买茨菰，

总有人问他买的是什么，答称茨菰，又问茨菰是什么，“这

可不好回答”。

只有江南人心领神会，这是一种滋味，叫做茨菰。年轻

人喜欢甜，老年人更爱忆苦。茨菰之味，不是人人欣赏，欣

赏之人也非从一开始就钟情，只有人到中年才会开始慢慢接

受。从抗拒到回味，需要漫长过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茨菰，爱土，爱水，只苦自己，不苦别人，

苦后回甘，苦尽甘来。

锅边撒入芝麻，二三分钟后收汁即可装盘上桌。

茨菰能上餐桌，亦能零食，在没有薯片的年代，油氽茨

菰片便是一道老少皆宜的休闲食品。在过去，每到隆冬季节，

苏州观前街路边就有小贩支起大油锅，将切成薄片的现腌茨

菰炸成金黄色，苦涩物质经过高温破坏，茨菰立刻变得喷香

爽脆。

油氽茨菰片要趁热食用，炸空带气泡的最佳，只要开吃，

就根本停不下来，连赴港定居 40 年的刘嘉玲都心心念念，

每次回乡探亲必要大快朵颐。如今，油氽茨菰片在精细化管

理的繁华都市已是难觅踪影，烧烤店里倒是有了新潮吃法，

用细盐腌渍茨菰薄片两分钟，两面都刷上牛油上炉烘烤，别

有风味自不必说。

茨菰之味，苦尽甘来

除了食物之外，江南人在情感上与茨菰也是难舍难分。

《本草纲目》将茨菰称为慈姑，曰“慈姑一根岁产十二子，

如慈姑之乳诸子，故以名之。”望文生义，茨菰自带母性，

含辛茹苦哺育儿女，怪不得天生带着苦味。茨菰从每年 11

月下旬开始采收，一直到来年 2 月才结束，北风越是强劲，

滋味越是醇和，且茨菰富含淀粉，不易变质，可以储存数月，

是兵荒马乱年代的“救荒本草”。

茨菰个头与乒乓球大小相仿，上有一根弯曲的顶芽，形

■ 炸茨菰 （图源：Flickr，摄影：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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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菰是适应性极强的水生植物（摄影：Andy Hammond）

茨菰从每年 11 月下旬开始采收，

一直到来年 2 月才结束，北风越是强

劲，滋味越是醇和，且茨菰富含淀粉，

不易变质，可以储存数月，是兵荒马

乱年代的“救荒本草”。

041040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Maonan Feitao: 
The Divine Ritual

● By Xie Zongming, Lin Han

Guangxi, the autonomous region with forested mountains and winding rivers. 

Behind this landscape, there lie numerous ethnic groups with their unique but 

interrelated culture, one of which is called Maonan. The great nature is their 

friend and foe.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are what feed but hinder them. Under 

this threshold, Maonan people forged the faith in their gods. For hundreds of 

years, Maonan has been practicing their rituals to thank the gods for granting 

and protecting the descendants of the clan. This set of rituals is called Feitao, 

which means redeeming the pledge.

■ Different kinds of Nuomian (Source: 58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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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sk used in Feitao is called Nuomian, the face 

of gods. These masks are the main item in the ritual 

and, to some degree, represent Feitao. There are 36 

masks in total. Each of them represents a Maonan 

god, whose facial expressions are vividly carved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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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 for the mountains could not hold back their pursuit 
of happiness.

Their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are also embodied in their 
language. Though they use the Maonan dialect in daily 
life, they can also speak many other ethnic tongues. 
Aside from Mandarin, they also speak Zhuang and Bouyei 
dialect.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written language, they 
borrowed Chinese writings and used them in the grammar 
of Maonan dialect with their own vocabulary. At one point, 
Maonan people even invented a set of Maonan characters 
by modifying Chinese characters, just as Vietnamese 
once did about Chu Nom. For Maonan, the people in the 
mountains, the limited resources urge them to succeed all 
they can, which is why they actively learned dialects and 
writing just to keep records of who they were.

Luckily, these efforts weren’t in vain. Through generations of 
inheritance, the Feitao shamans preserve their rituals well, in 
which the moderns can have a glance of their mysterious culture.

People in the mountains

The Maonan is a minority group in China with a fairly small 
population. Historic records of these people can be traced 
back to Song Dynasty (960-1279 AD) and the name of 
Maonan first appeared in Yuan Dynasty (1206-1368 AD). 
Maonan speaks a unique language without a written form. 
In their tongue, Maonan means “local people”, by which 
they call themselves to the outsiders. Later, this name 
officially became their nationality.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Maonan people have the same 
ancestors as other minorities like Mulao, Kelao, and Bouyei 
in Southwest China. Like these relative groups in Guizhou, 
Maonan people favor the sour taste in their food. For 
people located inland and surrounded by the mountains, 
salt was a luxury. So instead, Maonan cooks created the 
Maonan Three Sour Dishes, namely the Nanxing, Suofa, 
and Wengwei, all of which have the appetizing sour. 
Maonan cuisines showcase their creativity and positive 

Currently, Maonan people in Guangxi mainly reside in the Huanjiang Maonan Autonomous County. In the fifth lunar month of each 
year, people there celebrate Fenlong Festival, hoping for nourishing rain to come. The most solemn Feitao rituals will be conducted 

at the ceremony. 
Tips

■ Maonan writtings combin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aonan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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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ual connects people and gods

Feitao is a set of ancient rituals of Maonan culture and religion. It is the 
foremost event that every Maonan man must experience at least once in a 
lifetime. Maonan men with children, once turn 36, are required to organize 
a Feitao to thank their gods for granting fertile descendants. The ritual is 
so important that if one missed the Feitao at his 36, he would not have the 
chance to do it again. The ritual must be completed by his children at their 
36, with doubled offerings and duration just to make up for their father’s 
fault. Feitao is perceived as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gods, through which 
Maonan people teach themselves to keep their promises.

The tradition of Feitao came from a Maonan myth. In the myth, an orphan 
named Zhong Ding couldn’t get married due to his poverty. He came to 
Queen Mother Wan Sui, goddess of fertility, and prayed for descendants. 
The goddess granted him a fairy to marry with. Zhong soon had 7 kids with 
the fairy but forgot to redeem the pledge to the goddess, which enraged 
the Queen Mother. The goddess took all his children away. Only then did 
Zhong remember to offer sacrifices. After the ritual, he had his kids back 
and lived a happy life ever after. This myth is considered the origin of 
Feitao.

■ Fenlong Festival is an annual pageant in Huanjiang Maonan Autonomous County

■ Feitao is an important ritual 
     in Maonan men’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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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ancient Maonan people practiced their own 
primal religion. Around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1600-
1644 AD), Chinese Taoism entered this place and was 
soon welcomed by the majority. Therefore, Feitao rituals 
carry certain Taoist characteristics in their implement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Their shamans, called Botao, can also 
be referred to as Shigong (the informal title of a Taoist) by the 
locals. On the other hand, Feitao maintains the mysterious 
dances and spells which belong to their witchcraft beliefs.

Feitao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different rituals. Before the 
actual process, the shamans will prepare the altar like in 
Taoist rituals. The offerings will be put on the altar along 
with candles and incense. The portraits of the gods to be 
invited in the ritual will be hung above the altar. When the 
Feitao begins, the shamans will dance to the music and 
chant the spells. During the dances, all of them need to wear 
Maonan wooden masks, which are the faces of the gods 
the shamans are inviting. This special mask dance is called 
Tiaotao in Maonan dialect, which means “dancing part”. 

The mask used in Feitao is called Nuomian, the face of 
gods. These masks are the main item in the ritual and, to 
some degree, represent Feitao. There are 36 masks in 
Feitao. Each of them represents a Maonan god, whose 
facial expressions are vividly carved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To some degree, it feels creepy to look at 
these vivid yet static faces, which adds a sense of mystery 
to them. 

Combining the creepy masks and the ritual dances, it is 
thrilling to watch the ritual because of the indescribable 
sensation it presents. Maonan people dare to utilize this fear 
as their prayers, which reflects their actual attitude towards 
life: being brave against fear and turning it into wishes with 
a positive mindset.

■ Different Nuomians used in Feitao

047046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Nuo culture (Nuo as in Nuomian) is the most primal 
belief in the south of ancient China, which was the 
origin of Taoist Religion. Maonan Feitao contains 
both Nuo culture and Taoist style, which is a strange 
example among Nuo rituals.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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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aonan shaman is doing his Tiao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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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Cuisine” in Supporting Role 

Guilin 
Fermented Bean Curd：

● By Tang Huiqun

■  The sauce for marinating the fermented tofu includes chili and star anise (Source: Ni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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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t comes to Guilin, what spring to your mind might be the 

gorgeous landscape, or luscious rice noodles. But, there is another 

specialty in Guilin that enjoys long history and is known as one of 

the“three treasures in Guilin”—— Guilin fermented bean curd. 

