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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目的地·稻城

稻城完成了人们对川西的所有想象。翠色欲滴
的高原草甸、五彩斑斓的森林、碧蓝通透的海子、
壮丽圣洁的雪山……当你第一眼看到它绝美的
照片时，你就知道，你势必会为此沉沦。它是
否能成为别人一生中必去的地方不好说，但它
将成为你人生的必去之一。

014

在消失的地平线寻找稻城亚丁

030 036

曾芷仪笔下的画面，不仅有传统唐卡里的释迦牟尼、四臂观音、地藏王
菩萨，还有西藏的南迦巴瓦峰、神山冈仁波齐、海拔最高的建筑布达拉
宫等种种美景。对于汉族姑娘曾芷仪来说，唐卡是她认识西藏的心灵密码，
而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藏民来说，唐卡则是一本永不褪色的“百
科全书”。

千年唐卡和那些绘画的年轻人

初夏，故乡的槐花就在阳光的微醺下睁开双眸，一串串白色的小花密密
匝匝竞相开放，稠密的槐花压弯了树枝，阵阵浓郁的花香直扑面颊，沁
人心脾。差不多这个时节开放的，还有苦楝花。四五月间，一簇簇浅紫
色的花朵缀满在高大苦楝树的枝头，散发着淡淡苦涩味。苦楝花内敛而
低调，在暮色里悄然开放，也会很快落去，不见踪影。

初夏花事：浮香一路到天涯

五月初五，端午节随着仲夏节气悄然而至。驱五毒，悬菖蒲，缠五线，
佩香囊 , 华夏民族都会在这一天正式地忙碌起来。阿爷趁着夏日暑气未起
之时，上山采艾叶，阿婆坐在房屋的门槛处，以棉布、五彩线细细缝制
虎头模样的香囊，内里多是菖蒲、艾叶这类的香草，清香之味绕指而出。

024

藏在故乡深处的端午

红水河流域孕育下的河池，少数民族以壮族为主，瑶族、侗族、仫佬族
等少数民族也聚居于此，因此形成了河池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对于没
有文字传承的壮乡人来说，符号和歌声是他们向外界传达信息和情绪的
重要方式，千年的铜鼓咚咚、山歌缭绕，也曾在这大山深处响起。

020

山城河池：宜鼓宜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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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夏天，菲律宾多的是海岛度假的选择，在众
多选择中，坐落于宿务岛以南，杜马盖地以东
的锡基霍尔岛，在众多网红推荐中以“魔法”“治
愈”“神秘”的关键词成为一股清流。没去过
锡基霍尔岛的人，也许对这里闻所未闻，但去
过锡基霍尔的人却说，锡基霍尔治愈了菲律宾
夏天的海岛纠结症。

锡基霍尔，治愈夏天海岛纠结症

东盟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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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首都，有着一个很好听的中文名：金边。
不过它的英语和高棉语发音跟“金边”两个字
完全不搭边，这个首都城市的高棉语发音叫“普
农奔”（PHNOM PENH）。2004 年，因为
工作第一次去金边，至今陆陆续续去了不下 10 
次。就东盟国家的首都城市而言，吉隆坡最干净，
新加坡最繁华，雅加达和曼谷最热闹，雅加达
最拥挤，而金边则是感觉最自由和放松的城市。

金边印象

068       074

槟城，一座遗落在南洋海滨的城市，处于中国
境外东南角，是全球最大的“唐人街”。当地
人操着一口略带马来口音的客家话、闽南语，
让人有一种错觉，仿佛依旧置身于中国。现代
化的楼宇之间，间或夹杂着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风格的古宅、祠堂、庙宇、骑楼城，恍如
隔世，犹如穿梭在新旧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

缅北密林里，夜色渐浓。白日里吸饱了阳光的
漆树，浆体满满。入夜，漆农穿梭于漆林间，
开始收漆。一刀刀间，乳白的汁液流下，与月
光相映照，净洁无比。这些主要长在掸邦山区
的漆树，流出的漆浆本为稻草色，与空气接触后，
则渐渐转为黑色。这神奇的漆浆，是制作漆器
的重要涂料，它们赋予漆器光滑的表面，也赋
予了这些器物抵挡岁月流逝的铠甲。

槟城：遗落在南洋之滨的华人之城 缅甸漆器惊艳了时光，
也进了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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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博览》杂志为适应新形势下

国际传播和行业发展的新需求，自2021年起，

我刊《中国—东盟博览》“政经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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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博览》半月刊。《中国—东盟博览》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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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环江喀斯特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第二期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环

江喀斯特总面积１万多公顷，与贵州荔波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连成一体，价值独特。对于科学

家来说，环江就是活着的课本；对于游客来说，环江将成为人与自然融合的旅游天堂。山峰排列

均匀、错落有致，且绵延不绝，国外学者常以“鸡蛋盒”来形容环江喀斯特独特的整齐、雄伟之美。

拍摄地点：广西环江

图源：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千峰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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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江山水画廊风景区位于黄山市歙县深渡镇，景区以中国独特的

徽文化与自然风光、古村落的结合著称。两岸生态环境呈现“高山林、中

山茶、低山果、水中鱼”立体生态格局，素有“东方多瑙河”之称的新安

江穿行而过。从高空俯瞰，云雾缭绕其间，青山绿水相依，粉墙黛瓦点缀，

宛若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拍摄地点：安徽歙县

图源：摄图网

皖南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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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摄光影 Photo Gallery

泰国素可泰古城呈长方形，面积约 116.5 平方公里，古

城被东西长 1800 米、南北长 1600 米的古城墙所包围，周

围有 3 层土墙，四周环绕着护城河。在古城的城墙内，古寺

庙等遗址有 36 处，古城外有 90 处，如果包含其他小遗址，

总共有 300 处以上。1991 年，素可泰以“东南亚五大奇迹”

之一的身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拍摄地点：泰国素可泰

图源：Flickr

古城墙与黄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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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家，老挝的森林覆盖率达 70% 以

上。在人们印象中，它曾经饱受战乱，贫穷而落后，但就在这个

依然贫穷的国度中生活着的人们却有着让人无比艳羡的幸福生活。

老挝占巴塞省地处泰国、越南及柬埔寨三个国家交汇之处，其作

为古真腊王国的故都也曾辉煌一时。历经时代变迁，如今的占巴

塞早已褪下了王权的华服，淡出了公众的视野，成了一座远离人

群喧嚣，清静悠然的小城。这里缓慢、闲适、温柔，一如这乡间

夏日孩童脸上的无忧笑靥。

拍摄地点：老挝占巴塞

摄影：visoot uthairam

乡间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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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失的地平线寻找

●

撰
文 / 

林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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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目的地·稻城 Tourist Destination in China: Daocheng



世界上的旅行者分两种：一种是去过稻城的，另外一种是，想去稻城的。

稻城完成了人们对川西的所有想象。翠色欲滴的高原草甸、五彩斑斓

的森林、碧蓝通透的海子、壮丽圣洁的雪山……当你第一眼看到它绝美的照

片时，你就知道，你势必会为此沉沦。它是否能成为别人一生中必去的地方

不好说，但它将成为你人生的必去之一。

■ 稻城亚丁风景区牛奶海（图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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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心中的日月”

稻城亚丁走近世人的视野，也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情。

1928 年 3 月，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从木里出发，

穿越稻城、亚丁等地，深入贡嘎岭地区，并在美国《国家地理》

杂志发表了文章和照片，将稻城亚丁介绍给了全世界。

1933 年 4 月，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以其在贡嘎岭

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神山的探险经历为素材，创

作了著名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人们将小说中的世

外桃源称为“香格里拉”，而稻城亚丁就被誉为世界上最后

的香格里拉。

2016 年的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映之后，这个

被称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传说中的人间圣地”

的稻城，更是勾起无数人的向往。那儿恬静幽美、古风绵长，

在世界最原始最美丽最瑰丽多姿的自然山水间静静地呆上一

段日子，在午后和煦温暖的阳光中，夜晚清丽的蓝色月色下，

细细地品味尘世间少有的宁静。它成了嘈杂世间，人们心中

理想的伊甸园：

“如这山间清晨一般明亮清爽的人，

如奔赴古城道路上阳光一般的人，

温暖而不炙热，覆盖我所有肌肤，

由起点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

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 玛尼堆与五色经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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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之地”的前世今生

稻城，古名“稻坝”，藏语意为“山谷沟口开阔之地”。在

外界循着名气来追寻它之前，稻城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东汉时期，

稻城为白狼羌地，唐属吐蕃，元属吐蕃等路宣慰司，明属朵甘都司，

清属理塔土司。光绪三十三年（公元 1907 年），奏设“稻成县”，

宣统三年（公元 1911 年），正式核准置“稻成县”隶康定府。

《西康图经》记载：“光绪三十三年，因在此地试行种稻，

故改名稻成县，预祝其成功之意。” 1939 年，西康省成立，改名

“稻城县”。1950 年 12 月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5 年，属西

康省藏族自治州；同年 10 月，西康省撤销，稻城属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至今。

其实稻城亚丁是两个地方，稻城是座县城，而亚丁则是景区。

稻城整个县城只有纵横两条街道，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再从那

一头走回来，不过十分钟。可就是这样一个小地方，却让每一个

曾经停留驻足过的人深深想念。

亚丁景区内不仅有壮丽神圣的雪山，还有辽阔的草甸、五彩

斑斓的森林和碧蓝通透的海子，雪域高原最美的一切几乎都汇聚

于此，徒步转山是感受亚丁风光的最好方式。不过由于亚丁保护

区海拔较高，全程徒步还是需要相当的体力。

亚丁，藏语意为“向阳之地”。保护区内的三座雪山：仙乃日、

央迈勇、夏诺多吉，南北向分布，呈品字形排列，统称“念青贡

嘎日松贡布”，意为：终年积雪不化的三座护法神山圣地。藏传

佛教中称其为“三怙主雪山”，是藏民心中的神圣之地。

而在历史长河中，宗教影响着藏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

民俗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稻城藏族全民信教，教派众多，

稻城全县共有大小寺庙 14 座。主要有白教的奔波寺、著杰寺，黄

教的贡岭寺、冲古寺，花教的扎郎寺、热乌寺等。看过了那些虔

诚朝拜、猎猎作响的五色经幡之后，你或许会明白什么是信仰。
■ 虔诚的藏民

■ 雄登寺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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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多姿的地理地貌

稻城的迷人魅力，与它独特的地理、地貌不无关系。稻城北高南低，西高东低，

群山起伏，逶迤苍莽。山脊河谷相间，既有终年积雪的高海拔山岭，又有幽深诡秘

的低海拔河谷，还有宽阔的草场，潺潺的溪流，景色变幻多姿、十分迷人。

北部为高原宽谷区。海子山骈稻城河，海拔 3600~5000 米。为青藏高原最大

的古冰体遗迹，素有“稻城古冰帽”之称。其冰蚀地形发育完全，冰蚀岩盆星罗棋布，

3200 多平方公里内有大小海子 1145 个，规模和数量都是中国少有的，是研究第

四纪冰川地貌的重要基地。1982 年在其中部发掘出恐龙牙齿化石，在南部发现桉

树化石。海子山群峰连绵，沟壑纵横，大小海子漂砾遍布，怪石林立，景色绚丽

而磅礴。

中部为山原区。包括波瓦山和赤土河。赤土河清澈秀丽，群鱼穿梭。河畔草

场广袤，溪流交错，森林一望无际。波瓦山山势雄秀，四季景色分明；冬日白雪皑

皑，银装素裹；春夏杜鹃遍开，争芳斗艳；秋天红叶似火，尽染层林，分外妖娆。

南部为高山峡谷区，俄初山骈东义河。俄初山海拔 5140 米，高峻而益显巍峨，

挺拔却不失俊俏，像一位美貌仙子端坐云霓。最令人陶醉的是俄初的秋色：红的娇

艳，黄的明丽，绿的柔和，五彩缤纷，漫山遍野，“浓妆淡抹总相宜”。东义河则

如一匹骏马自俄初山飞驰而下，两岸石木参天，巍岩嶙峋，涛声隆隆，瀑布层叠，

山水相映，妙趣横生。

■ 塔公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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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稻城需要理由吗 ?

2016 年，一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电影，让很多

人认识了稻城亚丁。从乡城到稻城的公共汽车不难遇见看完

电影，想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星空的年轻人。稻城亚丁并

不是一个适合“普通游客、宅男宅女”来打卡的旅游景点，

而是一个适合“深度驴友、旅行者”来欣赏感悟的自然

天堂。

去稻城需要理由吗？或许，就如人们所说的：关于稻城

亚丁，用语言来描述它已经失去了意义。没有去过那里的人，

不会相信那些描述；去过那里的人，知道那里是无法用言语

来描述的。上天虽然能鬼斧神工地创造出它，却无论如何也

创造不出形容它的词汇。

它沉睡在岁月的冰河里，方圆 7323 平方公里的土地留

存着大地最古老的记忆和大自然最真实最纯粹的心灵。它被

时光遗忘，千万年来，日升日落，默默守着自己。

不去天堂，就去稻城亚丁吧。

这里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也让许多人在自然简单的生

活中找到生命的真谛。一千个人去稻城有一千个目的，对于

那些在路上的旅人来说，这第一千零一个梦，究竟是承载了

憧憬还是惆怅，也只有在异乡的清晨，独自醒来的刹那才能

恍然而悟了。

■ 亚丁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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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河池
宜鼓宜歌
●撰文 / 梁舒欣

河池是一个藏在山里的城市，独在山林中，遗

世而独立。

红水河流域孕育下的河池，少数民族以壮族为

主，瑶族、侗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也聚居于此，

因此形成了河池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对于没有文

字传承的壮乡人来说，符号和歌声是他们向外界传

达信息和情绪的重要方式，千年的铜鼓咚咚、山歌

缭绕，也曾在这大山深处响起。

mountain

■ 广西宜州下枧河风光（摄影：徐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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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铜鼓声声，震古烁今

“咚咚咚”，宏亮有力且节奏十足的铜鼓声，犹如一声

声平地雷，打破了壮乡山里的寂静。一身青蓝壮衣的阿叔站

在山头对着红水河第一湾敲着当地人制作的铜鼓，鼓声时缓

时急，节奏时轻时重，缓时行云流水，从容舒缓，犹如红河

之水流入心间，重时铿锵有力，振聋发聩，像极万马奔腾，

飞驰而过。

铜鼓文化圈流传着一句话，“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

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兰。”东兰是河池下辖的一个小县

城，红水河穿境而过，看似平平无奇，实则是隐藏的王者，

乃世界铜鼓之乡。目前，世界范围内传世的铜鼓仅有 2400 面，

中国馆藏 1400 面，而东兰则占了 612 面，占世界铜鼓收藏

量的四分之一，东兰是世界铜鼓之乡，当之无愧。

古有“北鼎南鼓”之说，铜鼓最早出现于云南洱海一带，

是古滇文化的典型器皿，河池处于云贵高原南麓，红水河自

云南流入广西境内，铜鼓文化也随之流入。

铜鼓，最初由铜釜演变而来，做炊器用，由于敲击时，

宏亮而悠远，逐渐演变成传达信息的器皿以及用于祭祀、礼

仪的乐器。《明史·刘显传》中曾有过关于铜鼓的记载，“得

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可见当时的铜鼓是贵族权力的象征，

是国之重器。千年时光的洗礼，敲击铜鼓仍作为今日东兰人

祭祀、嫁娶、节庆等重要日子必备项目。

古老的东兰铜鼓以音铜为主，再铸以其他合金而成，鼓

面常有浮雕，以太阳、青蛙等形象居多，壮民先祖认为青蛙

是掌管风雨的女神，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鼓面除了浮雕以

外，还有各异的花纹，每一面鼓都不尽相同，有同心纹、乳

钉纹、人鱼纹、兽形纹、云雷纹等。

中国近代民俗学家黄芝冈撰写的《说铜鼓》中曾有记载

东兰人新年敲鼓，“东兰新年，各村高悬铜鼓，日夜敲打。

鼓是以几具作一组的，敲鼓的是童子，左手用小木条敲鼓面

的边缘，右手用缚着碎布的槌敲鼓的中心。丁东镗错，此敲

彼应，极尽音声之妙。”在今东兰，新春佳节、壮族三月三、

婚丧嫁娶、农忙庆祝等重要日子，东兰人必敲铜鼓。

三月初三，铜鼓会。凡有铜鼓的东兰壮族村寨，早早便

扛鼓上山坡，每个村寨出四面铜鼓，两公鼓两母鼓，每面皆

配以三名经验老练的鼓手，轮流击鼓。东兰人击鼓有其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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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拍和音律，按照“七三七”“七单七双”“闹斑鸠”“倒穿行”“小

