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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的崇山峻岭间，古老而神秘的肇兴侗寨隐居于此。木墙黑瓦的鼓楼、
炊烟袅袅的吊脚楼鳞次栉比，禾仓、碾房、井亭、古桥在深山白云间错落
有致，宛如一幅精细描摹的工笔画。每临节庆，侗族人呼朋唤友，盛装出
席，欢聚鼓楼，踩歌堂，抬官人，齐唱大歌，芦笙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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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的八月，于临海而居、靠海吃海的渔民而言，
是一个特别的时节。适时留给鱼群休憩的机会，
是海边人民对海洋的感恩以及敬畏。待三个多月
的休渔期一过，即可开海捕鱼，这是所有捕鱼人
翘首以盼的海洋盛事，修整数月的帆船将再度起
航，沉寂多时的海港彼时响起出海的号角声。

广西人的海鲜自由，从八月开始

在夏夜，总能浮现这样的画面：趿拉着拖鞋，三五朋友约在楼下大排档，
一大盘红得诱人的小龙虾香了唇齿，一大口“气势冲天”的冰啤爽了身
子……一顿小龙虾，不仅仅是其美味征服了我们的味蕾，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一起吃小龙虾的人。

是小龙虾，也是夏天的记忆

“诗比历史更普遍 , 更真实。”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言。古老的《瑶
族密洛陀古歌》流传在瑶乡云下山间。每当布西用布努瑶的宗教语言唱
起古歌时，布努瑶子孙遥远的记忆被唤醒，想起始祖母密洛陀开天辟地、
造人创物、治理河山、降妖除魔、续寿去病，似乎看见了祖先族姓分开、
传宗接代、克服苦难、迁徙安居……

028

布努瑶人，唱活了密洛陀

在第 16 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结束后，由中国—东盟中心、东盟国家驻
华使领馆官员及其他与会嘉宾组成的考察团，对崇左市大新县德天跨国
瀑布、崇左太平古城、大新明仕田园、南宁百益·上河城智慧型文创科
创孵化产业园等项目进行实地考察，探寻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关
注新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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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山水中探寻文化产业发展实践经验

肇兴侗寨，云下山间的隐世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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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寻找我的财富，你在寻找你的财富，我
们都在寻找各自的财富，我们都一样，我们是
兄弟。”这是巴瑶人向他们信奉的海灵诉说着
最为虔诚的话语。巴瑶人乐观、友好、热情、
坚韧的品性如他们眼前的那片碧海蓝天般透彻。
他们盼望着回到大海的拥抱，即使，他们仍需
承受着无解的贫穷。

大海之子巴瑶人

东盟文化

Contents NO.257
2021 年 8月

目录

行摄光影006 视窗084 资讯092

东盟美地 东盟城市

072 078

晨光熹微，天空刚刚泛白，娘水镇上的水上居民还在睡梦之中，茵莱湖
中扁舟之上，捕鱼者头戴斗笠，身着短开衫、肥大宽厚的长裤，手提罩
鱼笼，单脚立船头，一脚则缠绕船桨以击水。他们多以打鱼为生，守着
一汪湖水和一条渔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世代如此，寻常往复。

茵莱湖上的“独脚”渔夫

“在我们的由拉斯达爵爷创始的城市里，每个人都心胸宽广，遍地出产
橡胶和肥猪，也盛开着惜塘花。海浪轻抚着明媚的沙滩，海里遍是珊瑚，
山上挂着水帘子一般的瀑布。”这是泰国南部董里府的座右铭。董里，
用她独特的魅力无不彰显着：董里，就是“懂你”。

泰国董里，太“懂你”

广告索引

封 二        壮美广西形象广告

扉 页        DURIAN HILL 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形象广告

P003        中国—东盟工业设计大赛形象广告

P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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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国—东盟博览》杂志订阅广告

封 底        青山小镇形象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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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奈
沙丘落日