Visually, with a creamy yellow coat, it drenches in an oily chili sauce. It 

smells savory mingled with a faint fragrance of chili and garlic, making 

it mouth-watering. What is so magical about this simple cube of to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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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of coincidence about fermented tofu

It is said that Guilin fermented tofu has been famous as far back as Song 
Dynasty, and it was made by accident. In a village of Guilin, there was a 
family who made tofu for a living. One day, they overheard that the famous 
songstress Liu Sanjie was going to have a folk song show in downtown. 
The whole family was folk song fanatic, so they put aside the tofu they 
had just made and left for Liu sanjie’s tour. Few days later they came back 
and found the tofu rotten. The daughters felt pity for it and one of whom 
sprinkled some salt and Baijiu (a Chinese liquor) upon this tofu and stored 
them in an earthen jar in case it could be reused.

Few months later, famine hit that village, people suffered from starvation 
and deprivation. At this very hard time, it occurred to the “tofu” family 
that they have jars of pickled tofu, so they intended to have a try of it. 
Surprisingly, once they open the jar, they were embraced by the aroma of 
fermented tofu and it tasted so good. From then on they started to sell the 
Guilin fermented tofu, and the new cuisine enlivened Guilin. Since then, 
people in Guilin learned this recipe and started making it for eating or 
selling. It was not until the Qing Dynasty that the Guilin fermented tofu was 
presented to the emperor as a tribute every year. At that time, the emperor 
was sick and everything seemed tasteless, no food or medicine can cure 
his illness until a Guilin official offered him the Guilin fermented tofu, and it 
saved the emperor from having no appetite.

Development of process

In the past, food technology was not developed, and the process of 
making pickled tofu was quite simple. A nice weather is the key to making 
a healthy and delicious one. As humid weather might affect the storage 
and taste of the fermented tofu, people would choose to make the 
specialty in dry days, mostly in winter. Thanks to advanced technology in 
modern factories, Guilin fermented tofu can be produced all year round. 
However, food safety requires a clean environment and intricate machine. 
The unique flavor of the fermented tofu is formed during fermentation and 
storage, so apart from rigor environment, good ingredients like soybean or 

■ Making fermented tofu requires high-quality 
     soybeans as the raw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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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the tofu into small cubes and drain them well (Source: Ni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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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fu are essential. First, people use high-quality soybeans to 
make tofu. Then they cut them into cubes, and put them into 
a round and small-mouthed large-bellied jar which must be 
dry and moisture-free. Next step is to mix them with Baijiu, 
salt and other spices and marinate them for 1 or 2 days. 
After that, workers will pour the best liquor into the jar and 
make sure all the tofu are soaked. The final step is to store 
them in a cool, dry place for about 4 to 6 months, then it will 
be ready to serve.

The process of making spices is not easy either. First is to 
make chili paste by removing the stem of the raw chili and 
placing it in a large wooden barrel with salt, black bean and 
peeled garlic, then mash these ingredients to gain a special 

mixed flavor. Second, before pouring the chili sauce into a 
small jar, put in some soy sauce and sesame oil first. Finally, 
marinate the tofu with all the ingredients.

Ways to enjoy

Guilin fermented tofu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pepper flavored and spiced, both can enhance appetite and 
help with digestion because of its sour and refreshing taste. 
Until now it is widely known in almost every Chinese family, 
and it sells well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s often exported 
to South Asia and Japan. Nowadays, Guilin fermented tofu 

■  Store and marinate tofu cubes in jars with different sau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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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you might be tricked by the unique and 

savory taste of Guilin fermented tofu, it is actually 

a kind of preserved food, so remember never to 

eat too much while enjoying the preserved food.

In Chinese cuisine, when fermented tofu is used as 

a seasoning, it is usually added with other spices 

after the food is cooked to create a better taste.

The fermented tofu should be stored in a dry and 

cool place in an airtight container . The chopsticks 

used to pick the fermented tofu must be dry and 

clean to avoid contamination by other bacteria. It 

is best to store it in the refrigerator once opened.

Fermented tofu can be enjoyed with porridge as 

a side-dish. However, being high in salt, it should 

be consumed by no more than one piece per day 

and the young and children should have even less.

1

2

3

4

TIPS

is usually sold in jars. Similar to the famous chili sauce Lao Gan 
Ma, it can be the side-dish of a simple meal or the seasonings of 
a vast array of delicacies.

Guilin fermented tofu can be enjoyed in many different ways. 
Sometimes local people eat it with porridge and steamed buns 
as a dip. Sometimes it is used as a condiment to enhance the 
freshness and aroma of cuisine so that the dishes such as taro 
braised pork, roasted suckling pig, and steamed chicken will taste 
less greasy. Additionally, it can be used as a condiment for salad 
dishes, including tofu salad and preserved eggs. The magic of tofu 
entails their savory aroma and mouth-watering looks. Yuanmu, a 
gourmet of the Qing dynasty, hailed the Guilin fermented tofu as 
“the best fermented tofu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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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ten by Chen Zhiying

Longjing Tea
— A Bite of  Spring

Longjing tea, also known as West Lake Dragon Well tea, is named after its 

production region — Longjing Village of West Lake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West Lake Longjing tea has topped the list of the ten most famous 

tea in China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green color, delicate aroma, mellow 

taste, and beautiful shape. The superio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water resources around West Lake have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growth of Longjing tea, comfirming the saying that “Longjing tea is the best 

among all of the tea in the world, and the best Longjing tea is produced on 

Lion Peak Mountain”. This tea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specialty is every tea 

lover’s must-try on their bucket list.

● Written by Chen Zhiying

■  Exuberant tea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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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jing tea plantation

■  The young and fresh tea buds and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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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nds of Longjing tea — admiration from the 
royal family

The history of Longjing tea dated back to the Tang Dynasty (618-
907), and it became well-known in China in the Song Dynasty (960-
1279), prevailing 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Qing (1636-1912) 
dynasties. According to the legend, Emperor Qianlong visited Lion 
Peak Mountain during his Hangzhou travels, and he saw some 
ladies picking tea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He was so interested 
in their movements that he decided to have a go himself. While 
picking the tea, the emperor received the news of his mother’s 
illness, so he carelessly put the leaves in his right sleeve and left 
Hangzhou for Beijing. He visited his mother immediately upon his 
arrival in Beijing, and Empress Dowager smelt the fragrance of 
the leaves from his sleeves and wanted to have a taste. Emperor 
Qianlong brewed some tea for her. Empress Dowager found 
herself completely refreshed after drinking this cup of tea and she 
even praised it as a remedy for all diseases. To show appreciation, 
Emperor Qianlong planted 18 tea trees in the Royal Tea Garden at 
Shi Feng in the Long Jing Village.

■  People drink Longjing tea leisurely in the courtyard

■  Scenery in the Longjing tea 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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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Longjing tea was mentioned long 
before the Emperor Qianlong had a chance to 
try it. The first written proof of this tea appears 
in the book written by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tea masters — Lu Yu.

Elaborate production process 
makes the fragrant tea 

It is because of the elaborate harvesting 
and making processes of Longjing tea that it 
can retain its high quality and original flavor. 
Harvesting tea is more than simply plucking 
a few leaves from the tea plants. Timing, 
cultural techniques, and finesse are all key to 
the harvest and cultivation of Longjing tea. To 
ensure the best quality and flavor, this type 
of green tea is harvested in early spring. Tea 
leaves picked before the Qingming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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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b-Sweeping Day, usually falls on April 4 or 5) or after 
the grain rain period (6th solar term, April 20 to May 6)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top-end. The former, pre-Qingming 
tea tastes lighter and sweeter, while the latter is stronger, 
but never as strong as most other Chinese green teas. 
Harvesting in an early time ensures the tea is made only 
of the youngest and freshest tea leaves. 

Once the tea leaves are harvested, they are heated in 
large woks. The process of making Longjing tea is very 
strict. The best quality and most expensive leaves are 
roasted by hand, with tea masters gently pressing the 
leaves in the wok until they reach the desired roasting 
point. More affordable Longjing teas are roasted and 
sometimes even harvested using machine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This firing kills the enzyme activity and 
removes the green, grassy taste. The leaves are then 
cooled for about an hour and re-cooked at a lower 
temperature. Once dry, they are gently flattened to 
release the aroma. Finally, the tea is hand-graded by leaf 
size and then packed.

1. For the best flavor, it’s better to use loose leaf 

tea rather than tea bags. That’s because loose tea 

tends to be at a higher grade than tea bags, which 

usually only contain gound tea leaves.

2. Make sure to use filtered water or spring water 

instead of tap water for the most authentic flavor. 

3. Longjing tea leaves can be infused 3 to 5 times 

before losing flavor. Set the leaves aside to brew  

for multiple infusions, and make sure to increase 

the steeping time with each infusion by about 30 

seconds.

TIPS

■  Picking Longjing tea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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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jing tea shares many potential health benefits of green 
teas since it is in the green tea category. However,  only the 
young and fresh tea buds and leaves are used for making 
Longjing tea, so the total level of nutrients in it will be 
different from some other types of green tea. The amount 
of nutrients in each cup depends on the tea cultivars, the 
whole processing method, storing conditions, and brewing 
techniques too. Longjing tea contains the highest content 
of antioxidant compounds, which proved helpful for fighting 
against certain cancers, lowering blood pressure, reducing 
the likelihood of getting the flu and other infections, and 
helping reduce the signs of aging. 