姐妹”等节律敲打，鼓声哑了、铜鼓裂了、鼓手错打都算作比赛失败。深

山里，山麓之上，千人云集，百人击鼓，鼓声齐鸣，似春雷鸣响，似海涛

呼啸，似号角催战。

东兰铜鼓文化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艺术感染力，崇尚自然，赞颂勤

劳，宣扬平等自由。神秘古老的东兰铜鼓文化缺少系统的文字记载，却以

铜鼓千年鼓声传承，以铜鼓雄浑的声响震古烁今，在东兰的土地上声声不

息。

歌海宜州，一个会唱歌的城市

“唱山歌咧，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

壮族三月三，广西人难掩放假三日的喜悦之情，且不说唱得如何，也

必定要嚎上这么一句。临近三月三，广西人要回村唱山歌，网友戏称，在

广西，人皆刘三姐。尽管只是一句戏谑之语，广西山歌走红网络，也算是

有了一席之地。

“桂花开放香飘远，壮家山歌代代传，三姐撒下山歌种，如今唱了几

千年。”宜州的阿妹划着竹筏，越过两岸葱郁竹林，在清可见底的下枧河

畔传唱着刘三姐的歌，歌声清脆而婉转，犹如下枧河的潺潺流水，缓缓流

进心里，直教听者沉醉。

相传，壮族歌仙刘三姐出生于宜州市流河乡下枧村。《庆远府志》和《宜

山县志》均有记载：“刘三姐相传为唐时下枧村壮女，性爱唱歌，其兄恶之，

与登近河悬崖砍柴，三姐身在崖外，手攀一藤，其兄将藤砍断，三姐落水，

流至梧州，州民救起，立庙祀之，号为龙母，甚灵验。”20 世纪 60 年代

■ 东兰铜鼓（摄影：晨钟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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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池市宜州区刘三姐故居景区 （摄影：海鹰）

■ 河池罗城高山草甸 （摄影：李明明，图源：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的电影《刘三姐》更是将“刘三姐”以及“刘三姐的山歌”的壮族歌仙文化

品牌推向世界。在宜州，凡是有壮乡人，三人成歌，十里成圩，皆有山歌传唱。

千峰耸立，万木成林，称河池为“山城”一点都不为过，山多歌也诚。在壮乡，

凡婚丧嫁娶、谈情说爱、节庆祭祀、农忙活动，人们多以山歌传情，以歌会友，

以对唱的方式表达内心情愫，说不出口的话以歌代替。

宜州山歌与流行歌曲大有不同，以赋比兴，主题随意，歌词信手拈来，

双人对唱更是极为考验唱者功力是否深厚，反应速度是否迅速，稍不留神，

对唱便处了下风。宜州山歌多是反映勤劳人民质朴生活，歌词简单，易学易唱，

易记易传，朗朗上口。

“三月三”是壮族极为隆重的歌圩节，又称为歌仙节，是为了纪念一代

歌仙刘三姐而设。能歌善舞的宜州人必不会错过，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万人

相会，宾朋云集，齐聚歌圩，高声对唱山歌，人如潮，而歌如海，歌声清脆

而嘹亮，冲破万重山，传达着对三姐的思念以及丰收之喜悦，对未来美好生

活之憧憬，一口桂柳音，唱尽壮乡情。

千年的时光穿过河池的层峦叠嶂，淌过悠悠红水河，壮乡儿女敲得了铜鼓，

唱得了山歌，大山的粗犷带着红水河的柔情，造就了河池人刚中带柔的性子，

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唱着先祖的歌谣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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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梁舒欣

五月初五，端午节随着仲夏节气悄然而至。驱五毒，悬菖

蒲，缠五线，佩香囊 , 华夏民族都会在这一天正式地忙碌起来。

阿爷趁着夏日暑气未起之时，上山采艾叶，阿婆坐在房屋的门

槛处，以棉布、五彩线细细缝制虎头模样的香囊，内里多是菖蒲、

艾叶这类的香草，清香之味绕指而出。

清澈的河水边，在五月初五的早晨，则分外地熙攘，三五

成群的妇人蹲在河边，激动地讨论谁家近日的端午菜单，但手

里的活也没闲着，卖力地将刚从枝头摘下的粽子叶清洗干净，

散落的粽子叶仿佛要随着永无止息的河水越漂越远。

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

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

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

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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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端午节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该项目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TIPS

■ 粽香四溢（图源：摄图网，摄影：sunkiss）

025024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故乡的端午，是粽子的清香味

幼时对于端午节的认知，除了课堂之上，老师激情讲述的屈原投江的故

事，还有就是阿婆加以柴火慢慢炖煮的粽子味，带着叶子清香的味道从灶台

悠悠地飘散满屋。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粽子也各不相同，有三

角的、五角的、长的、短的、四方的，甜口的、咸口的。粽子“派系林立”，

且不说南北之差异，就算相差十里，粽子的差异也能说道一二。在南方，以

岭南一带的广东咸肉粽为代表，在广东则又以肇庆的裹蒸粽最为出名。

裹蒸粽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形状。大部分的粽子以箬叶包裹，扭转至

长条、四方、三角形状，肇庆的裹蒸粽多以本地特有的柊叶包裹，以水草包扎

缠绕成五角形，状似埃及金字塔。最经典的美味往往采用最为朴素的食材，传

统的裹蒸粽，原料只有三种，腌制的五花肉、脱皮绿豆、浸泡一夜的糯米。

前一夜，肇庆的阿妈将精心挑选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以五香粉、芝麻粉、

食盐腌制，雪白的糯米洗净放入水中浸泡过夜，经过 12 小时的洗礼，腌制

的猪肉和糯米的灵魂得到了升华。新鲜的柊叶则要经过沸水的洗礼，阿妈将

腌制的五花肉入馅，以脱皮绿豆铺就，再盖上雪白的糯米，经过巧手的包裹，

状似埃及金字塔，一个个滚落大煮锅的沸水中，以桂枝木慢火烧一夜才可出

锅，正如肇庆人不骄不躁、慢下来的性格一样。

出锅的裹蒸粽软糯可口，彼时的五花肉化为肥油，融入到糯米之中，但

正是由于绿豆的加入，中和了油腻感，一口糯米粽，既有五花肉的鲜香又有

绿豆的清香。肇庆人的背包在端午节后总是鼓鼓囊囊的，那是阿妈昨夜为他

提前包好的裹蒸粽啊，在前往北京的动车上啃上一口，突然觉得家好像没那

么远了。

槲坠是河南鲁山人在端午时节最爱吃的夏令小食，形似粽子，却与别处

的粽子大有不同。槲坠为圆柱形，外形上和三棱锥形的粽子有所区别，但用

馅大抵相同，是典型的北派粽子，以花生、红豆、大枣作馅，口味香甜。槲

坠独特的风味在于槲叶，《本草纲目》曾记载：槲叶，气味甘、苦、平、无毒，

具有止血、止渴利小便的功效。

在鲁山一带盛产槲树，端午前后，鲁山人便会进山采槲叶、包槲坠，这

是当地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习俗。将雪白的糯米铺上青青的槲叶，配上红枣、

蜜饯、红豆等，再点缀几颗花生，再以山上特有的龙须草包裹捆绑，煮熟的

槲坠清香扑鼻，一口下去，软糯香甜，清香入肺。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槲叶

又是一种天然防腐剂，煮熟的槲坠只要浸没在煮时的原液中，可一月左右不

变质，外出打工的鲁山人能够将家乡的味道封存，想家的时候啃上一口，不

禁令人生慰。

■ 槲树的落叶( 图源：pexels，摄影：Mathias P.R. Reding)

■ 裹蒸粽 （图源：Flickr， 摄影：CAMERA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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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槲坠

龙舟竞渡，南朝梁吴均在《续齐谐记》有过记载，“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 , 是日 ( 夏历五月初五 )

投汨罗江死 , 楚人哀之 , 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 , 乃遗俗也。”斯人已逝，其精神永存，屈原也赋

予了赛龙舟更多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吟诵歌颂屈原美德，也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经过

千年时光的变迁，百姓为了纪念屈原而发明的项目赛龙舟，成为端午佳节必备游玩项目之一，小时候

过端午最大的乐趣，除了吃粽子，最爱的便是争相随着大人们去江边看赛龙舟，届时，万人相会，四

邻八方云集江岸，数十舟争相竞渡，游走于沧浪之上，两岸鼓声阵阵，呐喊声此起彼伏。

“五月五，扒龙舟”，这是仲夏时节，广州城内龙舟船队最繁忙的时段。在广州，人们习惯把赛

龙舟说成扒龙舟、扒龙船，寓意着来年风调雨顺。广州的龙舟分“游龙”和“赛龙”，“游龙”体积

较大，装饰华美，称为“龙船”，重在展示服饰旗鼓助兴，“赛龙”则体积偏小，称为“龙艇”，从

三桡至十五桡不等，重在比赛竞速。

广州扒龙舟分为趁景、斗标，趁景是各方龙船前来应景，只表演技巧，不排名次，从五月初一开

始，至五月二十日止，每日一景，轮流在各乡游行，趁景仪式有起龙、进水拜神、采青、划船、吃龙

船饭、入窦等过程。斗标即“斗龙舟”，也就是龙舟竞渡，在趁景热身之后举行。广州人十分讲究仪

式感，在龙舟下水之前，有一个重要的仪式，焚香点炮，以烤全猪祭河神，龙舟下水，便要去“抢青”，

龙舟竞渡，是思乡人的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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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名称 类别 公布时间 申报地区或单位 项目保护单位

1 Ⅹ -3 端午节 民俗 2006 第一批 文化部 文化和旅游部

2 Ⅹ -3 端午节（苏州端午习俗） 民俗 2006 第一批 江苏省苏州市 苏州市姑苏区文化馆

3 Ⅹ -3 端午节（西塞神舟会） 民俗 2006 第一批 湖北省黄石市 黄石市群众艺术馆

4 Ⅹ -3 端午节（屈原故里端午习俗） 民俗 2006 第一批 湖北省宜昌市 宜昌市群众艺术馆
（宜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5 Ⅹ -3 端午节（屈原故里端午习俗） 民俗 2006 第一批 湖北省秭归县 秭归县文化馆
（县文艺创作室、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6 Ⅹ -3 端午节（汨罗江畔端午习俗） 民俗 2006 第一批 湖南省汨罗市 汨罗市文化馆

7 Ⅹ -3 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 民俗 2008 第二批 上海市宝山区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8 Ⅹ -3 端午节（五常龙舟胜会） 民俗 2008 第二批 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 杭州市余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9 Ⅹ -3 端午节（安海嗦啰嗹习俗） 民俗 2008 第二批 福建省晋江市 晋江市文化馆

10 Ⅹ -3 端午节（蒋村龙舟胜会） 民俗 2011 第三批 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 杭州市西湖区蒋村龙舟协会

11 Ⅹ -3 端午节（五大连池药泉会） 民俗 2011 第三批 黑龙江省黑河市 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
管委会文化体育局

12 Ⅹ -3 端午节（嘉兴端午习俗） 民俗 2011 第三批 浙江省嘉兴市 嘉兴市文化馆

13 Ⅹ -3 端午节
（石狮端午闽台对渡习俗） 民俗 2011 第三批 福建省石狮市 石狮市文化馆

14 Ⅹ -3 端午节（大澳龙舟游涌） 民俗 2011 第三批 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大澳传统龙舟协会

15 Ⅹ -3 端午节（泽林旱龙舟） 民俗 2014 第四批 湖北省鄂州市 鄂州市群众艺术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相关代表性项目清单

所谓“抢青”则是将一把挂着新鲜竹叶的竹竿插在河中，船

队各派一人抢青，以求吉祥顺遂之意。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舟语》曾记载过广东扒龙舟之

盛况：“顺德龙江，岁五六月斗龙船。斗之日，以江身之不

大不小、其水直而不湾环者为龙船场。斗得全胜还埠，则广

召亲朋宴饮，其埠必年丰人乐、贸易以饶云。”古时的端午

龙舟竞渡盛况，不得有幸目睹，但今日之扒龙舟仍在广东水

域上盛行，坚持不懈、团结互助的龙舟精神也从未随着时间

而在广州人身上流逝。

在端午的前三日，福建三溪村便开始热闹起来了。“自

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航。”说的便是有着六百年历

史的三溪村端午特有的夜赛龙舟。三溪又叫鼎溪，发源于长

乐、福清交界处的群山中，素有“长乐第一溪”的美誉。溪

水流入抟纱潭、龙潭后，分北、南二溪，与上游的潼溪鼎足

而立，故有三溪之称，三溪村也因溪而得名。

三溪村的龙舟竞渡与别处不同，绝大部分的赛龙舟都在

白天进行，而三溪村却另辟蹊径，习惯将游船、看船、赛龙

舟的项目放在夜晚。夜赛龙舟与三溪人民勤劳智慧的秉性分

不开，白日外出劳作，谋求生计，到夜幕降临，饭后吃过粽子，

呼朋唤友，相邀出门，竞渡龙舟。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不求名，

不求誉，只是寻求过把瘾，归乡的三溪人邀上三五知己，组

队赛舟。

五月初一至初六，三溪村的夜晚灯火通明，蓄势待发的

桨手摩拳擦掌，只待一声令下，船桨奋力在水面砸起一道道

水花，数十条金灿灿的船只犹如火龙迅速在南溪河之上游走，

随之而起的是岸上看官的呐喊声、惊呼声、铿锵的锣鼓声以

及队友奋力呐喊的“嘿咻”加油声，此起彼伏，交相辉映，

响彻三溪村的夜幕。正如《武进县志》记载夜赛龙舟的场景，

“夜龙舟之戏四面各垂小灯，竞渡如白昼。”夜赛龙舟，一

直是三溪人对故乡的信念，端午至，远行的三溪人如约而归，

与三五知己，看灯火，夜游湖，赛龙舟。

端午的习俗，天南地北的，大抵相同，挂艾草，喝雄黄，

吃粽子，划龙舟……身处异乡的人明明也在吃着粽子，看着

龙舟，却每每不得劲，觉得家乡的端午还是与别处的不同，

究竟不同在何处，我猜，大约是因为故乡吧。故乡往往藏在

幼时过节的欢喜里，藏在封存于幼时的味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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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赛龙舟（图源：摄图网，摄影：Siemen）