With Longjing tea’s mellow sweet taste and long list 
of health benefits, it is no wonder that the Chinese has 
been drinking this tea for centuries. The next time you 
are looking for a refreshing cup of tea, try the wonderful 
Longjing tea. 

■  Tea master fries the tea leaves to remove its green and grassy 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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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泊岛风光（摄影：Fadhlizil Ikram Zam Z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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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冯慧宁

停泊岛 (Pulau Perhentian) 的英文名字中的“Perhentian”

在马来语中有“停泊”的意思，顾名思义，这里就是一个让人停

歇游憩的岛屿。据说是因为在泰国人和马来人的贸易史中，停泊

岛就曾是一个专门让来往客船歇脚补给的岛屿。



东盟美地 Stunning Views i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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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与安静，大小停泊岛

马来西亚吉隆坡每天有数班飞机到哥打巴鲁机场，从哥

打巴鲁机场乘坐每一个小时就发一班车的 639 路公交车，摇

摇晃晃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达搭乘快艇前往停泊岛的

码头。停泊岛分为大小两个岛屿，从离停泊岛最近的码头上

船后，快艇会像负责接驳的公交车一样，依次停站，只不过

这些站点所对应的地方是大小停泊岛上一个个美丽的沙滩。

快艇通常会先到小岛，后到大岛，挨个码头送人。

当乘客们的脸被快艇疾驰而呼啸而过的海风刮得麻木了

之后，就能远远地看见停泊岛了。作为马来西亚最美丽的岛

屿之一，白净的沙滩，茂密的丛林让一切显得原始又神秘。

相对于其他被商业完全开发的旅游区来说，停泊岛上的人很

少，因此反倒成为了一个清净的度假之地。

如果要问大小停泊岛之间有什么区别？快艇上的司机师

傅可能会这样回答你：“它们两个就像性格各异的兄弟，‘小

弟’热情‘大哥’安静。”登岛之前，了解大小停泊岛的差

异十分重要，因为，停泊岛上的手机信号总是不太好，各家

旅店的 Wi-Fi 也形同虚设，不能畅快玩手机的日子，度假时

光中的一切娱乐活动便只剩下了钓鱼、潜水、踩沙、看海和

发呆。

大停泊岛的酒店住宿标准较高，而小停泊岛则更受年轻

■ 停泊岛沙滩（图源：Flickr，摄影：Mohd Fazlin Mohd Effendy O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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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客追捧。小停泊岛南部有当地人聚居的小镇，中部有东

面的长滩（Long Beach）和西面的珊瑚湾（Coral Bay）两

个背靠背的沙滩，酒店餐饮也多集中在这片。许多来自欧美

国家的年轻背包客常常在此流连忘返。其中长滩是小停泊岛

人气最旺的沙滩之一，几百米长的沙滩上有着又软又细的沙，

赤脚走在上面就像踩在地毯上。长滩沿岸的海水很浅，有时，

往海里走了快 100 米才到腰间，在这一片海域还经常会有海

龟出没。

停泊岛是马来西亚国家海洋公园，以绚丽多彩的海底世

界而著称，这里的海水相比其他岛屿更加清澈透明，从沙滩

上看去，海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闪烁，只需要往海里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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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就可以看见各种珊瑚和小鱼，深受浮潜爱好者的欢迎。通常在浮潜地点不远处的海面上就能看见停着一条大船，那里就是深

潜的最佳地点。

可潜入深海，也可岛上发呆

从浮潜到深潜，停泊岛的闲暇时光适合用来与鱼共舞。

停泊岛不是被炒作起来的世界级潜点，但停泊岛原生态的海洋环境和无数的潜水学校让这里成为了东南亚深受欢迎的潜

水目的地。岛上的潜水学校中很多都能以中文和英文授课，只需要 5 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在这里考到一个潜水执照。这里还是

全球学潜水最便宜的地方，不仅学费低，潜水学校还会为初学者准备器材，包括潜水服、潜水镜、浮力调节装置、调节器等。

除此以外，潜水课程严格根据 PADI 教学法来执行，初学者必须通过笔试和实习，教练才会颁发潜水执照。

停泊岛上潜水学校的潜水课程也分不同等级，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初级执照，拥有初级执照的潜者就能潜入18米深度的水域。

位于海湾内，平静无浪的 Shark point 是停泊岛潜水教学和浮潜经常会造访的潜点，只有 5 米左右的深度，海床平坦，水下有

PADI 是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会（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Diving 
Instructors）的英文缩写，他们基于教学的原则，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教学系
统，使潜水活动兴盛起来。PADI 在世界各地拥有 2.5 万名教练，每年约发
出超过 50 万张的潜水执照，这使得 PADI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潜水训练机构。

TIPS

■ 停泊岛上有很多潜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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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腻的沙滩，初学者潜入水中就可以看到海龟和小鲨鱼。

如果一般的潜水爱好者不满足于平静的海洋世界，那么

考取 AOW（进阶潜水员 ) 就可以在停泊岛满足更强烈的探

险欲和求知欲，去挑战更高难度的峭壁潜水（wall dive）、

夜潜（night dive）等难度更高的潜水点。

Temple 是停泊岛上的顶级潜点且没有之一，潜点的结

构像一个沉入水底的白塔。顶部有几块石头裸露在水面，岩

石从水面一直延伸到水底 24 米的深处。随着潮汐的影响，

水流给生存在 Temple 的鱼群带来了大量的食物，并构造了

一个完美的生存空间，潜者可以在 Temple 的西面一侧，看

见成千上万条在此处觅食的小鱼，观察到它们在此处完成周

而复始的生命循环——成鱼七八月份时会在这里产卵后离

开，下一代小鱼群又将继续在这里成长觅食产卵。4 月和 9 月，

是 Temple 一年中有两次机会可以见到鲸鲨的日子。此时的

鲸鲨偶尔会如同一艘航空母舰在海里游弋，在鲸鲨的周围有

数不清的寄生鱼类，就像护卫舰一样保卫着它。在水底的石

头缝隙里，你总会找到可爱的狗鲛，它们呆萌地在那睡觉，

偶尔还打哈欠。

在码头和大小停泊岛之间的 Sugar Wreck 潜点下，有

一艘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风暴在此沉没的货轮。这艘货轮侧

卧在深 20 米左右的海床上，货轮顶部距离水面只有五六米，

随着洋流的冲击，船体顶部已产生裂痕，预计几年内将会解

入 / 离岛船程
瓜拉勿述码头到停泊岛每天都有数趟快艇前往，时间从早

8:00~17:00，航程约 40 分钟。离岛的快艇每天有 4 趟，时间
分别是 8:00、10:00、12:00、16:00。最好提前一天告知您所在
的宾馆离开和入住的时间，以方便他们安排接送。

最佳季节
由于东北季候风的关系，11 月至次年 2 月是整个东海岸的

风季，所以这段时间里，因为风浪太大的关系会封岛。4 月至 6
月属淡季，7 月至 9 月属旺季，水下可见度很高，适合进行潜水。

TIPS

■ 潜入五米左右的海洋深度，就可以与鱼群共舞

体。周围时常有成群的海狼在此“巡逻”，在船体裂痕和缝

隙中还可以找到许多在此觅食的小鱼，如果是拥有资质的潜

水员，还可以尝试从船尾进入船舱内部，一探神秘的深海巨

轮。

来客若是一个“深海恐惧症患者”，在停泊岛也能找到

其他放松身心的休闲方式，租一艘船前去探索遥远的海湾和

幽僻的洞穴，在连接海滩和珊瑚湾的丛林小路来一场徒步。

去过停泊岛海里的人说：“我潜入过这里的海，这里的鱼真

多！”去过停泊岛丛林里的人说：“我走进过这里的岛，没

有名气，但是个世外桃源！”



●撰文 / Young

杜拉斯的印迹，
是这座城市在我心中的底色

■ 电影《情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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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印度之歌》导演见面会。扬坐在第一排，

就坐在杜拉斯对面。他掏出《毁灭，她说》，请求签名：“我

想给您写信。”杜拉斯写下地址：巴黎圣伯努瓦路 5 号。在

康城火车站的出发小酒吧，他们一起喝了酒。第二天，扬就

开始写信，没有回信，没有停，几百封，直到 1980 年夏。

1980 年 7 月的一天，杜拉斯说：“来吧，我们一起喝一

杯。”两个月以后，《80 年夏》出版，献给“扬·安德烈亚”，

这是杜拉斯为扬取的名字。那一年，扬 27 岁，杜拉斯 65 岁。

 他们在一起，写作，口述，打字，做饭，吵架，辱骂，

唱歌，跳舞，喝酒，兜风，写作。永不结束。扬，我的脸被

酒精摧毁了。扬，我的皮肤很嫩，因为季风雨。扬，我舞姿

完美。扬，写作就是跳舞。扬，你看，勒阿弗尔港，塞纳河，

轮渡，这就是湄公河，世界上还有比它更漂亮的河吗？他们

开着车，在河边兜风，唱《粉红色的生命》。

 杜拉斯把扬的手提箱扔出窗外：为什么留下？没有人爱

我，连我的母亲也不爱我，别再回来。他们又约在火车站附

近的酒吧见面：“她来了。化了妆。脸上扑了厚厚的粉，嘴

唇涂得红红的，很艳，像个妓女。她微笑着，像是 100 岁，

1000 岁，也像是 15 岁半，她要过河，中国人的那辆非常漂

亮的小轿车将载着她穿过稻田，直至西贡的沙瑟卢 - 洛巴中

学。”扬是中国情人，是小哥哥，是大哥，是副领事。

 直到 1996 年，杜拉斯去世。1999 年，沉寂了 3 年的扬·安

德烈亚才又出现在圣伯努瓦路街角的花神咖啡馆里。记者问

扬：“这场爱情究竟是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扬目光炯炯，

好像杜拉斯的目光一样：“不，这不是一场艳遇，这是一件

非常神秘的事情。”粗鲁，自傲，孤独，杜拉斯，有时像漆

黑的夜晚。“当一个作家，首先要穿过黑夜，林中的黑夜，

随身带着写作，忍受着对黑夜的恐惧，穿越黑夜。”杜拉斯

■ 胡志明市的法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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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情人》剧照

在黑暗的孤独中，探索童年的秘密。

 15 岁半，在湄公河的渡船上。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在法属

殖民地，越南南部，盛产稻米的乌瓦洲平原，湄公河支流上的永隆和沙沥之

间。女孩穿着一件旧的真丝连衫裙，腰上系着哥哥的皮带，脚上穿着嵌箔片

的鞋子，头戴一顶平檐男帽，两条辫子垂在前胸。脸上敷浅红色脂粉，涂了

口红。体形纤弱修长。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

伫立在泥泞河水的闪光之中。男人走出黑色小轿车，穿着浅色柞绸西装，向

女孩走过来，递烟给女孩……女孩说：“不，我不抽烟。”

 1984 年春，扬·安德烈亚在黑色打字机上一字一句敲下杜拉斯口述的

《情人》。同年，《情人》出版，风靡全球。2005 年，我读到这本书，很

快读完，再读一遍，像参加一场舞会，一支接一支，是杜拉斯用文字创造的

跳舞方式。简单的词，词的沉默，音乐一般的句子，脆弱的句子。耳语一般

的独白，咬耳朵的独白。王小波说：“《情人》写出了一种人生韵律，使我

满意了。”

 小说改编成了电影，杜拉斯不满意。广告商！讨好观众！好莱坞垃圾！

杜拉斯大叫大嚷，说专横的图像葬送了文字的想象。然而这部电影比她的任

何一部实验电影都成功，湄公河上的女孩，海报张贴得到处都是。一场殖民

地的艳遇，观众喜闻乐见。杜拉斯穿越茫茫黑夜，挖掘出的巨大秘密，却消

失了。她脑海里的图像，倾其一生建造的诗意世界：悲惨荒蛮的亚洲土地，

法国梦的陷落，粗暴野蛮的家庭，巨大的失败，生存的痛苦，疯狂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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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西贡，如今的胡志明市

河流和丛林到处可见流放和死亡的痕迹，早早经历了生命的

孤独，女孩靠着船舷，在渡船上，随着浊流流浪。她的脸，

混杂着妄自尊大、自嘲与耽于安逸的面容，“光彩夺目又疲

惫憔悴”。

杜拉斯摧毁了小说的传统，也痛恨电影讲述的廉价故事。

她一再编织着印度支那的图像，在自我探寻的黑暗道路上越

走越远。她又写了一本书，《中国北方的情人》。她用这本

剧作来报复那部电影。“好好看这天空，它在黑夜与白天一

样碧蓝，看这明晃晃的大地，一直看到它的尽头，仔细聆听

黑夜的响声，人们的呼唤，他们的歌声笑语，以及同受死亡

困扰的犬类哀怨的吠声，倾听所有这些呼喊，它们同时诉说

难以承受的孤独，诉说这份孤独歌声的瑰丽。”

 无论如何，让·雅克·阿诺的电影还原了印度支那殖民

地的旧日景象，如果仔细观看电影中的美术与置景，会不由

自主地赞叹，这是越南风光的最好广告。如果你的注意力集

中在堤岸唐人街的小屋，目光只消从完美的“亚洲臀部”稍

稍往上，还能看到完美的亚洲表情演绎。如果你格外关注了

那几场动作戏，一定不会忘记一组快接特写镜头，充溢着热

带的潮湿与迷乱。这部电影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摄影奖提名，

以精致的画面提供了一份杜拉斯少女时代的旅游指南：沙沥

女子学校、西贡利奥泰寄宿学校、西贡沙瑟卢 - 洛巴中学、

永隆河岸边的蓝屋、中国人聚居区堤岸、中国饭店、泉园舞厅、

河岸酒吧、法国大仲马邮船、西贡码头，还有沙沥、永隆之

间的渡口与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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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明市的法式建筑

 2011 年，我第一次到达西贡，即胡志明市。正值越南

春节前夕，与满车的货物、盆栽植物、小动物一起，从大叻

被运送到这座昔日印度支那联邦的首都。当时住在范五老街

一条狭窄巷子的普通民宅，只有两三间客房。门口挂着褪了

色的五角星红旗，房东老太太满头白发，喜欢穿一身雪青色

衣裳。赤着脚穿过一楼客厅，里面楼梯口是厨房，墙面绿漆

斑驳，从狭窄陡峭的楼梯上去，便是我在二楼的房间，房间

里有一平米左右的小阳台，从阳台望出去，更见巷子狭小。

骑楼联排房屋是最常见的越南民居建筑，两户人家若不是墙

壁相连，便是隔着仅容擦肩而过的距离。5 年之后寻访旧址，

发现民宅已经改造成民宿酒店，而范五老街夜里越发喧闹，

两边餐厅酒吧门口，全部摆上桌椅，不同肤色的人们隔街对

望，激动的音乐声铺满整条街道。如果你在这条街上留宿，“城

市如同一列火车，这个房间就像是在火车上”。

 除夕，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主街如同庙会，乌压压挤满

人。盛装女子多着奥黛，飘飘然穿梭在人群间。织布、编竹、

捏小糖人，爆米花、棉花糖、鱼干、串串，民间手艺与街头

小食叫我想念故乡儿时。故乡也正是除夕，我的父亲母亲，

正因我第一次离家过春节而哭泣。后来我们一家人把它当作

笑话讲，我每念及还是感到无限温暖。杜拉斯幼年丧父，母

亲一味偏袒长子，大哥性情暴躁，抽鸦片赌钱，在家中处处

施威。被抛弃的感觉，成了杜拉斯摆脱不了的魔障。杜拉斯

的印迹，是这座城市在我心中的底色。

 胡志明市是越南的商业中心，旧时代的线索隐匿在繁华

071070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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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华的胡志明市