■三溪龙舟盛事（图源：青年摄影，摄影：陈增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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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些绘画的
年轻人

千年唐卡

●撰文 / 冯慧宁

2020 年，27 岁的长沙姑娘曾芷仪把家搬到了西藏，在

西藏盖了一栋房子，开起了一家客栈，客栈里挂满了她学艺 8

年的唐卡画作。从 19 岁接触唐卡到现在，曾芷仪仍然是少有

的汉族唐卡女画师，她虽是汉族人，但她的作品被供奉在了

西藏江谱寺大殿中央，还被活佛称为汉地女唐卡画师第一人。

曾芷仪笔下的画面，不仅有传统唐卡里的释迦牟尼、四

臂观音、地藏王菩萨，还有西藏的南迦巴瓦峰、神山冈仁波齐、

海拔最高的建筑布达拉宫等种种美景。对于汉族姑娘曾芷仪

来说，唐卡是她认识西藏的心灵密码，而对于祖祖辈辈生活

在这里的藏民来说，唐卡则是一本永不褪色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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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卡是在松赞干布时期 ( 公元 617 至 650 年 ) 兴起的绘画艺术，千余年来影
响深远。唐卡艺术于 2009 年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保护遗
产。每轴唐卡画一般描绘一个完整的故事，内容多以佛像和经变故事为主。唐卡所
表现的内容都是佛教深邃奥秘的哲理 , 用图符造型信息达到传播教化众生的目的。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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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化百科全书

唐卡，又名“唐嘎”“唐喀”，是藏文的音译，原意是

指能摊开欣赏的卷轴画，这一画种的出现是由于高原上曾经

交通不便利的特殊环境与藏族游牧不定的生活方式所决定

的，卷轴的方式使得画在棉布上的唐卡便于携带、悬挂、随

时随地拿出来观赏膜拜。过去，在盛行藏传佛教的藏区里的

任何一座寺庙、佛堂、僧舍乃至信徒家中，处处都供奉有唐卡。

因此唐卡画师的培养也基本上由寺院完成，当时的唐卡绘画

创作自然也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除宗教题材之外，人们还将唐卡称为“藏文化百科全书”，

唐卡的内容也会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间传说、

世俗生活、建筑、医学、天文、历算等领域。藏族画家康·格

桑益希教授在研究藏族美术史的时候说：“所有的藏族文化

都能在藏族唐卡里找到图像，找到它的历史踪迹。吐蕃时期

的乐器是怎样的，你想象不出来。但通过唐卡，再翻翻文字

记载，那你就可以了解了，形象就出来了。它还有科学的功能，

比如天文地理的。在吐蕃时期，藏族唐卡已经能画出很标准

的人体解剖图。”

于是，康·格桑益希教授便带着他的课题组“毅然进入

雪域藏区浩瀚的艺术海洋，在阿里冈仁波齐神山下，凝思曼

荼罗图象征世界的神秘结构；在玛旁雍措圣湖畔，追慕古象

雄文明的多彩风韵；在晨曦中，远眺藏族人民精神的象征——

珠穆朗玛峰的雄姿……” (《藏族美术史》后记) 从四川到西藏，

从云南到青海、甘肃，从风景中看唐卡，从唐卡中看历史与

文化。

记忆会褪色，但唐卡不会

书籍上的字迹或许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但唐卡却

不会。

如今，珍藏在藏地各大寺庙、博物馆、居民家中的许多

唐卡，大多都已历经了几百年的岁月，但其色泽依旧艳丽明

亮，这些几百年前的唐卡看起来就像是刚刚从画师手中诞生

■汉族唐卡女画师曾芷仪的那庐客栈里放满了她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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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这与其使用的颜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传统唐卡的绘制过程极为复杂，用料极其考究。像寻

常人家中细细珍藏、小心呵护的金、银、珍珠、玛瑙等珠宝，到了唐卡画师的手里都会变成制作唐卡

颜料的原材料。

唐卡绚烂的色彩来自最朴素的原色。画师们会在金、银、珍珠、玛瑙、珊瑚、松石、孔雀石、朱

砂等珍贵的矿物宝石和藏红花、大黄、蓝靛等天然原料中提取加工，做成颜料，用这些颜料绘画出来

的唐卡既能保证其色泽鲜艳，璀璨夺目，也更能彰显其神圣。通常，一幅小型金唐卡就需要使用 6 至

8 克的黄金，随着金价的日益上涨，其造价也高达数千元，而对于唐卡画界来说，金银仍然算不上贵重

的材料，属于最普通的颜色，其他红珊瑚、绿松石、琥珀、琉璃无一不是弥足珍贵的宝石颜料。而较

为优质的唐卡，一般由 30 多种颜色绘成，有的多达 50 种。

虽然唐卡的历史悠久，但唐卡真正进入收藏市场的时间并不长。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艺
术品收藏市场刚刚兴起时，唐卡的价格一般也就两三百元。但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藏传佛教
艺术品进入收藏市场后，唐卡收藏市场就开始升温，很多唐卡的价格突破了千元。从 2006 年起，
因为唐卡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收藏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升温态势，价格也随着原
材料的涨价而水涨船高。

TIPS:

■汉族唐卡女画师曾芷仪开心地展示着刚完成的画作，
    嘴唇上还沾染着矿石制成的蓝色颜料

■制作唐卡颜料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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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绘画过程中，对于画师来说唐卡的配色、勾勒不仅是

一种经验累积，更是一场修行的过程，每一位画唐卡的人都

是修行者。每一幅唐卡的完成都需要挑战自身的耐力和意志

力，容不得有半点浮躁和杂念。唐卡的精细描绘几乎能达到

微雕的水平，细微的线条需要细腻的笔来描绘。

据介绍，唐卡画笔最细的那一根，仅用一根毛制成，这

根毛取自猫咪发怒时背后竖起来的那根，尖硬且有韧性。为

了驯服这根毛与其他细软尖的画笔，唐卡画师最常见的动作

便是舔笔，舔笔这一过程既能用口水来进行精准的调色，也

能用舌尖来抚平笔锋，勾勒更精细的线条。因此唐卡画师在

绘画唐卡前，通常都要斋戒，以此保证身体的洁净。

描摹神灵的模样，严苛且复杂，大多数唐卡画师的艺术

寿命十分短暂，四岁学艺，三十学成，从学艺开始，他们便

需要每日在寺庙中诵经、学画，直到三十岁，才能独立创作

第一幅唐卡。但由于需要长时间使用舌尖调色、精神高度紧

张、盘腿作画等行为，唐卡画师在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也会

产生许许多多的职业病，这些职业病也导致一个画师鼎盛的

创作时间只有区区十年。如果按照完成一幅 3 米长的唐卡需

■唐卡画师用口水来进行精准的调色，也能用舌尖来抚平笔锋（图源：美克·美家CSR公益）

要 3 年的时间来算，那么一个唐卡画师的一生也只能画 3 幅

这样的巨作。

画神，也画人

现如今，在价值多元的社会背景影响下，唐卡人才的培

养模式开始转向民间培养，唐卡艺术开始由宗教延伸至现实，

回归人本精神，实现富民创收。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部分具有时代创新精神的

唐卡画师开始融入新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安多强巴就是其中

之一。在藏区，提起安多强巴的名字就如同在中国内地提起

齐白石、张大千，在西方提到毕加索一样。15 岁开始就到寺

院里学习的安多强巴，在 30 岁的时候因为爱情而还了俗。

脱掉袈裟的安多强巴走进了八廓街，成为拉萨街头一位藏族

画家。在西藏奇僧根敦群培的引荐下，安多强巴有幸承担了

扎西曲林寺重新绘制壁画的重任，并走上了职业画师的道路。

安多强巴说：“以前西藏的画师只画神，不画人，画的

人也像神，我安多强巴既画人，又画神，画的神也是人。”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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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唐卡时需要使用细软尖的笔（图源：美克·美家CSR公益）

■西藏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的民族手工艺培训基地，学员们在学习画唐卡（ 图源：新华社，摄影：晋美多吉）

年，安多强巴和益西喜饶、罗松西绕等一批唐卡画家在接触

到常舒泰、艾石之、阮企咸等最早随十八军到西藏的内地画

家之后，勇于突破传统，大胆借鉴西方绘画方法，将川藏、

青藏公路通车等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绘入了唐卡中，开创了

新画风。

改革开放以后，藏区里更不仅仅只有安多强巴这样的画

家巨匠才能通过唐卡获得安身立命的机会。时年 35 岁的扎西

就是见证了新时代唐卡发展的画师之一，扎西和父亲多杰生

活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塔公草原，多杰是一名有

着近 40 年唐卡绘制经验、技艺高超的老画师，扎西自 7 岁起

跟随父亲多杰画唐卡。父子俩每年可以绘制 4 到 5 幅大唐卡，

或者 10 余幅小唐卡，这能给他们带来 20 多万元收入。随着

到川藏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古城拉萨的中心八廓街画坊里希

望成为下一个扎西、多杰、安多强巴的十几二十岁左右、正

在作画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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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村庄被各种各样的树木环绕。

初夏，故乡的槐花就在阳光的微醺下睁开双眸，一串串白色的小花密密匝匝

竞相开放，稠密的槐花压弯了树枝，阵阵浓郁的花香直扑面颊，沁人心脾。差不多

这个时节开放的，还有苦楝花。四五月间，一簇簇浅紫色的花朵缀满在高大苦楝树

的枝头，散发着淡淡苦涩味。苦楝花内敛而低调，在暮色里悄然开放，也会很快落去，

不见踪影。

●撰文 / 余平

浮香一路到天涯

初夏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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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满槐花的树名叫刺槐，也叫洋槐，因树枝上有刺，许多人不太待见它，城里很

少有刺槐的身影。然而，刺槐却遍及故乡的沟沟坎坎、村落山野，而且长得枝繁花茂。

村口就是一片槐树林，每当洋槐花开的时节，有乡亲便用绑着镰刀的竹竿采摘洋

槐花。我没那个耐心，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几层楼高的树就噌噌噌爬上去，捋几串洋

槐花入口嚼着，满口是甜滋滋香幽幽的味道。吃完后我就摘些洋槐花雨点般丢到地上，

小小孩们满地捡拾，我在树上得意地大笑。

童年时最爱吃母亲做的槐花馍，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理解，槐花毕竟是一种野菜，

那个年代的人并非是为了时令的滋味，更多的还是用来弥补口粮的不足。母亲一大清早

就把还带着露水的槐花采摘到家，然后倒出小麦粉、玉米粉和面，等和好了面，还要经

过大半天的醒面，等盆里的面醒了，母亲就把揉得圆润光滑的面团放到案板上擀成圆圆

的面皮，撒些细盐和葱花，再均匀地撒上槐花，然后卷成一只只花卷，最后入笼蒸熟。

出笼的槐花馍香气缭绕，我拿起热腾腾的花馍往嘴里塞，有股槐花的香甜在味蕾周边袅

袅荡漾。这时的母亲总是一脸的笑容，打趣地说：“看你猴急的，别噎着了，这么馋嘴，

将来怎么讨媳妇哦！”

有一年一个外地养蜂人在村口的槐林里摆放了数十个蜂箱。细心的母亲发现他粮

食紧张，虽然我家也不富裕，母亲还是主动接济他一些粮食。初夏洋槐花开了，成群的

蜜蜂在槐树林里起舞。养蜂人为了感谢母亲对他的关照，将一瓶洋槐花蜜送给了我们。

打开瓶塞，一股清香直入肺腑，母亲小心翼翼地舀出一小勺，用温水冲了一大碗，分给

我和姐姐们喝，那是我儿时最难忘的美味。这瓶洋槐蜜我们整整喝了两个月，每次只喝

一点点就觉得特别满足。

光阴似箭，花开花落，一晃我和姐姐都长大了，我们在城里安家立业，而母亲依

然留在了故乡。城里有银杏、杨树、柳树、梧桐、香樟、雪松，却没有槐树。前几年

回到故乡，山村已很难有儿时的印记，童年上学的那条羊肠小道已经变成了柏油马路，

村西的池塘早已经被填平，一栋栋小洋楼拔地而起，但村口的槐树林和扑面而来的花

香依然是那么熟悉亲切，那一棵棵槐树仍和从前一样默默地坚守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山

山水水。

忽然想起一首唐诗“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

一路到天涯”，又到了洋槐盛开的时节，浮现在眼前的是故乡山梁坡沟四处开放的槐花，

让我魂牵梦绕的是故乡村口的那片槐林，而当年那个为我做槐花馍的母亲已经是满头青

丝尽成雪。为了心中的梦想，我背上行囊奔赴那座灯红酒绿的城市，一晃二十几年过去

了。当奋力打拼、负重前行时，从未抱怨，从未退缩，唯有母亲，是我最放不下的牵挂。

风物中国 Unique Features of China

 1. 槐花（图源：太平洋摄影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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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槐花，

是美景亦是美食



四月到五月间，苦楝树终于变得浅紫起来，一丛丛的苦楝花犹如为村庄奉

上凤冠霞帔，分外妖娆。故乡的村庄被各种各样的树木环绕，我之所以对苦楝

树记忆深刻，可能因为它的一个特殊用途。每逢五月母亲带我走亲戚，母亲会

把送给亲戚的油炸麻花装进竹篮子里，然后在竹篮上盖一层碧绿的苦楝树叶。

苦楝树叶味道清苦，走夜路可以防蚊虫叮咬，而且油炸麻花的香味遇上苦楝叶

特有的味道，非常能增加人的食欲。

苦楝花总开放在四五月间，一簇簇浅紫色的花朵缀满在高大苦楝树的枝

头，散发着淡淡苦涩味。苦楝花内敛而低调，在暮色里悄然开放，也会很快落

去，不见踪影。苦楝花是春末夏初的惊鸿一瞥，宛如“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

惊鸿照影来”那样让人黯然神伤。当苦楝花落尽，一串串如青枣一样的楝果挂

满枝头。村里的大人总喜欢拿楝果哄小孩说，这是青枣，可甜了。要是真把楝

果当青枣吃了，那苦涩的味道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苦萦绕在舌尖三日不

绝，让人五味不辨。可乡下的孩子几乎都上过这样的当。夏季过后，那一串串

楝果也会慢慢由青转黄，小铃铛一样在风中摇摆。

苦楝花，别名苦苓，味苦，性寒，有清热祛湿、杀虫止痒功效。在物资匮

乏的年代缺医少药，用苦楝花治身上长痱子效果特别好。我小时候一到夏天手

臂、颈部、额头就会长满痱子，又红又痒，非常难受。母亲便会在清晨采摘还

带着露水的苦楝花，然后将苦楝花洗净焙干，碾为细末，加入少许薄荷汁，敷

在我的患处，这样一天三次，不到一周时间我身上的痱子就慢慢消了。

二十多岁我进了城，城里有泡桐树、柳树、翠柏、五针松、香樟、水杉等，

苦楝树却很少见到。五月的一个傍晚，我去城南办事，忽然间风儿吹动，一阵

略带苦涩的清香扑鼻而来，这是久违的味道。顺着香味走去，果然几棵苦楝树

矗立在都市一隅，苦楝花应约开在这淡淡的夜色之中。

武汉，这座曾经生病的城市如今已经恢复了生机，依然繁华，依然活力四

射。一对满头银发的老人互相搀扶着，步履蹒跚。当他们经过苦楝树时，禁不

住止住了脚步。夕阳下的老人沉浸在苦楝花的气息里，一直不愿离去。苦楝花

的香不是那种馥郁芬芳，而是香中带苦，苦中带香，也许经历过岁月的沉淀和

磨难的人，方能读懂它的味道。漂泊在这个流光溢彩的城市，梦想还没有来得

及实现，自己却已身未老，鬓先秋。蓦然发现，我的根依然在那个飘着苦楝花

味道的故乡，也禁不住愈发怀念起那些走失在韶华里的时光和失散在岁月里的

苦楝花。

 2. 苦楝花（图源：千图网）

苦楝花，

初夏的惊鸿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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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目的地·防城港 Tourist Destination in China: Fangchenggang

Located in Fangchenggang city, Guangxi, Jiangshan Peninsula is an integrated 

sightseeing spot with tourism, sports, and leisure areas. At this so-called 

“tourist resort and sports paradise”, you can walk on the spacious white 

beach and bask in the warm sunshine, wander in the golden camellia garden 

to enjoy the scent of flowers, or look out over jagged rock, and being amazed 

by the mysterious power of nature. The 78-kilometer-long coastline of the 

■  The vast endless sea in the Fangcheng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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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shan Peninsula is pristine and crooked, which is known as the“most 

beautiful coast in the Beibu Gulf”. Each attraction here is unique and has its 

temper. The choppy spindrift and the jagged rock at Bailang Beach, the golden 

Camellia Botanical Garden, and the historic Bailong Ancient Fortress all seem 

to have their characters and Jiangshan Peninsula is where they meet.

 — A Paradise Loaded With Romance
● By Tang Hui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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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目的地·防城港 Tourist Destination in China: Fangchenggang

When the hot sun bakes the grey-black 
sand and the sunshine shimmers on the 
seawater, some people lie in the sun to 
tan while others bury themselves in the 
sand to whiten their skin. 



Bailang Beach —  a holy nymph
in white sarong

Bailang Beach is located at the southeast of Jiangshan Peninsula 
where the breaking waves left the beach covered with foam, hence 
it was named “Bailang Beach” which refers to a beach with white 
waves in English. 

In the morning, the crimson sun rises over the horizon and shines 
on the wide, endless sea. The mirror-like sea reflects the rising sun 
and fishing boats move slowly on the sea, generating a cozy and 
peaceful ambiance which makes tourists relaxed. 

At midday, when the hot sun bakes the grey-black sand and the 
sunshine shimmers on the seawater, some people lie in the sun to 
tan while others bury themselves in the sand to whiten their skin. 
Bailang Beach is a rare black-and-gold titanium beach in the world 
as the sand is rich in titanium ore and gray in color. Many visitors 
come to Bailang Beach to dig a hole and bury themselves to whiten 
their skin naturally, because the acidic substances such as sweat 
secreted by the human body react with titanium and oxygen.

As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 fishing boats return to shore, the dark 
red sunlight reflected in the clean water looks like a pink veil over 
the sea, and the tourists gradually dispersed. Bailang Beach, as if 
the ingenuous maiden in white, is about to fall asleep. Couples go for 
a walk along the beach at twilight. The girl whispers in lover’s ear and 
tells him what interesting things have happened today.

Camellia Nitidissima Endangered 
Plants Demonstration Base
— a noble and elegant queen

On Jiangshan Peninsula, there is a golden garden where fields of 
flowers are undulating in the breeze and golden petals swaying 
like the skirts of a dancing princess. Flowers in full bloom are like 
girls singing a joyful song “longing for the gentle breeze, fanning your 
beautiful skirt”, with a faint scent of flowers in the air. The leaves are 
firm and turquoise, lubricious, and bright as if there covers a layer 
of wax. Stroll through such a beautiful flower sea you can enjoy the 
mellow sunshine and quiet time.

The Camellia Nitidissima of Fangchenggang City is a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 This kind of flower is the 
only type of Camellia in yellow colors. It is famous as the “Queen of 
the Camellia” and the “Treasure of the Plant World” because of its 
rarity and nutrient value. The distribution of Camellia Nitidissima is 
extremely limited. 90% of the world’s wild Camellia Nitidissima grow 
only in the Shiwan Dashan area of Fangchenggang, Guangxi, China, 
making it a rare and precious plant in the world. 

Apart from enjoying the flowers, at this scenic spot, you can also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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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lake and fishing, or stand on the wide beach and play golf. If you are tired, return to the 
hotel and bask in the warm water to relieve your fatigue. Here, you can visit the flowers during 
the day, listen to the sound of the waves at night, and enjoy your leisure time with a glass of 
wine. 

Mangrove Reserve — the steady and sober guardian

On the western shore of Jiangshan peninsula stands a group of “guardian” wearing green 
helmets, grey armor, and bright red pendants that protect the coast from stormy seas — they 
are mangroves that have yellow-green mangrove leaves, grey trunks, and bright red calyces

Mangroves grow along the tropical coastline, and here is the third largest mangrove forest in 
the world and the largest on the Chinese coast. Mangrove, also called “sea olive”, is a natural 
barrier to the coast and a unique marine plant that purifies the sea, which is known as the 
“guardians of the coast”. Moreover, mangroves are rare plants that can survive in saltwater. 
The clean, oxygen, and nutrient-rich forest provid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marine animals to 
grow and live. Fish from deeper waters are attracted to the mangrove area for food and shelter.

The mangroves are also rich in bird food resources where serve to be wintering ground for 
migratory birds and a transit point for their migration, as well as a place for various seabirds 
to feed and roost. 

The nutrient, sheltered water provides nursery habitats for various marine species, and the 
dense, tall branches are like a great green wall that protects against strong wind and waves. At 
low tide, the land is crawling with tiny crabs, and sea birds warble their sweet songs amongst 
the green boughs; when the tide comes, the water submerges the roots of the trees, t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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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ul and varied fish from the deeper water swims in and 
scrounges for food.

Bailong Ancient Fortress
— brave and persistent warriors

Located at Jiangshan Peninsula, Bailong Ancient Fortress 
is a national major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and the 
southernmost ancient military building on China’s coast. It 
was built in 1887 when the war raged in these waters.At that 
time, Bailong Ancient Fortress stood like a steadfast warrior 
on the sea defense line, firing its gunfire bravely to resist 
invasion.

Now, the Bailong Ancient Fortress sits on a desolate hill, and 
the traces of war having been dusted beneath the scrolls of 
history, the surrounding area is heavily forested and sparsely 
populated. The lush wood seems like protecting the ancient 
walls of the building. The sunshine glints through the thick 
shrubbery and scatters over the mottled stone staircase. 
At the end of the stairs is a fortres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tyle, with an old gatehouse and mottled green 
slab on which are engraved the words “Bailong Terrace” in 
regular script.

Time flies, everything here became a historical spotlight. 
As we walk slowly along with the ancient fort’s stone steps, 
leaning gently on the old stone walls, closing our eyes and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the waves from the sea that go 
on hundreds of years, as if we can feel the flame of war. 
Today, the war is ever gone. When we open our eyes, the 
blue and clean sea is present in front of us. The fishing boats 
are moving on the sea slowly, their children are chasing and 
laughing at sunset. 

1. Mangorves in the sea
2. Camellia Nitidissima
3. The ancient 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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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ds of cows and sheep in the Sayram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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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目的地·伊犁 Tourist Destination in China: 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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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is Beyond 
the Great Wall

Ili 
● By Chen zhiying

Lying at the north foot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 Ili Kazak Autonomous 

Prefecture is in the west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bounded on 

the northeast by Russia and Mongolia, on the west by Kazakhstan. There is 

a saying goes that you do not know how vast China is until you visit Xinjiang 

and you cannot truly admire the beauty of Xinjiang until you tour Ili. So there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Ili is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in Xinjiang. The city 

features broad and green grasslands, lofty snow mountains, clear lakes, and 

colorful flower seas. Guozigou Valley, Sayram Lake, Nalati Grassland are the 

most well-known spots. 



Guozigou — a fantastic wonderland

Guozigou, hailed as “the most famous tourism resort in 
Ili”, is a meandering valley across the Northern Tianshan 
Mountains. Boasting a large number of wild fruit trees, it 
thus has been dubbed Guozigou (fruit valley). It is full of 
wild apples, apricots, and walnuts. In the dense forest, there 
are many wild animals and birds, such as rabbits, foxes, 
wolves, bears, wild boars, red deer and so on, which formed 
a natural wildlife zoo. When you travel along the highway 
through the valley, you will be attracted by dark green forest 
and light green apple trees. In the distance, two or three 
Kazakh herdsmen’s yurts are doted in the forest with a light 
cooking smoke floating in the air, forming a paradise view. 
North of the Guozigou is Sayram Lake, and to the south lies 
the Ili Valley. Guozigou is considered one of Xinjiang’s most 
well-known tourist attractions, featuring steep but beautiful 
scenery. Owning snow-capped mountain peaks, green 
forests, waterfalls, and blooming flowers on both sides, it 
is also regarded as the most attractive valley in the Xinjiang 
during spring and summer. 

Besides fascinating natural scenery, Gouzigou also has 
practical functions. With a total length of 28 km, Guozigou 
is the only way to reach the Ili Valley and also an important 
section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It has long been an 
essential passage to Central Asia and Europe. Currently, the 
Saiguo (Sayram Lake-Guozigou) Highway — a necessary 
part of the Lianhuo (Lianyungang-Horgos) Expressway — 
runs through Guozigou. 

■  Guozigou Bridge（Source: Ni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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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along the Urumqi to Ili Highway, you will 
pass through Guozigou. If you travel from east to 
west, you will first pass through the famous Sayram 
Lake, and then through a mountain tunnels several 
kilometers long, you will reach Guozigou.

Since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day and 
night in Guozigou is large, tourists are suggested to 
bring more clothes. Rain gears and sunscreen products 
should be prepared.

Transportation

Weather

Tips



Sayram Lake — the last teardrop of the 
Atlantic Ocean

Sayram Lake is a fairyland with wonderful natural scenery. Its 
water is very pure and clear. People can see everything under 
the water, thus, it got the name of “clear sea” in ancient times. 
On the surface, flocks of ducks and swans sunbath and frolic. 
Flourishing cypress and cedar trees cover the whole mountain 
range. Cottages scatter the foothills of the mountains. Herds 
of horses and sheep graze on the pastures. What a vivid and 
splendid picture! The lake has become a top choice for couples to 
take wedding photos and spend their honeymoons.

The scenery is quite varied in four seasons. In March, when 
flowers are in full blossom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Sayram Lake just starts to thaw, showing us the true color of 
the lake, deep seaweed green. In the sun, the water shimmers 
as gusts of wind blow across the river. In summer, the sapphire 
water of the lake seems to meet the sky in the distance, and the 
yurts of the Kazakh or Mongolian herdsmen can be seen on the 
mountain slopes covered with a green blanket dotted with colored 
blooming flowers. Here, nature and humans co-exist in perfect 
harmony. When it comes to autumn, the fertile grassy meadow 
around the lake is gone. In its place, instead, is a golden-yellow 
colored steppe. The mountain peaks are covered with white snow. 
The belly of the mountain range is unremarkable gray, but at its 
foot are stretches of golden forests.The striking contrast of these 
diverse colors presents a brilliant painting before us. In winter, 

049048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  Vast grassland in 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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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 falls and the lake begins to freeze. There are different shapes of 
ice on the surface of the lake, looking like cotton, clouds, earrings, etc. 
Sayram Lake is wrapped with silver which forms a magnificent view of 
the snowfield.

Nalati Grassland — grassland in the sky
  
Located to the east of Nalati Town of Xinyuan County in Ili, the Nalati 
Grassland is the sub-alpine meadow of the Gongnaisi Grassland 
that is one of the four largest grasslands of the world. Owing to its 
high altitude and steep terrain, it is also called “the sky grassland”.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grassland has been a famous pasture in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The beautiful scenery here is 
beyond description. If the boundless grassland is a green sea then 
the white yurts are sails; herds of sheep, cows, and horses are waves; 
continuous mountains are coasts; upright cedars on cliffs are heroic 
guards. From June to September, the vast expanse of lush grassland 
is dotted with colorful wild flowers. The surrounding snow mountains, 
white clouds, blue sky make this grassland more charming. Thus, this 
period is the best time to visit the wonderland. 

Come and indulge yourself in the fantastic scenery here in Ili. The 
hospitable Kazak herdsmen will welcome you with their particular 
custom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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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re is a train that goes from Urumqi to Ili (passing 
the lake), the best way to visit Sayram Lake is either by bus or 
taxi. Buses leaving Urumqi daily is your cheapest option at only 
a couple hundred yuan. Taxi is much faster and convenient, but 
you’ll pay between RMB 400-600 yuan per day.

The best time to visit Sayram Lake is autumn and summer.

Transportation

Weather

Tips



■  A craftswoman is painting the porce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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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中国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In China, when we mention Jingdezhen, we always 

think of porcelains. Jingdezhen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part in Chinese porcelain production 

for millennia, and its porcelain is the most famous 

type of Chinese porcelain. Serving as the veritable 

porcelain capital in China, even in the world, the town 

has already become a symbol of porcelain. As a 

saying goes “China is well known in the world for 

its porcelain, and Jingdezhen is the most well-known 

center, with the highest quality porcelain in China”. 

Let's walk into the world of porcelain and unveil the 

secrets hiding behind this man-made masterpiece.

● By Chen Zhiying

— A Man-made Masterpiece 

Jingde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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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to become a national highlight

It is said that Jingdezhen started to produce fine ware 
for official use as early as the 6th century and is known 
to have continued producing excellent war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Its most productive period, 
however, began during the Song period and especially 
in the later Nan (Southern) Song period (after 1128), 
when many porcelain workers from the north arrived 
in the city as refugees from the Jin invasion. In the 
late 12th century, great quantities of porcelain were 
exported from the area. Under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Jingdezhen began producing high-
quality ware on a vast scale for the imperial household 
and the government in general. Throughout the Ming 
period, Jingdezhen, rather than an imperial factory, 
was the centre of procurement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The porcelain industry flourished during 
this period, producing wares of superlative quality.

Because of the wars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Jingdezhen porcelai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showed signs of decline. But after 1680, 
porcelain production not only revived, but also 
started to make progress. Thanks to the hard work 
of the potters and craftsmen, porcelain wares made 
in Jingdezhen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period of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of Qing Dynasty. A 
French Jesuit monk reported that there were over 3,000 
kilns in Jingdezhen at the time. Jingdezhen porcelain 
in Qing Dynasty had inherited the craftsmanship 
and variety of Ming Dynasty, but there were many 
inventions. For example, the blue and white at Kangxi 
period utilized gem blue, much purer and brighter 
than that of the Ming Dynasty. These were the finest 
porcelains ever made. And what is more, many new 
glazes were invented at the time. In addition, during 
the reign of Kangxi emperor, Jingdezhen resumed 
the production of copper red glaze, which had almost 
been lost since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Qing period, 
combined folk and Imperial styles, designs became 
more varied. Jingdezhen ware became famous around 
the world.