之中。西贡沙瑟卢 - 洛巴中学是杜拉斯的母校，也是柬

埔寨前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的母校，现在叫做 Lê Hồng 

Phong High School，是电影的实际取景地。西贡利奥泰寄

宿学校，据说由圣保罗大教堂借景。堤岸位于西贡河西岸，

是胡志明市最大的华人聚居区，20 世纪中期，是鸦片烟馆、

妓院、赌场的集中地，不仅吸引华商驻足，想必也吸引了

不少扬这样的法国人。钟屿石岬角位于芽庄以北 1.8 公里

处，据说是电影外景地之一，吸引不少影迷前往观瞻，在

那里，女孩向情人介绍了母亲的租借地，然而实际租借地

远在柬埔寨的海岸边。至于蓝屋，有说是沙沥的华侨故居，

有说在马来西亚槟城取景。对于这些，我无心打卡求证，

更不愿伫立于城市洪流中感叹物是人非。毕竟，关于这座

城市的记忆，早在我亲身前往之前，便已印刻心底。

 春节期间，花市繁茂，黄灿灿红彤彤粉嫩嫩的一片

片，孩子在其间戏耍追逐，色彩更加活泼生动。有一些

市民在广场跳舞，大喇叭咿咿咿地流转着越南语歌声，让

我想起热爱跳舞的杜拉斯和小哥哥。在街角找个摊位迎街

落座，等着咖啡从滴滤壶中一滴滴掉下来，摩托车声不绝

于耳，四周大大小小政治宣传画穿插在崭新楼宇与旧时法

式建筑之间，宽敞的街显得紧凑团结。呷一口咖啡，目光

没着落地涣散着，如果有卖鱿鱼丝的叫唤着从身边经过，

喊下来，要一袋，海鲜加咖啡，管它搭不搭呢。

 到了夜里，河岸边，天空蓝得深邃，男男女女依偎

闲坐，与对岸兀自发亮的红色胡志明雕像相互张望。鸟

在河面盘旋，忽上忽下，几只船晃悠悠地靠在码头，身

后是喜气洋洋的蓬勃都市景致，真是一转身便可抖落疏

离的心情，一步踏进滚滚尘世间。

让娜·莫罗说出湄公河名字的时候，我感到一种不

可名状的魔力。渡船上女孩的形象呼之欲出，随之涌现的，

还有无边无际的稻田，被水淹没的土地，浑浊的水，一

触即发的激情，不知疲倦的欲望，羸弱与颓唐，统统随

着这个名字一起流淌。如果要实实在在地感受这条河流，

最便捷的方式，是参加湄公河一日游，你可以乘船进入

湄公河，观赏船屋，坐马车参观河边村庄，欣赏传统乐

器的演奏，了解手工椰子糖的制作，享用新鲜美味的炸

象鱼春卷，如果旅行时间不多，这是一段值得推荐的行程。

 从西贡出发，我前往湄公河三角洲，前往柬埔寨海

岸边的租借地，前往女乞丐流浪的洞里萨湖，前往安娜

的沙湾拿吉，我甚至沿着湄公河一路向北，直到金三角

地带。我乘船，沿着河岸走，走在季风雨里，也走在旱

季的干涸里，心里总是摆脱不了杜拉斯、扬和她的一家

人。炎热的印度支那，是杜拉斯穿越的丛林黑夜。《情

人》出版后，杜拉斯说：“我原谅了所有人，原谅了全家，

大家都变得可爱了，他们全是一些可爱的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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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意蒲甘
●撰文 / 沈黎明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南半岛上

的缅甸不仅自然风光秀美，而且人文积淀深厚，

缅甸人非常崇敬佛教，全国各地大小寺庙随处可

见，其中尤以被誉为“佛教圣地”“万塔之城”

的古城蒲甘为甚。当地可谓佛影重重禅意浓，手

指之处，必有浮屠，景色宜人，早晚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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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头僧侣

074 Culture & Tourism

蒲甘坐落在缅甸第一大河伊洛瓦底江中游左岸，人口约

25 万，曾是缅甸蒲甘王国首都，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因保存

着世界上最丰富的佛教建筑遗迹而闻名遐迩，有“东方佛教

艺术宝库”之美誉，其历史价值与柬埔寨吴哥窟和印度尼西

亚的婆罗浮屠塔齐名。

乘机抵达蒲甘后，我坐车直奔古城，一路上放眼四望，

满目皆绿，各种建筑、寺庙周围尽是绿油油的植物，那绿，

绿得发亮，绿得生气盎然。鲜花绽放，点缀其间，赤橙黄蓝紫，

姹紫嫣红，煞是好看。

蒲甘古城不大，由于是全球著名的佛教旅游胜地，因此

城中到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大家穿着不同，语言各异，

带着五大洲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风情，相聚于此。而城中

古色古香的原始风貌与打扮入时的“老外”们融合在一起，

则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为古城平添了一份现代气息。

漫步街头，主干道两旁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商铺、旅店、

餐馆，几乎每一家都人流不断，显然生意不错，他们的经营

状况，就像一张张经济晴雨表，悄无声息地折射出小城的繁

荣。走着、看着，我发现城中随处可见老老少少的僧侣，他

们或三三两两游走于大街小巷间，或成群结队穿梭于熙熙攘

攘的人群中，身上那醒目的绛红色僧袍与远处红砖砌成的佛

塔交相辉映，远远望去，宛如一座座移动的小佛塔，这一动

一静，构成蒲甘一道独特的风景，别具一番情趣。

佛教圣地，古城新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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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甘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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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1044 年，缅甸民族英雄阿奴律陀一举统一缅甸，创建了蒲甘王朝，定都蒲甘。阿奴律陀极为信奉佛教，尤其

小乘佛教，于是宣布小乘佛教为国教，并开始大规模兴建佛塔，鼎盛时期，建有佛塔上万座之多，那种城内外万塔林立的恢弘

壮观景象可想而知，因此蒲甘赢得了“万塔之城”的美誉。

如今，虽经近千年的风霜雨雪、战火硝烟、朝代更迭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很多佛塔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蒲甘仍保

留下来 2000 多座佛塔寺庙，它们默默地坐落在流淌不息的伊洛瓦底江畔，静静地矗立在连绵起伏的大地间，向人们展现着昔

日的风采。

走进蒲甘古城，与其说是走进了一座古老的城市，不如说走进了佛塔的世界。城中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佛塔寺庙，它们规

模不同、形状各异，有的似宫殿，有的如城堡，有的像石窟，但一座座都身姿挺拔，塔尖直指苍穹，大有刺破青天之气势。每

当微风吹过，塔顶悬挂的铜铃、银铃，便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演奏出一曲曲美妙的乐章。各个佛塔寺庙周围都栽种着高大树木，

一棵棵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如同一个个英姿飒爽的卫士，精心守护着千年古刹，佛塔寺庙在这些树木掩映下，不仅多了一分

庄严肃穆，也多了一丝神秘感。

在蒲甘众多佛塔寺庙中，最富丽堂皇、建造形态最优美的要数阿南达寺庙，缅甸人有种说法：“来蒲甘看佛塔寺庙不到阿

佛塔林立，千姿百态



■ 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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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达，将是永远的遗憾！”与国人所说“到北京如不登长城，等

于没来北京”如出一辙。

阿南达寺庙建成于 1090 年，占地近百亩，整座寺庙为正方形，

东西南北四面院墙中间各有一个门，每一个门后都有一条长廊通

向寺庙中心位置的阿南达塔。阿南达塔塔高 50 多米，塔座是正方

形大佛窟，浅黄色外壁上有上千尊大小佛像和讲述佛家故事的彩

陶雕塑，主塔四周簇拥着许多小塔、佛像和动物、怪兽雕塑，整

座阿南达塔从远处望去就像一座立体浮雕。

走进塔内，除了金碧辉煌的炫目感外，最吸引人目光的是四

面各立着的一尊近 10 米高的释迦牟尼像，它们分别由整株檀香木、

玉兰木、柚木、松木雕刻而成，每一尊都金色塑身，栩栩如生。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你驻足佛像前抬头仰望时，每一尊佛像都神

态慈祥，而当你退后大约 18 米处再看时，每一尊佛则显得十分可

亲，好像在朝你微笑，特别神奇。

到蒲甘前，来过这里的朋友告诉我，蒲甘作为“万塔之城”

最美的时刻要数日出日落时分，那种美沁人心扉、令人心醉。

参观了一番佛塔寺庙的第二天拂晓，我便在导游引领下乘当

地特有的马车直奔佛塔看日出。一路上借着满天繁星璀璨的光亮，

日出日落，禅意浓浓

■ 远眺阿南达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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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甘的黄昏（图片来源：昵图网，摄影：xblao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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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坐马车的、骑自行车的游客匆匆而行，滚滚车轮疾驰在

通往佛塔的土路上，卷起阵阵尘雾，大家渴望欣赏美景的心

情由此可见一斑。下了马车登上高高的佛塔，很快塔上就站

满了人，大家手里拿着相机，面朝东方错落有致排列着，静

静地等待日出那一刻。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着，不久东方地平线上天空的颜色开

始发生变化，先是泛起鱼肚白，随之出现淡粉色红晕，接着

红晕中露出一线粉白色块，并快速由小变大，这时所有人都

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方向。突然，一团红红的火

球跳出地平线，不紧不慢地升腾，一点一点地变大，将金色

光芒洒向大地。此时，沐浴着红彤彤的阳光，坐落在薄薄晨

雾中的千座佛塔、万棵树木，若隐若现，随着太阳的上升，

每一分、每一刻钟都在发生着变化，似如梦如幻的海市蜃楼，

如一幅幅精美的巨幅油画，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这种美，

美得热烈、美得动人心魄。

傍晚时分，我和一众游客再次来到观光佛塔上，观看大

自然新的创作。大家面向西方，静静地欣赏着日落的美景。

慢慢西下的太阳，拖着长长的余晖，逐渐将天空染成耀眼的

金红色，飘逸的云朵在太阳映照下，一片片燃烧起来，这燃

烧的“火光”透过缕缕炊烟投向大地，给遍地赭红色的佛塔

寺庙和蓊郁的树木田园披上一层霞光。随着时间的流逝，落

日金红色的光辉一点点退出人们的视野，淹没在朦朦胧胧的

夜色中。这一切没有清晨太阳喷薄欲出时那样令人激动，留

给人们更多是一种诗情画意感，一份浓浓的禅意。

日出日落，云淡风轻，层林尽染，景色大好。蒲甘一年

四季不断上演着这醉人心扉的精彩大戏，也许是佛祖被蒲甘

人千年来虔诚造塔、护塔行为所感动，颁下法旨，将世间日

出日落最美的旖旎风光恩赐给蒲甘，唯它独好。



开耕，稻作民族的

五月大事
对于稻作文化影响深远的民族来说，开耕是一年一度

的头等大事。劳作和耕种季节开始的信号或许是国王与“麦

霍仙女”洒向耕田的第一把种子，或许是师公伴着远古深

邃的祭神乐曲跳起的第一支舞，或许是“圣牛”吃下的第

一口农作物，农民将这样的信号作为节日，作为属于春耕

独有的礼仪。礼成之时，人们便带着向上天祈求的祝福，

开始新一年的耕种。

●撰文 / 冯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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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桂林龙胜龙脊梯田春耕（图源：摄图网，摄影：啤(粤) = 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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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柬埔寨，国王“御驾亲耕”的日子被称为御耕节，是