Porcelain is the creative fruit of the working people 
of ancient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it has been 
exported worldwide, which promotes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ifestyle of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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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d man-made master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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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finished porcel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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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cinating art works with intricate 
procedures

Behind these fascinating art works involve complex 
procedures and craftsmen’s painstaking efforts. Usually, 
local deposits of petunse and kaolin make up the raw 
materials. After gaining suitable raw materials, craftsmen 
use hammers pulverize the mined stone into a fine powder. 
Once powdered, the minerals are mixed together with 
water. Finally, the mixture is dried into workable clay. The 
refined clay must then be formed into the desired pottery. 
This can be particularly tricky, as porcelain is difficult to work 
with. Low plasticity makes it prone to cracking during the 
crafting process. The moisture of the clay must be carefully 
maintained to keep the clay workable, yet sturdy. Today, 
some clay in Jingdezhen contains processed cellulose, 
like that found in paper, since the fibrous material helps to 
increase the strength in the clay during the forming process. 
In Jingdezhen, centuries of production have streamlined the 
crafting process. Artists in Jingdezhen are specialists, each 
controlling a specific stage of production. Some in the city 
even specialize in transporting unfinished work from one 
artist to the next. This is a difficult job, as the pieces are at 
their most fragile state before firing.

Most porcelains produced in Jingdezhen is painted with 
intricate designs. Nature or dragon motifs are craftsmen’s 
top choices. Experienced artists of proven skill are often 
selected to paint the decoration. The different color materials 
have to be properly combined. The artist first paints the white 
porcelain, which is then fired in the kiln to test the properties 
of the colors and the length of firing they require. The famous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f the Ming Dynas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tyles. Today’s artists replicate these 
wares with great precision. Using cobalt oxides, they paint 
designs by hand onto the white clay. Finally, the finished piece 
goes into the kiln. The firing must get hot enough for the clay 
particles to crystallize and harden. This process turns a brittle 
piece of mud into a durable piece of pottery. The porcelain 
clay from Jingdezhen consists of fine, dense particles. When 
fired to suitable temperatures, the clay vitrifies and becomes 
glass-like. This makes Jingdezhen porcelain surprisingly 
durable, despite its delicate appearance.

Jingdezhen porcelain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beautiful 
shapes, various varieties, rich decorations, and unique 
styles. It is quite famous for its white porcelain, which is 
known for being “white as jade, bright as a mirror, thin as 
paper, and sounding like a bell”. What’s more, its production 
techniques have been listed in the first batch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 tour to Jingdezhen will not only let you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about porcelain, but als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to experience how exquisite 
porcelain is made in traditional ways.

057056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东盟美地 Stunning Views in ASEAN

菲律宾有大大小小的岛屿 7000 多个，其中只有 400 个岛有名称，

1000 多个岛上有居民。群岛之中“百花齐放”，“谷仓”吕宋岛上，盛

产粮食与雪茄；热带花园薄荷岛上，海水将碎珊瑚冲成沙滩；与马来西

亚遥遥相对的科隆岛上，81 个不同文化族群尽添异国情调……

一到夏天，菲律宾多的是海岛度假的选择，在众多选择中，坐落于

宿务岛以南，杜马盖地以东的锡基霍尔岛，在众多网红推荐中以“魔法”“治

愈”“神秘”的关键词成为一股清流。没去过锡基霍尔岛的人，也许对

这里闻所未闻，但去过锡基霍尔的人却说，锡基霍尔治愈了菲律宾夏天

的海岛纠结症。

●撰文 / 冯慧宁

治愈夏天海岛纠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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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医之岛

据说，如果向锡基霍尔以外的菲律宾人提起这个地方，

人们大都会露出一脸的惊讶并且给你讲一大堆关于鬼怪和巫

师的传说。锡基霍尔像是一个神秘的未知魔法世界。

“鬼怪”“巫师”“黑魔法”这些形容词让许多游客对

锡基霍尔产生了和“哈利波特与霍格沃兹”般的向往。锡基

霍尔被称为巫医之岛，在科技与现代文明还未走入锡基霍尔

的年代，岛上人均巫医，居民们会依据古法，使用各种奇怪

的动植物来配制神奇的药物，并用稀奇古怪的咒语来治疗各

种疾病。传说中 , 那些住在山间的吹水女巫，更是让这座小

岛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对于在外流传的名声，倔强的锡基霍尔政府其实并不满

意这样的说法，担心这样的“流言蜚语”会对旅游业产生负

面影响。所以初到此地的游客，经常会反复看到一句温馨提

示：“锡基霍尔是一个放松和疗养的好地方，巫术和黑魔法

并不存在于这个岛上。”

然而令锡基霍尔政府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些关于巫术和

黑魔法的传闻，吸引了大批国外游客纷至沓来。可探寻之旅

在踏上锡基霍尔岛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峰回路转。当坐在环锡

基霍尔岛的摩托车或嘟嘟车的国外游客一脸认真地询问“哪

里有巫师？”时，司机们只会毫不留情击破游客们关于魔法

的幻想：“我们信仰科学！那些巫师会的只是在你身边吹烟，

号称可以将疾病带走！”

在司机导游们的介绍中，这些在外界极具神秘色彩的

巫医，最常见疗法就是把一些草药捣碎混合，用火烧或者用

水煮，然后以吹烟或者施洒在体验者身上的方式，去除“疾

病”。岛民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巫师 (witch)，而将其称为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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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healer)。随着现代医学的普及，锡基霍尔岛上的巫医也已渐渐隐退，记载在册的仅剩 3 位，

巫医们的传统疗法也正在面临着失传的危机。

古老且遗世独立

即使寻不到传说中的神秘女巫，锡基霍尔岛上的白沙海滩、果冻色的海水、古老的修

道院、树藤密集的瀑布等淳朴自然的海岛风景也不会让人失望而归。

海岛南边有一座造型简单的拉孜修道院（Lazi Church），粗糙的墙面，方方正正的构造，

颇乏装饰的窗户，可谓素朴。这座建于 1884 年，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古老修道院就是锡基

霍尔岛的地标建筑之一。拉孜修道院是西班牙殖民时代风格的建筑，由珊瑚石及原木建成，

砖红色的外表下虽已饱经沧桑，却依旧宏伟庄严，肃穆安详，没有一丝破败之感。

殖民时期，西班牙人称锡基霍尔为“火焰岛”，曾经每到夜晚，就会有大群的萤火虫

停留在岛上，从漆黑的海面向远处看，小岛好像在发出怪异的光芒，宛如燃烧的火焰，看

起来也越发像一座世外孤岛。

1. 打卡锡基霍尔标示牌
2. 岛上的特色建筑（图源：Flickr，
摄影：Marion Paul Baylado）
3 . 锡 基 霍 尔 的 日 落 ， 天 空 是
金 黄 色 的 （ 图 源 ： F l i c k r ， 摄
影：Christian Manalo）
4.环岛游嘟嘟车（图源：Flickr，摄
影：Kindred Pa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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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锡基霍尔停泊摆渡船的码头（图源：Flickr，摄影：Pinoy Travel Freak）
2. 摩托环岛，复刻公路电影浪漫片段（图源：Flickr，摄影：engl englho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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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锡基霍尔从海面上看，仍然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岛，

所有通往外界的交通都依靠两个码头，岛内也鲜少见私家车。

环岛路是岛上修得最好的路，沿路并无精致的景观布置，只

有农田、带着院子的民居、篮球场和宗教或公共场所，走地

鸡与狗随处可见，淳朴却不破败。

骑上摩托车，进入锡基霍尔

在锡基霍尔，摩托车是从码头下船后进入这座岛屿的最

佳方式。清澈渐变的海岸线、隐匿森林中的绿水瀑布、宁静

祥和的小镇，一条可以骑车飞驰的环岛路，让那些曾在公路

电影中看见的两人一车、海岛晚风的浪漫片段完全可以在这

座略带神秘的小岛上完美复刻，这些写入现实的片段也将会

成为旅行人生中最难忘的一部分。

锡基霍尔的游玩方式，单调且省事，没有太多的条条框

框，却也从不乏味，租借一辆自驾摩托或包租一辆嘟嘟车环

岛一周就足以深入这座小岛。环岛游的路线也极其简单，要

么是顺时针进行，要么就是逆时针进行，环岛游的景点依次

不外乎就是这几个：

圣胡安广场（Capilay Spring Park）—— 百年老榕树小

鱼 SPA（Old Enchanted Balite Tree） —— 拉 孜 修 道 院（ST 

Isidore Church）—— 坎布加海瀑布（Cambugahay Falls）—— 

撒拉东海滩（Salagdoong Beach）—— 红树林树屋。

环岛而游，圣胡安广场上没有拥挤的人群，只有一脸平

静的修女在广场的修道院里虔诚祷告。离修道院不远处，生

长着一棵树龄达五百多年的巴利特魔法榕树，榕树高约 20

多米，直径约 10 米，堪称锡基霍尔岛上的榕树之王。榕树

下有不少游客挽起裤脚，在许愿小池里泡脚歇凉并来上一场

“亲亲鱼疗”。坎布加海瀑布的森林茂密繁盛，不少人会选

择在这里和当地岛民来上一场丛林冒险。这里的岛民们从小

就会跳海，他们会双手抓住悬挂于高树的绳索或树藤，再从

三米左右的跳台荡下去，至最低点时，坠入蓝绿色的湖中放

松自我。

相对于东南亚的许多小城镇、小岛屿上的大多数公路，

锡基霍尔的这条环岛公路与路线堪称完美。没有烂石路，没

有泥路，没有巨坑。在阳光下，大海旁那干干净净的水泥路

虽然不如美国加州一号公路那么大气浩然，满目却是属于人

间的生命力，道路旁随风摇曳的稻草，恣意行走的黄牛，镜

面一般的浅滩，当地人各具特色的民屋，还有那些对你热烈

呼唤的菲律宾小孩，以及略带羞涩打量你的少女，都是一张

张独一无二的画面，那些画面构成了人们对锡基霍尔最完整

现实片段。

在锡基霍尔，时间流逝得很慢，人们涨潮了可以看水母，

退潮了看海星，若是住在海边的小木屋，早起或许还能看见

蚂蚁爬上床头，生活里没有惊心动魄和纸醉金迷，但这里就

是有谜一样的“魔法”力量正在悄悄治愈着一切。

岛上没有自行车可以租赁用来环岛骑行，只有摩托车店。
大部分的摩托车店或者酒店都需要驾驶者出示国内驾照或者
摩托车驾照，并会根据驾驶者对摩托车的熟悉程度考虑是否
租借摩托车。
岛上摩托车或嘟嘟车的车速都比较快，需注意行驶安全。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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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边街景 （摄影：David Mu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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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首都，有着一个很好听的

中文名：金边。不过它的英语和高棉

语发音跟“金边”两个字完全不搭边，

这个首都城市的高棉语发音叫“普农

奔”（PHNOM PENH）。

2004 年，因为工作第一次去金边，

至今陆陆续续去了不下 10 次。就东盟

国家的首都城市而言，吉隆坡最干净，

新加坡最繁华，雅加达和曼谷最热闹，

雅加达最拥挤，而金边则是感觉最自

由和放松的城市。

●撰文 / 高航

金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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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不一样的金边

说到金边的自由，首先说它的货币兑换自由。在金边的

大街上，随处可见自由兑换世界任何主要货币的私人摊点，

一个个玻璃柜里，成沓成沓的新钞旧币堆积，只要是这个世

界上可以流通的货币，在这里都可以自由兑换，不需要护照，

也不用登记，拿钱换钱方便快捷。

即使看起来很破很旧很小的摊点，拿出来成捆成捆的美

元、英镑、欧元、日元都不用惊讶，这是大街上随处可见的

常事。若是你要问这些摊点是否安全的时候，他们会笑着指

着旁边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宪兵告诉你：“金边很安全，坏人

抢了钱也跑不了的。”当然，除了这些街道上的警察宪兵，

一般这些兑换货币的摊点背后的店铺里面也会有请来的持枪

保镖或直接有自卫武器。

第一次去金边的时候，有朋友提醒道：金边很乱很不安

全。到金边后亲身感受确实看起来好像很乱，建筑上的内战

时留下的枪眼触目惊心，大路上军警荷枪实弹，哪怕是交通

警察也是背着 AK47 在执勤。但是实际上待下来，你能感觉

到金边的安全和舒适：正是有了这些警察军人的守卫，金边

总体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当然，最好晚上别去柬埔寨年轻人经常聚集的地方宵夜

或喝啤酒。多年的战乱造成了很多枪支泛滥，前些年金边的

年轻人晚上宵夜带枪出来，喝多了相互开枪对射也是有的。

不过随着柬埔寨多年以来的和平稳定和大力缉枪，现在看不

到年轻人的腰间鼓鼓囊囊的了。

充满历史韵味的城市

塔仔山是金边最高的山，山高约 100 米，山顶供有“奔”

（即金边的英文单词 penh）夫人之像，是金边的象征之一。

站在塔山上可以俯瞰整个金边市。塔仔山上的塔山寺原名金

边寺，以寺内的数量众多的高棉风格的浮雕而闻名。也有说

法称，塔山是金边的发源地。相传 14 世纪一名叫“奔”的

女子拾到一尊因发大水顺湄公河漂流至此的佛像，于是在塔

仔山上修庙供奉，后来，这里逐渐发展成繁华的城镇。15 世

纪柬埔寨首都由吴哥迁到此地，正式命名为“农奔”，当地

华侨称为“金边”。

柬埔寨王国的皇宫，是颇具高棉风情的宏伟建筑，对面

就是湄公河、洞里萨河和巴萨河的交汇处。皇宫的一部分可

以开放给公众参观。举行重大活动时，国王检阅台和检阅台

前面的广场也经常聚集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

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国家，佛教文化体现在了金边的各

个角落。传说中佛陀成佛之时，是一个 7 头蛇神（NAGA）

盘坐为坐垫，展开一个头颅形成蒲扇状为佛陀遮挡风雨，所

以“NAGA”的形象在桥梁、门墩、大厦甚至是政府部门的

建筑中到处可见。人们向 NAGA 祈福，希望蛇神保佑人民

幸福安康。

说到金边，自然绕不过闻名于世的“万人冢”。万人冢

也称为 S21 监狱博物馆，是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人间惨剧。

知识分子、富人等被关押和虐杀。游客可以和幸存者合影，

并买到幸存者撰写的回忆录。

■ 金边塔仔山

■ 柬埔寨首都金边（摄影：NoDu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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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方巴黎”镶上“金边”

柬埔寨王室在民间有着较高的威望，商店、餐馆、居民家庭基本上都会挂着太后和国王的

画像，有一些还会挂上已故老国王西哈努克的画像。

柬埔寨国王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并不参与国家的治理。现任的柬埔寨首相洪森已经连续

执政 30 多年，和中国关系很友好。金边发展速度惊人，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众多的中国企业投

资柬埔寨房地产、制造、产业园区等产业，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金边的中国人一度超过 50 万人。

金边在 60 年前曾被称为“东方巴黎”。法国人在这里的殖民时代，为这个国家注入了西方

文化和享乐主义。加班和储蓄是不可能的，很多周薪制的公司，每周五发薪后，周末是柬埔寨

年轻人的狂欢日，尽管薪金微薄，但是啤酒烧烤是一定要有的。如此一来，周一周二有饭吃，

周三周四有可能饿肚子，等到周五发薪再次狂欢，周而复始。

相反，柬埔寨的华人群体在这片土地上有着很高的威望。工厂、商场、酒店、餐馆甚至是赌场，

绝大部分是华人老板。华人的勤奋、储蓄习惯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得到发展和壮大，并逐渐成

为这个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坚力量。

从半个多世纪前的东方巴黎，到 40 年前的战争和内乱带来的创伤，再到今天的飞速发展，

柬埔寨正在迅速地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也许在 10 年以后，柬埔寨会以一个我们不可置信的样

子站立于世界，站立于东南亚。如同这个城市的中文名字，它会镶上“金边”，再次成为一颗

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世界东方。

■ 柬埔寨金边王宫（摄影：Ethan Crow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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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一座遗落在南洋海滨的城市，处于中国境外

东南角，是全球最大的“唐人街”。当地人操着一口略

带马来口音的客家话、闽南语，让人有一种错觉，仿佛

依旧置身于中国。现代化的楼宇之间，间或夹杂着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风格的古宅、祠堂、庙宇、骑楼城，

恍如隔世，犹如穿梭在新旧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

遗落在南洋之滨的

●撰文 / 梁舒欣

槟城：

■ 槟城乔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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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洋，至槟城，筚路蓝缕二百载

“一位姓邱的客家铁匠，一位姓张的教书先生及一位姓马的烧炭人，他们都被

尊奉为华侨的开辟者。”曾任马来西亚华民政务司的巴素博士对早期槟城历史起源

如是说道。

据史料记载，公元 1786 年，英国海军上校莱特率英国殖民船队抵达位于马六

甲海峡北口的槟城，当时槟岛上仅有 58 人，皆为渔民，其中 3 人来自中国。此三

人均为客家民系，分别是广东大埔县的教书先生张理和同为广东大埔县的铁匠邱兆

进以及来自福建永定县的烧炭人马福春，他们于 1745 年到槟城，死后葬在丹绒道

光土地公福德正神庙后方，被当地人尊奉为槟城华人的开拓者。

下南洋，在福建、广东一带用闽粤方言称之为“过番”。“南洋”一词自明朝

起指南中国海附近之东南亚诸国，包括马来群岛、新加坡和印尼群岛，也包括中南

半岛沿海、中国大陆以南之州省。槟城的华人大部分是清末民初时期大规模流入，

因躲避战乱，再加之欧洲殖民国家吸引华工的移民政策，致使中国沿海一带的广东

以及福建的百姓前往槟城谋求一丝生存之路。

自古，秉承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箴言的中国人无论身处何处，何种艰难之境，凭借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勤劳勇敢之气

性，往往能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初来乍到的华人在槟城的码头扛过沙包，扛过米

粮，在陌生的街角做过人力车夫，拉过欧洲殖民国家的达官显贵，也拉过槟城土著

的富家小姐，种过地也下过海，摆过摊也做过机器时代的工人，似乎只要有一丝生

存的希望，都会狠狠地抓住。

中国人就像一株白色蒲公英，漂洋过海，在一个名为槟城的地方，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华人最为思乡，根植于生命里的故乡情怀和宗族意识，让身处异乡的中

■ 槟城华人街 （图源：摄图网，摄影：行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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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抓心挠肺，总觉得心里似乎缺了一块，空落落的。于是乎，

他们热衷于将家乡的一切复制到这座城，潮汕的炒粿条、福

建的云吞面，还有那些骑楼城、茶楼、庙宇、祠堂、信仰等等，

似乎试图通过复制家乡的一切，华人们就能在异乡的土地上

感受到一丝来自家乡故土的温存和慰藉。

坐在人力三轮车上漫游槟城老城区，穿梭于匆匆过往的

车流人流，街边老旧的骑楼城、香火缭绕的宗族祠堂、钟声

喃喃的庙宇在眼前一道道闪过，转瞬即逝。茶楼里夹杂着闽

南口音的三两吆喝声，早点摊上，阿嫲凌晨三点便开始着手

准备的艇仔粥和云吞面还冒着腾腾热气，市井的烟火气缭绕

于槟城，当英国人和印度人匆匆路过的时候，华人在此复制

了一个家乡。

土生华人：峇峇娘惹文化

一部《小娘惹》曾火遍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剧中华丽典

雅、中国传统与西式风格相结合的古宅便是典型的娘惹风格

建筑，带有明清特点的四合院里，混搭着中华木雕屏风、英

式地砖与苏格兰式铸铁雕塑。香甜软糯的娘惹糕、酸香甜辣

的娘惹叻沙和那烟火慢炖、精致繁复且颇具中国味的娘惹菜

一度让人误以为情感大戏《小娘惹》已然演变成美食剧《大

长今》。“峇峇娘惹”亦由此走入大众视野。

15 世纪至 17 世纪，大约是明清时期，居住在东南沿海

地区的人们借助季风的风力航行至东南亚各国进行商业贸易

往来，其中一部分人留居马六甲、印尼、缅甸等地，并与当

地的马来土著通婚，诞下子嗣，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峇峇娘

惹”，男性称为峇峇，女性称为娘惹。

闽南一带的人经常通过南海航行至马六甲海峡，当地原

住民听到闽南人称男性为“阿爸（a ba）”，女性为“阿娘（a 

nya）”，久而久之，原住民便把来到此处的闽南人男性称作“峇

峇（Baba）”，女性就称作“娘惹（Nyonya）”。他们祖

先的原籍大部分是中国福建或广东潮州地区，小部分是广府

和客家籍。峇峇娘惹在生活习性、饮食文化、语言、建筑、

服饰等方面仍保留着华夏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传统。

坐落于槟城打铜仔街的侨生博物馆 (Pinang Peranakan 

Mansion) 被称为娘惹博物馆，建于 19 世纪 90 年代，为华

人甲必丹郑景贵的故居“海记栈”。这座带有明清特点的侨

生四合院家宅，融合了峇峇娘惹住宅风格，是一座骄矜的私
■ 侨生博物馆 （图源：摄图网，摄影：river2014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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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宅邸。正门石匾上“慎之家塾”四字便可窥见这座宅邸主

人非同一般，实乃名望之辈。郑景贵原名嗣文，号慎之，祖

籍广东增城，是这座宅邸的原主人。光绪十一年（1885）法

国殖民军犯中国南疆，清政府告急。郑景贵认为救国御侮人

人有责，毅然捐助巨额军饷，清政府为表彰他赤诚爱国，赐

封郑景贵及他的林氏夫人三代享受二品官衔荣誉。

从远处望，青绿色的外墙异常显眼，珠光白色的柱子上

缠绕着泛着金光的精细装饰，宅邸为两层复式楼，一层为会

客厅、餐厅，是接待客人外宾之地，二层是主人及家眷下榻

的卧房，一般人不得涉足二层。

从正门往里看，内室富丽堂皇，典雅古朴，精致的木雕

屏风，金碧辉煌的中式浮雕，英式风格的七彩地砖，苏格兰

式的铸铁雕塑，维多利亚时期的瓷娃娃，英式木质长桌上摆

满精致的中西式餐盘。走进前厅，西洋风的锻铁雕柱与楼梯

栏杆从下盘旋而上，彩绘玻璃窗与龙凤柜、雕花屏风共处一室，

毫无突兀之感，这与峇峇受英式教育的背景相关，这也正是

娘惹建筑的特色，中式的典雅加之西式的辉煌，中西合璧。

移步正厅的侧面，设有宗祠和私塾，宗祠房梁之上雕刻

着精美繁复的颇具中国味的戏台，戏台上雕刻的角儿唱念做

打、粉墨登场，实在是惟妙惟肖。置身于金碧辉煌、精致典

雅的娘惹建筑之中，岁月在这座古宅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

每一寸土地，每一片砖瓦，每一个物什都似乎在低声诉说那

年那景那人的故事。

峇峇娘惹家庭长桌宴之上，甲必丹咖喱鸡、娘惹叻沙、

鱿鱼炒沙葛、椰浆饭、娘惹糕等娘惹菜是招待客人必备菜品。

娘惹菜是以传统的中式烹饪方法配合东南亚特有的香料，形

成了味道香浓，带有酸、甜、辣，充满了热带风味的娘惹菜系，

而槟城的娘惹菜因靠近泰国的缘故，在口味上偏酸辣。

五彩缤纷的娘惹糕是颇具代表性的娘惹菜，犹如娘惹文

化，色彩丰富而充满生命力。双色糯米糕分上下两层，上层

糕体是清新的绿，新鲜的班兰叶榨成汁，与糯米粉搅拌蒸成

糕，下半部分是蓝白色的糯米饭，将煮熟的蝶豆花汁倒在糯

米上，搅拌按压成块状。一口咬下，软糯香甜，班兰叶的清

香加上蝶豆花汁浸染的糯米的软糯，仿佛在唇齿间轰然炸开。

娘惹糕是有自己独特的意义的，比如九层糕就寓意着步

步高升之意，常在重要节日和宴席之上出现。峇峇娘惹家族

■ 侨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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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注重长幼有序，在长桌之上，家庭最年长者坐主位，

开席时，按照长幼之分动筷，年长者先吃，辈分最小者

最次。华夏民族的优秀传统依托于峇峇娘惹在槟城这片

土地上得以传承，并且生根发芽。

多元和包容：槟城的千般面

《月亮与六便士》的作者毛姆曾说过，你若未到过

槟城，那你还不算见过世界。

七月份的槟城是热烈的、张扬的，正犹如它包罗万象、

广纳天下的性格。槟城曾是个欧洲殖民城市，一场殖民

带来了英国人、印度劳工、中国华人，各个民族在此交

融，美食、艺术、文化、民族信仰各不相同，多姿多彩、

百花齐放。

漫步街头，走街串巷，拐进了爱情巷，欧式风情的

旅馆和酒吧高低林立，西洋面孔的洋人在酒吧里自顾自

地弹着吉他，低声吟唱关于爱情的歌，吧台上的酒被迷

离的灯光照出了倒影，不知已续了几杯。走出巷子，偶

遇了三五个印度人在街边甩着印度飞饼，载歌载舞，他

们以热烈的方式探寻生命的真谛。再往前走，远远看见

古朴老旧的骑楼城，楼下的茶餐厅十分热闹，阿公们穿

着半旧的拖鞋在餐厅的门口叹一杯茶，他们热烈地讨论

着今天老板娘炒的潮州粿条够不够味，孩童穿着白色背

心蹲在甜品摊前，巴巴地望着阿婆手中裹满酸奶红豆碎

冰的夏日解暑圣品槟城煎蕊。

穿梭于槟城的大街小巷，走过嘎吱作响的码头，途

经壁画涂鸦的斑驳红墙，在栉比鳞次的庙宇中缓缓前行，

你会发现，每一次的拐角都有可能是意想不到的风景。

许多人说，槟城是一个没有性格的城市，随波逐流。

英国人来了，带来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式建筑；印度人

来了，带来了载歌载舞的印度歌舞；中国人来了，带来

了精致可口的广府美食，似乎每一个民族在槟城都留下

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也正是这样多元和包容的城市，让

槟城成为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存在。

■ 娘惹糕 （图源：Flickr，摄影：Nicole LH Pang ）

■ 马来西亚娘惹（图源：Flickr, 摄影：Leonard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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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竹篾编织各种形态的器皿，做成可以上漆的胎体

075074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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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了时光，
也进了寻常百姓家

缅北密林里，夜色渐浓。白日里吸饱了阳光

的漆树，浆体满满。

入夜，漆农穿梭于漆林间，开始收漆。一刀

刀间，乳白的汁液流下，与月光相映照，净洁无比。

这些主要长在掸邦山区的漆树，流出的漆浆本为

稻草色，与空气接触后，则渐渐转为黑色。

这神奇的漆浆，是制作漆器的重要涂料，它

们赋予漆器光滑的表面，也赋予了这些器物抵挡

岁月流逝的铠甲。

●撰文 / 林涵



■ 堆满漆器的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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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中国汉朝时期，中国的漆器从

云南一带传入缅甸，11 世纪初传入蒲甘，在 14 世纪成

为重要的艺术形式，18 世纪达到巅峰。

见证时光流传千年

中国是最早制作漆器的国家。在《韩非子·十过》中有

这么一段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

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1976

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发现了距

今约 7000 年前的木胎漆碗和漆筒，这是中国迄今所发现的

最早的漆器。中国的漆器技艺流传出去后，深刻地影响到了

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漆器技艺的发展。

东南亚最早的漆器遗址就是在缅甸发现的。大约在公元

一世纪，中国汉朝时期，中国的漆器从云南一带传入缅甸，

11 世纪初传入蒲甘，在 14 世纪成为重要的艺术形式，18 世

纪达到巅峰。蒲甘至今仍是缅甸最大也是最主要的漆器重镇，

当地工匠在 1924 年成立政府漆器学校栽培人才，至今，每

1000 个缅甸人之中，就有 1 个以漆器维生。

缅甸漆艺应用范围极广，精致的工艺品以宗教用品与皇

室用品为起源，如供佛、供僧用的漆盒，以及僧侣每天早上

托钵时使用的钵，或是屏风、瓮、花瓶、盆碟、瓢、盘、杯盏、

乐器、橱柜等器物，有的雕饰极精，有的朴素亮泽，依使用

场合所需的礼仪而定。

如今，缅甸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漆器。缅甸人家，不论

是家境殷实的，还是家境一般的，餐具多用漆器。他们认为，

用漆器的碗吃饭，饭更香；用漆器水杯喝水，水更清凉。这

些碗具的图案简洁而又富有民族特色，或是简单几笔勾勒的



■ 用竹子编制漆器胎体（摄影：Guillén Pérez）

东盟文化 Culture of ASEAN

佛教符号，或是细雕一角的自然风光，将寻常的小菜装点得多了几分生活情趣，佛国的诗意生活，就在这一碗一碟中。

而且，随着年青一代设计师的加入，缅甸漆器有了更多的现代化气息，用漆器工艺制成项链、手链、耳环等首饰，不仅独

具个性，且美丽大方，深受年轻人的青睐。

绝美的漆器是可以让人“怦然心动”的。

一位曾去过缅甸深度游的旅行者曾说起他与缅甸漆器的美好初见。“在茵莱湖小村庄一家古董店内，我看见了该店的镇店

之宝——一件高耸佛塔状，呈茜红色的古漆器，至少两三百年了，几经岁月洗礼，漆面刻画的佛教人物故事图案已褪色，纹理

斑驳，但色泽素雅耐看，令我想起《古诗十九首》的‘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怦然心动的感觉油然而生。”

繁琐工艺造就绝美精品

欲制成精美的漆器，需经过繁琐复杂的工序，一些漆器艺术品的制作工序甚至多达 18 道以上。漆器是集体作业，通常是

流水线手工制作，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首先，工匠们把采集而来的竹子削成薄片，厚薄有度、韧性十足。其次，用竹篾编织各种形态的器皿，做成可以上漆的胎体。

不管是精致小巧的首饰或是碗具、勺、盆，还是体积庞大的花瓶和屏风，它们的胎体都主要由竹篾手工编织而成。缅甸盛产竹

子，尤其是钦敦河畔的竹林茂盛，漆器工匠就地取材，根据不同物品的需要选用不同的竹篾，或青或黄，非常讲究，自有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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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竹蔑编织各种形态的器皿，做成可以上漆的胎体13
■ 用竹篾编织各种形态的器皿，做成可以上漆的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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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体编织完成后，就是上漆