柬埔寨王国的传统节日。众所周知，柬埔寨是一个传统的农

业大国，农业是第一大经济支柱产业，全国总人口中有将近

85% 的人在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因此耕种是柬埔寨维持

民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属于热带气候的柬埔寨一年分旱季和雨季，当地传统的

农业耕作习惯主要集中在雨季。在半年雨、半年旱的柬埔寨，

每年 5 月至 10 月的雨季是为数不多的耕种时间，但在国王主

持举行一年一度的御耕节仪式之前，柬埔寨的农民们就算将

要误了农时也不能轻举妄动地在国王之前先开犁下地种田。

佛历六月下弦初四（一般在公历 5 月），为了祈求神灵

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王会赶在柬埔寨雨季即将到

来之前举行御耕节。

很久以前，柬埔寨的御耕节仪式会由国王亲自在圣田

扶犁主持，虽然大多数时候，仪式中，国王的犁并没有真正

插进土里，只是扶着犁象征性地走一下，甚至到了安东国王

（1841-1860 年）时期，国王已经不亲自扶犁了，国王的一

切活动改由农业大臣代替，但也不妨碍农民们将会在仪式过

程中感受到来自“御驾亲耕”的精神鼓舞。

通常代替国王参与御耕节活动的农业大臣会被封为“御

耕王”。而“御耕王”的夫人则会扮作仙女“麦霍”（意为“南

方之母”）跟在犁田队伍后面撒种，直至近几年，随着柬埔

三遍海螺声响起后，御耕节仪式正式开始，“御耕王”扶犁出发，走在中间，

前后两张犁由两名政府官员掌握。在第三张犁的后面，“麦霍”和一群身穿民族服

装的少女把最优良的稻种向左右撒播，口中念念有词，祈祷农业丰收。

 柬埔寨：御驾亲耕

■ “御耕王”扶犁出发（图源：新华社，摄影：索万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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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社会的发展，“御耕王”开始分别由王族人员和国

家主要领导人担任，例如西哈努克国王之子拉那列亲

王和尤瓦那亲王、前参议院主席谢辛等都曾充当过“御

耕王”的角色，而“麦霍”也就分别由他们的夫人担任。

御耕节将会在特定的圣田举行，用一场隆重的仪

式模拟农民一年的劳动过程。仪式开始前的一个星期，

柬埔寨农业部门就开始四处奔忙，物色“神牛”，神

牛要挑选健壮的三对公牛充当，同时准备好三张耕犁，

每对神牛拉一张犁。到了节日当天，国家文武大臣、

各国驻柬埔寨使节及外宾都应邀在检阅台就座，观看

仪式过程。与此同时，柬埔寨全国也会放假一天，以

示庆祝，共同围在电视机前观看仪式直播。

三遍海螺声响起后，御耕节仪式正式开始，“御

耕王”扶犁出发，走在中间，前后两张犁由两名政府

官员掌握。在第三张犁的后面，“麦霍”和一群身穿

民族服装的少女把最优良的稻种向左右撒播，口中念

 泰国：春耕卜雨

同是 5 月，在与柬埔寨一衣带水的泰国，农民们

的关注重点也正在进食中的“圣牛”身上。春耕节也

是泰国传统节日之一。泰国的春耕节始于素可泰王朝

时期，是重要的宫廷大典之一，每年 5 月雨季开始的

时候，王室同样会选定吉日在王家田广场举行仪式，

庆祝耕种季节的开始。与柬埔寨的御耕节仪式相比，

泰国的春耕节仪式似乎多了几分科学色彩，参加春耕

仪式的“主犁官”和“四仙女”分别由国家农业部部长，

以及农业部负责农业和林业的女科学家担任。

念有词，祈祷农业丰收。每耕作一圈，便吹海螺为号。

绕场三圈后，耕作仪式即告结束。

圣田东面的亭子前并排放着的七个银盘里盛着七

种食物，稻谷、青豆、玉米、芝麻、鲜草、水和酒，

这是神牛的食物。在柬埔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每年

御耕节前，柬埔寨国民们会发起“今年神牛吃什么？”

的投票活动。而每年神牛吃了些什么和占比多少，这

一系列数据也会有专人进行专业的数据统计，并通过

媒体昭告全国。

耕作仪式结束后，人们就开始围观神牛进食，御

师婆罗门首先将圣水洒在“御耕王”驾驭的两头神牛

头上，祈求神牛带来好兆头，然后放开它们去任意挑

选银盘里的食物，根据牛吃的食物来预卜一年的吉凶。

如果神牛吃稻谷、青豆、玉米、芝麻就预兆着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哪种粮食被吃得多，便预示着哪种庄稼将

获得丰收。

■ “仙女”播撒种子(图源：新华社，摄影：索万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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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众期待的神牛进食（图源：新华社，摄影：索万纳拉）

仪式之前，国王会赐圣水供“四仙女”沐浴。到了春耕节当天，婆罗门教士会率领“主犁官”“四仙女”和古乐队等从玉

佛寺出发，“四仙女”中各有两名挑金担和银担，艳丽的金、银色担中，装满国王在王宫中挑选的最佳种籽。

卜雨是仪式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主犁官膜拜诸神明后，通过祈祷占卜预言当年的雨量。占卜雨量用的是 3 块白布，第一块

长 1 米，表示雨量多，高原地收成好，低地田歉收；第二块布长 1.55 米，预言雨量充足，稻谷普遍丰收；第三块布长 0.5 米，

预言雨量少，低地田丰收，高原地歉收。圣牛则在皇室婆罗门占星象的占卜台，通过选择 7 种食物以预言当年哪种粮食丰收。

但在泰国，若圣牛选择吃水和青草，则象征雨水充足，风调雨顺；如选吃酒，则象征交通便利，经济繁荣。

春耕播种仪式结束后，围观在王家田的千千万万群众会涌入广场，捡取播种的稻种，孩子们甚至会将捡来的稻谷以高价出

售给从边远地区前来捡稻种的农民，农民们也十分乐意向他们购买这些谷种，他们会将这些种子播种在自己田地里，以期吉祥

和丰收。 

仪式之前，国王会赐圣水供“四仙女”沐浴。到了春耕节当天，

婆罗门教士会率领“主犁官”“四仙女”和古乐队等从玉佛寺出发，“四

仙女”中各有两名挑金担和银担，艳丽的金、银色担中，装满国王在

王宫中挑选的最佳种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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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开耕龙脊

在泰国和柬埔寨的春耕节民俗仪式中，无论是圣牛，还

是神牛，都在仪式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中国

广西壮族聚居的地区，人们也有在开耕仪式中通过祭拜动物

神，祈求神灵保佑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习俗。

每当清明、谷雨过后，山里的布谷鸟开始啼叫，5 月将

来之时，就是桂林龙脊梯田开耕时节到来之际。村寨的寨老

和师公会在开耕之前带领村民们向土地神上香，一把香与祭

品供奉到神灵前，师公们便伴着远古深邃的祭神乐曲起舞，

娱神之际，人们挨个上前上香，期望神灵能在新的一年护佑

全寨的土地得到丰收。

寨老会在开耕的日子牵来一头全寨最壮的公牛，喂一口

嫩青草给牛吃，师公在牛身上画一个“保符”，牛头系上红

花后，由寨老牵着这头公牛走到田间地头，各家各户的田主

纷纷向公牛抹上自家田地的泥土，祈福今年有个好收成，随

着两声炮响，全寨便正式开渠引水入田，开耕动土，开启新

一年的耕作。

开耕节，是稻作民族生活中独有的仪式感，农民们满怀

期待破土播种，在普普通通的日子里用一颗种子看见春归的

信号，用一场春雨感受生命重启的动力，用一首欢歌乐舞迎

接每一轮的耕耘。

5 月将来之时，就是桂林龙脊梯田开耕时节到来之际。村寨的寨老和师公

会在开耕之前带领村民们向土地神上香，一把香与祭品供奉到神灵前，师公们

便伴着远古深邃的祭神乐曲起舞，娱神之际，人们挨个上前上香，期望神灵能

在新的一年护佑全寨的土地得到丰收。

■ 师公在梯田上举行祭神田放水开耕仪式（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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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冯慧宁

巴厘岛绿村竹屋，
珠宝设计师给地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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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厘岛何时可以开放？

关于巴厘岛重新开放的消息，在新冠肺炎暴发至今的一年多以来，已数不清传来多少次。

巴厘岛的美好掀起了无数人的想念，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里曾经是一个说走就走的存在，