079078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的隐秘门道。

胎体编织完成后，就是上漆。缅甸漆器主要色彩为红、

黄、绿色，底色多为红和黑色。还有一种是黑底上金漆，显

得高贵。有颜色的漆料加入其他纯天然成分，从中国来的朱

砂、掸邦的雄黄，结合二者而得绿色，蓝色来自印度的靛蓝。

对工匠来说，如何获得合适的颜色，尤其是红与橙色，颜色

组合配方历代相传，秘而不宣。

上漆后，就是阴干。因生漆的特性是不能日晒、不能烘烤，

只能在阴凉潮湿的空间中慢慢阴干，因此，阴干这一步骤一

般都在地下室进行。一件漆器的制程快则数月，慢则数年，

需要的时间与人力成本极为高昂。

阴干后就是打磨再漆，这道工序至少重复三四次，而且

重复的次数越多越好。接下来就是在器皿制作图案，手艺高

超的匠人们会在器皿上绘画，或是雕刻很细的花纹、制作镀

金花纹。最后，洗擦器皿使其光亮，完成最后工序。

经过如此繁琐工序，方可得绝美艺术精品。

坚守的手工匠人

坚守缅甸漆器这项伟大的传统手艺的，大多是当地人，

也有来自异国他乡的艺术家。来自乌克兰的艺术家维罗妮

卡•格瑞森科（Veronica Gritsenko）就是其中之一。20年前，

维罗妮卡在乌克兰偶遇一位缅甸僧人，这位缅甸僧人向她介

绍了缅甸神秘又悠久的文化，在这些文化的吸引下，维罗妮

卡来到缅甸，而这次的到来，亦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东盟文化 Culture of ASEAN



■ 缅甸漆器制作（摄影：Laura） ■ 用竹篾编织各种形态的器皿，做成可以上漆的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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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抚那些制作精良的缅甸漆器，你

可以感受到漆器本身微凉的坚韧感，以

及刻纹手感的温润，也许，这就是那独

一无二的匠心蕴意所在吧。

她说：“我爱上了缅甸，我觉得我属于这个国家。”

于是，维罗妮卡决定留下来，为缅甸漆器做些什么。

2000 年，维罗妮卡在蒲甘创办了黑象漆器工作坊（BLACK 

ELEPHANT LACQUER）。她以自己的现代艺术理念入手，

以缅甸漆器传统的制作方法和材料为基础，结合生命关怀的

人文信仰，将漆器手工艺上升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维罗妮卡•格瑞森科创作了一系列以缅甸印多吉湖本

土动物为特色的漆器，与大多数缅甸漆器的民族图案不同，

维罗妮卡所展示的漆器多是以湖上莲荷、穿山甲、鹳鸟等特

色的动物、植物和自然为装饰图案。

印多吉湖是缅甸最大的淡水湖，栖息着赤颈鹤、鹈鹕

和鹳等 100 多种鸟类，湖周围的森林也是熊、云豹等多种

动物的栖息地，而这里的山区居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

式——穿着传统的服装，居住在传统的高脚茅屋里。这里质

朴、传统的生活，成为嘈杂世界里难觅的净土，而手工慢做

的漆器，更是让这里有着一种吸引人的静美。

轻抚那些制作精良的缅甸漆器，你可以感受到漆器本身

微凉的坚韧感，以及刻纹手感的温润，也许，这就是那独一

无二的匠心蕴意所在吧。



●撰文 / 王伟

也许是高温多雨、物产丰富、生存容易的缘故，加之大多数人笃信小乘佛教，中南半岛的居民素来清心寡欲、

与世无争。佛系的老挝人更是可爱又逗趣，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有觉睡，就一切“没问题”（ບໍ່ມີບັນຫາ）。老挝

人不仅自己优哉游哉，坚信“工作太多就会费脑伤神”，还常为“想太多”的人感到惋惜，白白承受了不必要的心

理压力。就连曾经殖民印度支那的法国人都半开玩笑地形容：越南人弓腰下地种稻，柬埔寨人坐着看稻长，老挝人

躺着听稻长。

1. 老挝火锅一锅两吃，既可以涮又可以烤
2. 老挝普通人的日常食物除了糯米饭，还是糯米饭 （摄影：Sasha Popo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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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肉穿肠过，佛祖留心头

老挝人为人处世如此，衣食住行亦是如此。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老挝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取自于当地出产

的稻米、家禽、家畜、淡水鱼虾、蔬菜和水果等，进口的海产品和肉类很少，不会刻意追求八珍玉食。普通人的日常食物除了

糯米饭，还是糯米饭，隔天晚上将糯米淘净浸泡整夜，次日清晨捞出糯米，装进可以沥水的竹编容器内，架在陶罐里隔水蒸上

30~40 分钟。蒸熟后盛进被称作“迪普考”的带盖小竹篓里冷却，食用时徒手抓取糯米饭使劲攥紧捏实，然后蘸着用鱼露、小

米辣、柠檬汁、捣木瓜丝、青芒等调制成的蘸料来吃。在老挝民间，有饭团捏得越紧吃起来越香，有点手汗最佳的说法。

不过，糯米饭中支链淀粉含量高，具有很强的黏性，不容易被消化酶水解，虽然扛饿，但会胀气反酸，换哪个人顿顿吃也

受不了，特别是到了午后，血液集中在肠胃帮助消化，脑部反倒供血不足，人很容易打瞌睡，做什么事都无精打采。对于这点，

老挝人心知肚明，白天是佛祖的，自然少不了拜佛和布施，吃什么会有所顾忌，晚上才是自己的，唯有此时得以放松，酒肉穿

肠过，佛祖留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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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挝火锅蘸料都是天然食材（摄影：michelluso）
2. 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亚洲最好啤酒的Beer Lao ,是完美的火锅伴侣 
  （摄影：toozler）
3. 老挝火锅一锅两吃，既可以涮又可以烤
4. 身穿筒裙的老挝姑娘（摄影：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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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老挝人，是否会纠结于到底是去吃肉香四溢的烧烤？还是去吃温润

清淡的涮锅？或许，你也担心吃烧烤会上火，又觉得吃涮锅太单调。然而，老挝

人那句口头禅“没问题”不是说说而已。

每当夜幕降临时，湄公河畔的路边摆满了火锅摊，静候一拨又一拨客人。跟

中国火锅不同的是，老挝火锅一锅两吃，既可以涮又可以烤，特制的铝锅锅沿卷

翘围成浅底，倒入汤底用来涮菜，是为“河”；锅中央隆起成半球形，开了许多

细槽当做烤盘，是为“山”；再以牛肉、猪肉为食，这种“河涮山烤”模式的火

锅被形象地戏称为“牛上山”。

能够一起吃火锅的，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火锅未动，蘸料先行，调制蘸料是件手艺活，关键在于一个拌字。老挝火锅

摊提供的蘸料品种大多是东南亚特产，香茅草、咖喱、柠檬、罗勒、青芒、鱼露、

虾酱、南姜、薄荷、罗望子，让人眼花缭乱。当然，被中国人奉为圭臬的油盐酱

醋葱姜蒜一字排开，自不待言，但放多放少，手上得有分寸感。加辣更难，少了没味，

多了喧宾夺主，早了肉老，晚了味道进不去。蘸料齐备，火锅架在炭炉上开始预热，

这时需要夹片肥肉不断擦拭烤盘，用冒出的油脂滋润盘面，同样得讲究个“度”，

擦得不均匀会粘锅烤糊，擦得太厚实则会冒烟呛人。

准备工作停当，二话不说就要开始烤肉涮菜。老挝火锅体量不大，每次烤不

了几片肉，也涮不了多少菜，一桌顶多围坐 5、6 个人，悠笃笃的老挝人慢慢烤，

慢慢涮，慢慢吃。只要食材投放量不让锅底汤溢出，炭火就不会被浇湿，这样就

会保持火力的持久，照样可以把肉烤熟、蔬菜涮熟，多等一会又有何妨？

有了火锅，怎么能少得了清爽顺滑的啤酒？在老挝地界上，老挝政府和丹麦

嘉士伯（Carlsberg）公司合资生产的老挝啤酒（Beer Lao）占据了 99% 的市场份额，

老挝的茉莉香米和法国的大麦芽取长补短，用德国的酿造及灌装设备生产相得益

彰，口感胜过中日韩知名品牌啤酒，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亚洲最好啤酒，

还被《纽约时报》誉为世界十大名啤之一，甚至出口到 10 多个国家。老挝人大

都酒量不行，喝啤酒通常加入大量冰块，不仅增加了量，也降低了酒精度，一个

人只需点上一瓶 630 毫升啤酒，就能在火锅摊打满全场。

推杯换盏之间，啤酒啵啵冒泡，烤肉滋滋作响，锅底咕咕沸腾。一口冰啤，

一口热菜，这种冰与火的交锋，安抚着忙碌一天的躯体和灵魂，是属于每个老挝

人独有的美好记忆。

好酒好肉好心情，几天不来一顿就浑身不得劲儿。对于老挝人，这世上没有

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享受生活的老挝人，能够坐在

一起吃火锅的，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老挝火锅不但是美食，也是一种文化，在

烟火缭绕中留下的欢笑和泪水，全都融化在老挝人的血液里。

老挝人过日子就是这般简单，只要吃上一口火锅，便是不负美食不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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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吉岛迪奈涵酒店：

住进白色爱情海

085084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酒店 Hotel

●撰文 / 冯慧宁



沙滩，海浪还有度假村

普吉岛关于旅游业的美好始于 1970 年，萨拉辛大桥的

开建促进了普吉岛旅游项目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到了 20 世

纪 80 年代，泰国本地开发商在芭东海滩开设了芭东海滩酒

店（Patong Beach Hotel），成为普吉岛的第一个重大酒店

项目，也使得芭东迅速成为普吉岛的主要旅游景点，众多酒

店项目相继开发。普吉岛的旅游观光业开始逐渐兴起，岛屿

上的高级度假区越盖越多，岛上从事旅游业的居民也越来越

多，普吉岛逐渐成为了东南亚具有代表性的旅游度假胜地。

如今，一张普吉地图，海滩大小数十个，酒店上千家。

普吉岛拥有众多海滩，岛屿西侧是大片的海域，东侧与

攀牙湾形成小海湾，西海岸为安达曼海，普遍沙质较细软、

海水较清澈，而东海岸大部分为港口，虽然平静，但海滩普

遍较差，退潮后礁石较多，不太适合游泳。西海岸则集中着

普吉岛最好的沙滩和度假村，有以清净著称的卡马拉海滩、

具备私密性的苏林海滩、经常举行海上运动的珊瑚岛，还有

夜生活较丰富的芭东海滩等。

宛如少女的奈涵海滩

与这些海滩比起来，迪奈涵度假村的选址不同于普吉岛

西海岸其他奢华酒店的高冷和“不近人烟”，在奈涵海滩上，

迪奈涵酒店闹中取静之余又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气。

不同于芭东海滩和卡塔海滩上的极度喧嚣，奈涵海滩更

像一个青春活泼的少女，待字闺中。奈涵海滩开发较晚，目

前仍然是普吉岛大力发展的新兴区域，是正在发展中的普吉

高端度假区。

从地理位置上看，奈涵海滩位于普吉岛的位置本身就相

对独立，处于一处高山环绕的深水湾，南北两端有陡斜的石

崖，风景一方独好。目前为止，整个海滩上就只有迪奈涵酒

店这一家度假村，身处其中，放眼望去便尽是海湾美景。在

避开了芭东、卡伦、卡塔熙熙攘攘的喧嚷人群后，这里虽算

不上繁华，但也不乏热闹的市集。只要踏出酒店大门，不需

五分钟的步行路程，商店、夜市、按摩馆、银行、药店尽在

身侧，原汁原味的泰国生活就在眼前。

多元文化的混合交融

迪奈涵酒店坐落在奈涵海滩的山坡上，依着山势层层叠

叠修建，相较于普吉岛常见的当地特色的泰式山庄设计，迪

奈涵整个建筑风格颇具地中海气息，第一眼看上去全白色的

楼群沿着山势镶嵌在奈涵海滩上，不禁让人想到了浪漫爱琴

海上的圣托里尼。住在其中，更是让人感觉仿佛坠入了白色

爱情海里。当住客细细品味时，便会发觉酒店俨然是个多元

文化在此混合交融的世界。整个酒店中，既有摩登英伦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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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吉岛的夏天永不停歇，我爱的少年永远在热恋。”2020 年初冬，一部名叫《以你的

心诠释我的爱》的泰剧在豆瓣网站上拿下了 9.5 的高分。四方荧幕中，那些少年们的美好张扬，

那些关于普吉岛的和风煦日再次唤醒了人们的向往。

普吉岛的夏天很漫长，此时，在一年四季都能看到阳光的西海岸奈涵海滩上，一座有着“白

色爱情海”之称的迪奈涵酒店（The Nai Harn Phuket）已等候新一轮旅游季的邂逅多时。

2021 年的中旬，外国游客重回普吉岛的愿望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踏入 6 月，泰国国家

旅游局确认：“由于当地疫情趋稳，普吉岛将于 7 月 1 日起重新对外开放，持有完成 2 剂新冠

疫苗接种的文件以及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的外国游客，入境后无需隔离。普吉岛成为泰国第

一个正式恢复接待国际游客的旅游胜地。”



格，又有浪漫地中海的多情，还有舒适泰国的惬意，甚至有日本

元素的严谨，多元混搭、整体构建一个极度强调享乐的净土，处

处充满人文魅力。

衡量一间酒店的人文魅力，菜品风格的设定则尤为明显。迪

奈涵酒店里共有三间餐厅，其中最大的餐厅名叫 COSMO，如果

你稍稍关心时尚圈，就能发现其与美国百年时尚杂志 COSMO 同

名，并能感受到其中美国式享乐生活的做派。COSMO 餐厅提供

标准的西餐料理和创意泰国菜。西餐主厨更是大名鼎鼎的 Will 

Holland，他曾供职于多家米其林星级餐厅，将极致考究的细节贯

彻到了菜品之中，就连餐后奉上的巧克力，也是餐厅手工制作，

其口感丝毫不输欧洲任何古老的巧克力世家，细腻香醇让人回味

无穷。由于在海岛取材的缘故，Will Holland 对鱼类料理更是炉火

纯青，不论是传统烹饪方法的香煎，还是富有海岛特色的炭烧，

顶级的海岛食材都会呈现出上品的美味。

而在紧靠海岸的 Rock Salt 餐厅则可以尽情地享受完全属于

泰国的美味。这里泰国菜改良的痕迹并不明显，仍然保留了酸辣

的鲜活口感，非常地道，伴着习习海风，柠檬汁和朝天椒的畅快

碰撞了最新鲜的水产的肥美，给予了味蕾极大的褒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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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泳池旁的景观餐厅 Reflection 则提供

了日本料理。酒店设计师在反光池塘上设有下

沉式沙发，使之形成一道独一无二的景色，大

多客人都喜欢在此处一边等待日落一边享受一

杯鸡尾酒。酒店的首席调酒师，是在英国伦敦

大名鼎鼎的 SAVOY 酒店做了 43 年调酒师的

Salim Kboury。尽管头发花白却一样精神气儿

十足，经常在吧台与客人谈笑风生时，会随手

给你来上一杯，并告诉你这是某个时候安吉丽

娜茱莉慕名而去为她特调的款式，或者是某个

电影片段中邦德喝的那一杯。

日落时分，躺在迪奈涵酒店观景露台的沙

发上，海浪此刻正轻轻拍打着岩石，云霞正渐

渐染红天际，一杯美酒，美景在侧，海边是热

烈奔跑的少年，人生惬意之时，正是现在，也

是未来。

七月将来，或许这回真的能再一次喊出：

“你好，普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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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吉岛迪奈涵酒店