免签证、直航、无时差，一切都让巴厘岛的旅游业如顺水推舟、迎来送往。

来自纽约的时尚珠宝设计师伊劳拉·哈代和她的家人们也曾因为巴厘岛极致的海岛自然

风光而来了一场旅行，但他们和匆匆来去的游客们不同，他们如今选择留在了岛上，居住了

下来，还在岛上盖起了一座原生态的村庄，叫做“绿村（Green Village）”。

辞职、建竹屋，不妨碍他们
热爱世界

“别人辞职跑去看世界，她却跑去建竹

屋。”“当珠宝设计师不好吗？为什么要去山

村里砍竹子盖房子？”一段段新闻报道中的言

语与评论听起来似乎与三姑六婆之间交头接耳

的闲言碎语一样充满了质疑，但是当人们走进

哈代家族亲自操办的绿村时，几乎所有人都能

瞬间理解他们的人生追求。

绿村是一组非常拉风的竹屋，但它又不止

是一组简单的竹屋。伊劳拉·哈代和她的家人

在位于巴厘岛的 Ayung 河谷打造了一个用竹子

建造的生活社区，社区内的所有房子都是由竹

子建造而成，房屋内部从柱子、墙壁、屋顶，

甚至是桌子、凳子、洗手台、楼梯等细节都由

竹子构成，并且酒店周围也是竹林环绕。环保

且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是伊劳拉·哈代和她的

家人最初建造绿村的灵感来源。

2006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其他 7 家

公司联合发行了一部环保纪录片：《难以忽视

的真相》，这部纪录片由既是环境学家也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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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家族在设计建造这些竹屋的时候，都会依据丛林树木的分

布选址建造，尽量不破坏一草一木，但实在是有无法避开的

树木，他们便在屋顶中预留出一个洞以容纳树木生长。

竹屋别墅有着弯曲的叶形屋顶，还未走入其中时，从最

外围看，搭在一起的竹子就像一个巨大的丛林星星。通往竹

屋的道路也充满了趣味性，是一条由竹子搭成的大滑梯，人

们滑入房间后，走廊上暖黄色的灯光将椭圆门廊照亮，看起

来就像一颗巨大的鸟蛋，人们入住其中，就仿佛鸟儿栖息在

巴厘岛的梯田斜坡上，自然与野性并存。

面对如此庞大的竹制建筑，人们对其稳定性也曾充满了

疑虑，有人说，“竹子寿命不长，不宜当做房屋建筑主要材

料。这不应该列为建筑设计，只能评定艺术品。”也有人提

出，“居住在都是竹子搭建的房屋，吹大风时会不会像坐秋

千一样晃荡？”

为了确保竹屋的安全性，伊劳拉·哈代参与了竹屋的设

计全程，她不仅和设计师细细打磨了手绘的草稿，为了验证

竹屋的稳定性，伊劳拉·哈代选用了具有柔韧性、耐久性的

天然竹子，并和设计师通过一座座微缩模型，一遍遍修改方

国前副总统的艾伯特·戈尔进行讲解。这位获得过诺贝尔和

平奖的前副总统通过科学论证，动之以情地阐述了大量有关

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巨大危害的、且无可争议的事实。它不

断提醒人类，只有为数不多的时间挽救这一现象。伊劳拉·哈

代和家人们在看了纪录片后深受其影响，其父亲约翰·哈代

说，即使纪录片中只有其中一部分是真的，他的孩子们，也

不会再拥有他曾经有过的自然生活。

约翰·哈代与妻子决定用做了 20 年国际珠宝品牌赚到

的钱，以及他的余生和所能，在这个曾经让他们感受到幸福

的巴厘岛，建造一个活动社区，让更多人在居住中感受自然，

在接触中去保护自然，去增加孩子们认识自然的机会，帮助

孩子们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

用最环保的竹子，盖最独一无二的房子

绿村，是哈代家族环保理想实现的第一部分。他们从巴

厘岛和爪哇岛当地的农民那里购买竹子，设计建造了 18 栋

竹屋别墅，这些别墅拥有三四层楼高、独特壮观的外形。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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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才最终将竹屋落地。

皇天从来不负有心人，凭借独一无二的设计，绿村获得

了国际建筑设计大奖，并且两次登上《纽约时报》，还被《国

家地理》杂志专访。约翰·哈代和伊劳拉·哈代，各自都被

著名的栏目邀请，到世界各地向人们讲述关于绿村，关于环

保的故事。

孩子们在绿村学会了：世界不是不可毁灭的

可他们最爱的，还是将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哈代家

族在绿村开办了一所前所未有的环保学校。约翰·哈代说：“孩

子在绿村学校里上学，就像待在一个盒子里一样，盒子外的

世界大人们曾用不环保的材料建造监狱和疯人院。而在绿村

学校里，路是手铺的火山石，大门是用木薯做成的，切成薄

片就可以烤来吃了。这里养着巴厘岛最后的黑猪，水牛就是

学校里的天然除草机！孩子们还可以参观这里的发电场，巴

厘岛有最充足的阳光，这些太阳能可以用来发电。”

“世界不是不可毁灭的”是孩子们在绿村学校学习到

的第一个知识点，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才是绿村学校最

期望可以教给孩子们的东西，这样的思维体现在所有课程

上——喜欢在课桌上乱涂乱画的孩子们将会在砂纸打磨和上

蜡的过程中学习重新建造一个课桌，浪费粮食的孩子将会在

种植有机稻米和烧火煮饭的过程中学习巴厘岛原住民饮食密

码。在孩子身体力行感受生命与自然的过程中，创造能力也

在不断地被发掘，他们会在了解天然植物原料的过程中，重

新创造出包装纸、涂料、染料等物品，也会在与大地相拥的

过程中，学会使用泥土、木屑打造陶器与木制品。

如果说绿村和竹屋的存在是哈代家族为治愈这个世界的

环境做出的微不足道的努力，那么巴厘岛的存在则是在无声

间治愈人心。而今，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好转，也有许多人

正在期盼着再次回到巴厘岛，再来一场治愈之旅。

印尼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部长乌诺在给中国人民的春节祝

词中说：“尽管我们暂时不能见面，但请不要忘记旅行的梦

想。”计划重新开放巴厘岛旅游业，巴厘岛的人们一直在努力。

根据印尼方面带来的好消息，或许在今年 6 月、7 月、8 月，

巴厘岛就会再次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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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The courtyard hotels of Cours et Pavilions place their emphasis on the outlook and style 

by displaying decorative items to reach perfection. They also put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e 

ambiance, food, beverage, and amenities provided to their customer.

So, you can still feel at home when you visit Beijing. It’s only 3 km from the city center 

and only 45 minutes from the airport. Its location is convenient for visitors to head for the 

popular scenic spots in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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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tling reappearances, exquisite furnishings

The courtyard hotels of Cours et Pavilions is a typical Beijing courtyard house, located in Weijia 
Hutong in Dongcheng District of Beijing. Walking through the hutong of old Beijing feels like 
going back in time. You can experience the authenticity of old Beijing within the hotel.

Tap the scarlet hotel wooden door and enter the lobby lounge area, you will be attracted by the 
glass dome. Its inspiration comes from the central hall of the British Museum. The glass dome 
allows you to gaze at the beautiful sky.

Staying at this hotel, you will not only feel the noble and elegant artistic atmosphere, but also 
the profound and typi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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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No.26, Weijia Hutong,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Tel：86-10-64069838 
Fax：86-10-64553995 

A small courtyard brings you unforgettable memories

There are antique furniture sets of Ming (AD 1368-1644) and Qing (AD 1636-1912) Dynasties in the hotel. 
The built-in rooms of ancient Chinese style seem to bring people back to history in an insta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pieces of modern technological furniture with complete facilities. You can not only sit 
in front of the antique wooden table to draw and read books, but also turn on the automatic lifting TV to 
enjoy entertainment. Incense use is also a design feature in the hotel. Different flavor of incense are used 
to fumigate different places, showing the unique elegance and delicacy of the hotel.

Today, it’s better to sit in the hotel with your nature, like a free and wise man in the world, making tea, 
hanging pictures, and arranging flowers.

Every dish is a work of art. The French restaurant is waiting for you to taste all kinds of delicious food. With  
a healthy and nutritious theme, every dish is intoxicating that strikes you with unforgettable presentation  
and taste. Outside, there are famous places of interest and bustling commercial areas near the hotel. For 
recreation, you can visit Nanluoguxiang Alley, one of the oldest block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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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首个陶瓷博物馆即将问世

5 月 5 日，据越通社报道，越南首

个陶瓷博物馆目前正在完成工程项目收

尾工作，将尽早在河内市嘉林县亮相于

民众和游客。该建筑设计的灵感来自制

作手工陶器的陶轮，其主要材料是陶砖、

陶瓦和马赛克瓷砖等。该馆除了展出越

南各陶瓷手工艺村的陶瓷产品之外，还

将采用三维楼体投影技术，述说越南传

统手工艺村的历史故事。

2021“泰国精品水果节”在南宁盛

大开展

4 月 24 日至 25 日，2021“泰国精

品水果节” Thai Fruits Golden Months 

满城泰果黄金季——中国·南宁站在南

宁印象城中心广场（原悦荟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由泰王国驻南宁总领事馆商务

处主办，旨在促进中泰贸易交流，并通

过在大型购物中心的现场活动让消费者

能了解和品尝到新鲜的泰国水果。

越南宣布入境隔离时间延长至 21 天

5 月 5 日，据越南卫生部最新消息

称，所有入境越南人士集中隔离时间将

延长至 21 天，该决定于 5 月 5 日起正

式生效。根据新规定，除了 21 天的集

中隔离，还须进行 7 天的居家隔离（共

计 28 天）。此外，越南卫生部部长阮

青龙要求越南各地卫生部门以及疾控中

心严格遵守有关集中隔离的规定，以防

止在隔离区发生交叉感染的情况。

“壮美越南·壮美中国”图片展在越

南河内开幕

4 月 18 日，“壮美越南·壮美中国”

图片展在越南首都河内开幕，展览展出

了 40 余幅珍贵照片，展现了中越友谊

和两国壮美风景。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文

化参赞彭世团、河内大学领导以及来自

河内、海防等省市的学生出席了展览。

本次图片展活动现场还有中国文化体验

活动，上百名越南青少年现场体验中国

剪纸、书法、汉服等文化活动。

泰国是拉差龙虎园宣布永久停业

5 月 1 日，位于泰国春武里府的是

拉差龙虎园管理方宣布，鉴于当前的经

济形势及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该

园决定自 4 月 30 日起永久停业。是拉

差龙虎园于 1997 年开业，是全球最大

的孟加拉虎繁育基地和老虎公园，园里

还饲养着大量鳄鱼及其他动物。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前，该园每年接待全球各地

的大量游客。

越南—中国青年民歌文化交流活动在

河内举行 

4 月 17 日，2021 年越南—中国青

年民歌文化交流活动在越南首都河内举

行。本次活动由越南河内大学孔子学院

承办。越南国家音乐学院的师生在活动

上演绎了越南传统官贺民歌，并演奏了

竹琴等越南传统乐器，此次交流活动有

助于越中两国青年加强友好交往，增进

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越中友好关

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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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探索新加坡”消费券期限延长

4 月 30 日，新加坡旅游局表示，“重

新探索新加坡”消费券有效期将延长半

年，至今年 12 月 31 日。据悉，新加坡

政府在 2020 年 12 月 1 日免费发放 100

新币“重新探索新加坡”消费券，以供

新加坡人在国内游玩、度假，截至目前，

已有超过 100 万名新加坡人至少使用了

一次“重新探索新加坡”消费券，为新

加坡的旅游相关企业提供超过 2 亿新币

的收益。

中国—东盟青少年民族歌会在南宁开

启

4 月 16 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主办，中国—东盟青少年文化艺术中

心等承办的“山水之声·壮美之约”中

国—东盟青少年民族歌会在南宁举行。

该活动旨在打造广西国际小小民歌节品

牌活动，培养经典民歌小小传唱人的新

载体，建立文化旅游融合展示的新平台、

中国与东盟交流的新窗口。

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开幕

4 月 30 日至 5 月 9 日，2021 新加

坡华语电影节开幕，此次电影节将在丰

合电影院线、嘉华院线、奥登剧场和邵

氏线上平台放映 24 部长片和 21 部短

片，设置四个单元分别为：“华夏风情

画”（当季剧情片）“纪录片视角”（记

录各地华人关心的课题）和“华流短片

展”（以短片来说故事），以及“导演

第一次”特别单元。

泰国芭堤雅举办首届海滩风筝节

4 月 9 日至 10 日，为庆祝泰历新

年宋干节，同时振兴受新冠疫情重创的

当地经济和旅游业，泰国海滨小城芭堤

雅政府、芭堤雅尚泰购物中心以及当地

旅游机构等共同举办了芭堤雅首届海滩

风筝节。芭堤雅副市长荣纳吉在风筝节

开幕式上说，风筝节的举办为的是让一

年多来饱受经济与疫情双重压力的民众

有一个放松身心的机会。

泰国 5 月起恢复入境隔离 14 天措施

4 月 29 日，泰国新冠疫情管理中

心宣布，因新一轮疫情发展迅速，自 5

月 1 日起海外入境隔离期将恢复至 14

天。此外，泰国全国再次升级疫情管控

措施，全境实行强制口罩令，任何人在

公共场所未戴口罩都将面临最高 2 万泰

铢（约合人民币 4144 元）的罚款。 

马来西亚将在海底展出东盟地标建筑

迷你模型

4 月 8 日，据星洲日报报道，马来

西亚国家文化遗产局将与登嘉楼马来西

亚大学合作，在比东岛海底展出东盟地

标建筑的迷你模型，并打造成为新的旅

游景点。这 11 座东盟地标迷你模型将

放在比东岛水深 10 至 15 米的海底，据

悉，海底东盟地标迷你模型馆将成为马

来西亚新的旅游产品，带动马来西亚旅

游及文化领域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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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 government offers subsidies to encourage 

local tourism

Apr. 16, 2021 (China Travel News) — The Macau government 

announced a project called “Stay, Dine and See Macao” that 

offers subsidies for local residents to stay in hotels and take 

part in tours. The project will be active between April 25 and 

December 31. Each resident will be given a MOP200 (US$ 

25) subsidy to use on the hotels and tours of their choice.

World’s largest kite wows visitors at International 

Kite Festival

 

Apr. 19, 2021 (CGTN) — The world’s biggest kite, shaped like 

a dragon and stretching over 280 meters, soared on April 19 

in the skies over the Chinese city of Weifang. The city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Shandong is the birthplace of kites and 

home to the Weifang International Kite Festival since 1984.

Theme parks set to be in for 

the long ride

Apr. 3, 2021 (China Daily) — Nationwide, 

l ead ing  in te rna t iona l  theme park 

operators have been eager to enter the 

market and expand quickly. Despite the 

sever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global tourism sector, many theme 

parks in China saw their businesses 

return and recover since the latter half of 

last year due to better pandemic control. 

Shanghai Disney Resort reopened in 

May last year and would celebrate its 10th 

anniversary of groundbreaking on April 8.

Beijing sees tourism recovery 

during Qingming holiday

Apr. 6, 2021 (China Travel News) — 

The number of visitors at Beijing’s major 

tourist attractions during the Tomb-

sweeping Day holiday bounced back to 

98.7% of the 2019 level, city authorities 

said on April 5. The 182 major tourist 

spots in the Chinese capital received 

nearly 6.1 million visits during the three-

day holiday that concluded on April 6, 

said the 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ourism industry expo kicks off in 

Shanghai

Apr.  10 ,  2021  (Ch ina  Da i l y )  — A 

comprehensive tourism expo, Tourism 

Plus Shanghai 2021, opened here on 

April 6. Covering an area of 600,000 

square meters and open from March 29 to 

April 3, the expo includes four exhibitions, 

nearly 100 forums and summits, and 29 

competitions and award events. More 

than 5,000 exhibitors and 400,000 visitors 

wer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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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 n j i a n g ’s “P e a r  F l o w e r 

Festival” draws tourists

Apr. 12, 2021 (CGTN) —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5th Xiangli Culture 

and Tourism Festival, also known as 

Pear Flower Festival, was held in Korla 

City, northwest China’s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on April 11. It will 

last through April. Hailed as “Pear City”, 

Korla is rich in pear flowers, which attract 

tourist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GIADA Garden restaurant 

opens in Beijing

Apr. 13, 2021 (China Daily) — Italian 

brand GIADA opened its first Italian 

restaurant GIADA Garden in Beijing 

in March. Located on the third floor 

of the China World Hotel Beijing, the 

restaurant has a white spiral staircase 

as a highlight of the space. Italian chef 

Marino D’Antonio runs the restaurant 

and has made a special spring menu for 

diners in Beijing.

Local colors of Chinese village 

boost tourism income 

Apr. 16, 2021 (CGTN) —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east  China’s Anhui 

Province has taken advantage of its 

cultural and travel resources to develop 

rural tourism to further increase the 

incomes o f  v i l l age  res iden ts  and 

improve their living standards. The local 

tourism industry highlights the beau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ui-style buildings.

Beijing’s Miyun district rolls out spring tours

Apr. 20, 2021 (China Daily) — Northeastern Beijing’s 

Miyun district has launched themed routes revolving 

around blossom, gourmet food, homestay and folk culture. 

The district is steeped in blossoms in spring. One can 

enjoy peach and apricot blossoms, as well as azaleas 

in its Beijing Wtown, Yunmeng Mountain, Qingliang 

Valley and Heilongtan. Pear blossoms can be found at 

the district’s Bulaotun and Mujiayu townships. Cherry 

blossoms are available in Jinpoluo village and Mujiayu 

township. As for food, one can’t miss the millet, buckwheat 

and chestnut banquets at Xiwengzhuang, and all-chicken 

feast at Mujiayu. To spice up visitor experience, the Wtown 

has developed night tours of the Simatai s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One will also enjoy water, music and drone 

performances at the water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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