地址

23/3 Moo 1, Vised Road, Tambol Rawai,
Amphur Muang, Phuket, 奈涵海滩地区

客房数量：130 间

酒店房型

Mountian View room 山景房

这间 42 平方米的客房坐落在郁郁葱葱的森林之间，拥有
温暖的木质色调，提供 48 英寸的电视、床边 USB 充电
插座以及沏茶 / 咖啡设施，并享有热带花园的景致。独
立浴室与卧室由一扇滑动门隔开。
面积：42 平方米
床型：1 张超大号双人床（不能加床）

Grand Ocean View Room 至尊海景房

这间客房设有 48 英寸平板电视和 44 平方米的海景阳台。
面积：81 平方米
床型：1 张超大号双人床（不能加床）

Deluxe Ocean View Room 豪华海景房

这间客房提供超大床、阳台和小型休息区。
面积：47 平方米
床型：1 张双人床（不能加床）

入住须知

酒店允许携带儿童入住

每间客房最多容纳 1张婴儿床和 1张加床

11 岁以上的客人入住一律按照成人标准 100% 收费。 

豪 华 海 景 房 Deluxe Ocean View Room 和 山 景 房
Mountain View Room 仅适用于 2 大或 1 大 1 小入住；
至尊海景房 Grand Ocean View Room 最大入住人数
为 3 人 ( 包含儿童 )，且不可超出最大入住人数。

酒店仅至尊海景房（Grand Ocean View Room）、
海景套房（Ocean View Suite）、皇家海景套房（Royal 
Ocean View Suite）可加床，儿童加床价格为成人加床
价格的一半。

加床及儿童政策取决于您所选的房型，若超过房型限
定人数，或携带儿童年龄不在政策描述范围内，可能需
收取额外费用，提出的任何要求均需获得酒店的确认。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请以实际入住为准。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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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z-Carlton, Sanya: 
Providing an Enjoyable Experience 
to Tourists 

Ritz-Carlton, Sanya: 
Providing an Enjoyable Experience 
to Tourists 

The Ritz-Carlton, Sanya is a luxury hotel 

sets the standard for hotels in Sanya, 

Hainan Province, which is widely regarded 

as “Oriental Hawaii”. Sanya is one of the 

best tropical seaside resort destinations in 

China due to its location. The Ritz-Carlton, 

Sanya is conveniently located within a 

25-minute drive from Sanya Phoenix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yet located in a 

secluded part of the Yalong Bay, which 

features a pure white beach with expansive 

view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n addition, 

the Hotel is located near a number of 

golf clubs, including two golf clubs with 

championship-level golf courses, the 

Yalong Bay Golf Club, and Sun Valley Golf 

Club.

●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Rest and dine in the Rize-Carlton

Whether travelling for business or pleasure, you can book 
the Ritz-Carlton, Sanya to make your stay extra special 
with exclusive benefits. It has 450 rooms, private villas with 
24-hour private butler service and individual plunge pools 
offering complete privacy. Most of the rooms offer view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while the remaining rooms offer either 
a mangrove view or lagoon view. Some rooms are equipped 
with private Jacuzzis and direct access to the pool. Each 
room seeks to provide luxurious and contemporary 
accommodation with modern amenities such as five-fixture 
bathrooms, a TV in every bathroom, on-demand movies and 
DVD players and complimentary wireless internet access. 

Kingsize beds with luxury linen and pillow menu invite you to 
a restful night sleep. 

The Ritz-Carlton, Sanya offers a range of food and beverage 
options, with six restaurants and bars, including: Fresh 8, 
an all-day dining restaurant, which has eight show kitchens 
each offering freshly prepared dish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earl, which features new Cantonese cuisine and aims to 
delight both the palate and the senses. Sofia, an Italian 
restaurant, which uses quality ingredients and a traditional 
cooking technique to create distinctive tastes and flavors. 
Sand, an al fresco dining venue located near an idyl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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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chfront, which serves fresh seafood and barbecue. Scene,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Hotel, 
offers breathtaking view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llows guests to indulge in a selection of sweets, 
snacks and cocktails. Cube, a bar located in the lagoon pool itself, which serves cool beverages to cater 
to sunbathers and swimmers lounging poolside. Cube offers delectable snacks throughout the day, with 
upbeat chill-out music in the evenings.

A perfect day 

The Ritz-Carlton, Sanya has many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including: a spacious fitness studio, which features 
equipment from Technogym such as cardiovascular, resistance, rowing machines and free weights; Uncle 
Martin’s Secret Garden, where children can learn about tropical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meet rabbits, 
newly hatched baby chicks and sea turtles; the Ritz Kids Club area, which consists of a waterslide, a kid’s 
pool with shower, an outdoor play area, a “Vegetable Garden” as well as a themed air-conditioned kids 
club; the Kids’ Passport, which suggests activities for children and awards them with a specially made 
diplomas upon completion of all of the missions in the Kids’ Passport. Here, you can accompany your kids 
and have a wonderful time.

If you are feeling tired, why not come to the ESPA, one of the largest spas in the Sanya region. In partnership 
with ESPA, the Hotel offers lavish and relaxing therapies and beauty treatments. Comprised of 18 single 
treatment rooms and six VIP treatment suites, the spa also has a jade steam room, cool mist showers and 
outdoor vitality pools with jets. The leisure area includes a relaxation lounge, water features, courtyards, a 
fitness studio, a kinesis studio, a Chi studio, outdoor brine pools and a lounge. Here, you can relax yourself 
and have an enjoyable time.

Add：Yalong Bay National Tourist Resort, Sanya, Hainan, China 
Tel：+86-898-889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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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素万那普机场新候机楼竣工

由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泰

国素万那普机场扩建项目卫星厅新候机

楼日前已完成施工，正式进入验收阶段。

中建承建的新候机楼是素万那普机场的

一号卫星厅，建筑面积 21.6 万平方米，

建筑长度 1070 米。新候机楼中间高跨

区域共四层、两端三层，将泰国特色与

现代装修风格巧妙结合。中建八局海外

部副总经理申明华介绍说，该机场扩建

工程为当地提供约 1.5 万个就业岗位，

增强了中泰两国人员的文化交流。

泰国获世卫组织颁发“纳尔逊·曼德

拉奖”

近日，在第 74 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

期间，世卫宣布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荣

获 2021 年“纳尔逊·曼德拉奖”。该基

金会在过去 20 年中一直为泰国乃至全球

的健康促进发挥作用。根据泰国健康促

进基金会法案（2001 年），该基金会的

目标包括：根据国家卫生政策促进泰国

各年龄段人群的健康；减少酒精饮料和

烟草的消费；发展社区促进健康的能力；

进行研究和开发有关健康促进的知识。

老挝首都因新冠疫情再次延长“封城”

期限

6 月 4 日，老挝政府发布通告指出，

部分放松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但再次延

长老挝首都万象“封城”期限 15 天至

6 月 19 日。鉴于部分省市尤其万象持

续发现社区传播病例，政府认为有必要

继续采取新冠防控限制措施。为缓解疫

情对商业和生活的影响，政府决定继续

允许商业中心、批发和零售商铺开业经

营，部分放松疫情防控措施。

“中国旅游文化周”线上活动盛大开启

6 月 1 日，以“美丽中国”为主题

的“中国旅游文化周”宣传片惊艳亮相

老挝中国文化中心官方网络平台，隆重

开启为期一个月的老挝“中国旅游文化

周”系列线上活动。该活动由中国文化

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主办，结合

老挝受众特点，整合国内数字资源，用

中老文全方位隆重推出涵盖“非遗与美

丽乡村建设”“冰雪旅游”“美食文化”

三大版块的精彩活动内容，讲述中国故

事，展示中国文化和旅游魅力。

菲律宾两大学入榜亚洲前 500 强大学

近日，《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亚

洲大学排名，其中菲律宾国立大学 (UP)

以 44.5 分排名第 88 位，而德拉萨大学

(DLSU) 排名第 401+。菲律宾两所大学

的排名较去年都有所下滑，其中菲大去

年排名为第 65 位，而德拉萨大学去年

排名为第 301-350 位。绩效指标可分

为 5 个领域，分别是：教学，研究，引用，

国际展望和行业收入。

越南相关机场暂停所有入境国际客运

航班

5 月 31 日，为贯彻落实国家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导委员会和交通运输部

的指导意见，越南航空局通知内排国际

航空港自越南时间 2021 年 6 月 1 日 0

时至 2021 年 6 月 7 日暂停所有入境国

际客运航班。与此同时，将新山一国际

航空港入境国际客运航班的暂停期限推

迟至越南时间 2021 年 6 月 14 日（此前

暂停至 2021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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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累城市”新加坡排前三

根据“2021 最佳工作生活平衡城

市”的研究报告结果，新加坡连续两年

蝉联“全球最累城市”第二名。全球劳

累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香港、

新加坡、曼谷、布宜诺斯艾利斯、首尔、

东京、休斯敦、吉隆坡、卡尔加里和伦敦。

这些排名前十的城市的全职职工每周工

作时间远远超过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

工作时长——每周 40 小时。新加坡的

每周工作时间更是超出了 25.1％。

中老铁路首个车站凸显两国文化元素

近日，伴随着最后一块幕墙玻璃顺

利安装，由中铁建设承建的中老铁路嘎

西站在中老铁路磨丁至万象线率先完成

外立面亮相。嘎西站位于老挝万象省嘎

西县，站房建筑面积 1498.7 平方米，

设 1 站台 3 线。站房以中国传统建筑山

墙面为主要形象符号，把寓意团圆、美

满的“中国结”文化元素和老挝手工织

锦的民族特色装饰文化相融合，象征着

中老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

缅甸仰光国际机场限制令继续延长

日前，缅甸运输与通讯部发布声

明，将仰光国际航班限制令延长至 6 月

30 日。为防止疫情输入，缅甸政府自

2020 年 3 月底开始，发布了国际航班

禁令。仰光国际机场限制令已经实施了

1 年多的时间，在国际航班禁令实施期

间，包括落地签在内的旅游团签证暂停

核发。至今为止，只有救援班机、专机

及货运航班能够起降仰光国际机场。

泰国普吉岛将于 7 月 1 日正式开放

目前基于泰国普吉岛的新冠肺炎

疫苗接种普及程度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控

制情况稳定，泰国当局决定将于 2021

年 7 月 1 日正式开放普吉岛。入境普吉

岛的游客需要完成两剂当局认证注册的

新冠疫苗接种及持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阴性报告，即可入境并无需隔离。

是拉差老虎动物园宣布出售 11 头大象

5 月 28 日，泰国头条新闻社报道称，

春武里府的是拉差老虎动物园宣布出售

11 头大象，以弥补因疫情产生的财务

损失。动物园还呼吁大家分享此信息，

以帮助大象尽快找到新家，并否认了有

关动物园常务董事之前说永久关闭园区

的传闻。据悉，是拉差动物园此次出售

的大象全部为母象。

新加坡海星中学将拆除蓝白色牌坊

5 月 12 日，位于新加坡中部的海星

中学（Maris Stella High School）宣布，

即将拆除蓝白色牌坊，为周围社区发展

让路。海星中学表示，建于 1997 年的

蓝白色牌坊拥有独特的设计、蓝色的瓦

片，以及顶部的十字架。为了配合比达

达利区的住宅项目发展，校方表示非常

遗憾蓝白色牌坊将在本月底拆除。学校

则将在位于巴特礼径（Bartley Walk）

的新入口处，建造新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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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echnologies used to rebuild 1,500-year-old 

grottoes in virtual world

May 14, 2021 (CGTN) — Various technologies have 

been adopted to digitize the 1,500-year-old Yungang 

Grottoes in Datong, North China’s Shanxi Province. Using 

three-dimensional (3D) laser scanning and multiplanar 

reconstruction, the Yungang Grottoes Research Institute is 

working to capture the shapes, colors and other fine details 

of the grottoes to create millimeter-level digital archives for 

future study and preservation.

Centuries old village thriving on tourism

 

May 14, 2021 (China Daily) — Deep in Taihang Mountain, 

Yingtan village is located in Xingtai, North China’s Hebei 

Province. It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600 years. There are 67 

well-preserved ancient houses with distinctiv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Taiha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recent years, 

the local people have combined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effectively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village.

A n  a n c i e n t  v i l l a g e  a t  t h e 

crossroads of time and space 

generates new vitality

May 6, 2021 (China Daily) — Huangling 

village only won national acclaim following 

the opening of Wuyuan County’s first 

expressway, the Jingdezhen-Wuyuan-

Huangshan (Changshan) Expressway, 

in 2006. Three years later, villagers and 

local officials began developing tourism 

in the settlement in Jiangxi Province’s 

Wuyuan County.

Beijing sees strong tourism 

rebound dur ing  May Day 

holiday

May 6, 2021 (Xinhua) — Beijing has 

seen a robust recovery in tourism as it 

received more than 8.4 million tourists 

during the five-day May Day holiday, 

local authorities said. The figure marks 

an 81.9% surge over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and is 98.4% of the pre-

pandemic level in 2019, according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Bureau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hina launches 300 new rural 

tourist routes

May 10, 2021 (Xinhua) — China has 

recently launched a total of 300 rural 

tour routes, allowing tourists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country’s poverty battle 

achievements and aid rural vit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e new routes are among 

China’s efforts to enrich rural tourism 

services and prepare fo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095094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资讯 Information



Shadow puppetry still charms 

nationwide tourists

May 10, 2021 (China Daily) — Originating 

in the Han Dynasty (206 BC-220), 

Huazhou Shadow Puppetry in Northwest 

China’s Shaanxi Province is a treasure 

of Chinese folk art with graceful shapes, 

delicate carvings, vibrant colors and 

beauti ful  music. In 2006, Huazhou 

Shadow Puppetry was included in the 

first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China to mark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 at Beijing’s Capital 

Museum

May 10, 2021 (China Daily) — Chinese 

m u s e u m s  a n d  c u l t u r a l  h e r i t a g e 

conservators wil l embrace the 45 th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 nationwide 

on May 18, with the main venue of the 

national-level celebration set in the 

Capital Museum in Beijing, according 

to a news conferen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on May 

8.

“Red tourism” booming as CPC 

celebrates centenary

May 11, 2021 (Xinhua) — mid the robust 

recovery of the domestic tourism market 

following the effective containmen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China, “red 

tourism” stands out. Red tourism, which 

refers to visiting historical sites with a 

modern revolutionary legacy, has become 

the top choice of many Chinese tourists 

this year.

The city that is more than just a metropolis of 

modernity

May 18, 2021 (China Daily) — Fast-paced lifestyles, a 

business and fashion hub, and a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 these are the things most people associate with 

Shanghai today. However, despite these modern traits, the 

metropolis is also rich in resources associated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anging from memorials 

of historic sites, to former residences of leading members, 

to martyrs’ cemeteries, more than 657 cultural sites related 

to the Party and revolutionary history can be found across 

the city. In recent decades,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been 

busy restoring these resources and integrating them into 

the tourism industry. According to Su Zhiliang, Director of 

the Urban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a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 growing number of sites have been renovated 

and opened to the public since 2011.

095094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