越南东南部平顺省的美奈半岛，不仅拥有长达 50 公里绵长

且优美的海岸线，还有着神奇的白沙丘和红沙丘景观。“一边沙

漠一边大海”的红沙丘是观赏夕阳的绝好之地。挑一个高处坐下，

静看夕阳渐渐西下，映红半个天际，橘色的晚霞与棕红色的沙丘

在落日余晖的笼罩下显得更加梦幻，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气息。

那挑着担子走在沙丘上的越南女子，成了一道美丽无比的风景线。

摄影：Pradeep Rajak  

拍摄地：越南·美奈

行摄光影 Photo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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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 6 世纪，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冥想 7 天而悟道成佛。

此后，冥想这种源自古印度的修心方法，成为佛教一种重要的修行方式。

泰国寺院的僧侣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采用各种有创意的冥想方式。有的

僧侣会带上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到林中或山洞等一些僻静的地方，

进行长达几天甚至更久的冥想修行，以获得对灵性真相的认识。在林中修

行时，静静打坐的僧侣往往会引起路过大象的“好奇”，与僧侣跪坐相伴。

摄影：Santi Foto

拍摄地：泰国·素辇府

僧侣与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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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之城”
泉州

 2021 年 7 月 25 日，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

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一致决

定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再添一处世界

遗产，总数增至 56 个。作为本届大会中国唯一申报的世界

遗产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由 22

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

泉州曾经的辉煌历史，至今熠熠生辉。“此地古称佛国，

满街都是圣人。”700 多年前，著名的意大利环球旅行家

马可波罗称它“光明之城”，唐朝时为世界四大口岸之一，

宋元时期为东方第一大港。它在中世纪有着 400 多年的辉

煌，素有“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之名。

图源：泉州文旅

拍摄地：中国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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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目图片为本刊购于摄图网、Flickr 网站）

苗族烧鱼节

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境内，每年秋天都有一个欢庆丰收的烧

鱼节，这个节日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参与人数多，节日内容也

十分生动活泼，被视为是仅次于苗族芦笙节的苗年庆丰节。烧鱼节当

日，当地村民从四面八方来聚会，一起观看芦笙踩堂等传统文化活动，

烤田鲤、吃野餐，享受丰收喜悦。

苗族烧鱼节，是以稻田养鱼为前提的。每年栽秧的季节，苗族

人都会往稻田里投放一些鱼苗，到秋天就可以收获肥美的鲤鱼了。山

里稻田水质干净，养出的鱼没有任何泥腥味，味道非常鲜美。

摄影：龙涛

拍摄地：广西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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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美广西 Splendors of Guangxi

●撰文 / 梁舒欣

广西人的

从       月开始
海鲜自由，

北部湾的八月，于临海而居、靠海吃海的渔民而言，是一个特别

的时节。在广西临海城市诸如北海、钦州、防城港，此时刚刚结束了

为期三个多月的休渔期。伏季休渔，是海边人民心照不宣的规定，海

洋的馈赠不是无休止的，适时留给鱼群休憩的机会，是对海洋的感恩

以及敬畏。

待休渔期一过，即可开海捕鱼，这是所有捕鱼人翘首以盼的海洋

盛事，修整数月的帆船将再度起航，沉寂多时的海港彼时响起出海的

号角声。

八

■ 广西北海鱿鱼干大晒场（摄影：黄长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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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舸入海，千帆竞发，
       鱼虾满舱，满载而归

防城港的万尾金滩，晴空万里，极目远眺，海天一色。

数百艘大大小小渔船停泊在港口，整齐有序，整装待发，宛

如一条条沉睡的巨龙，只待一声令下，随即入海。

沉寂 3 个多月的海岛，此时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岸上

正举行一场盛大而庄重的祭海仪式。“一敬酒出入平安；二

敬酒波平浪静；三敬酒鱼蟹满舱。”祭师高声诵读祭文，数

百位出海的渔民身着白色开衫，腰间缠着红绸，神情庄严肃

穆，高举酒壶，以酒祭海。

《礼记·学记》中曾有记载帝王祭海的传统仪式，“三

王之祭川也 , 皆先河而后海。”祭海是最具航海特色的古老

海洋文化之一，明代郑和七下西洋 , 出发前均要举行盛大的

祭海活动。对于北部湾沿海渔民而言也不例外，开海前，必

有一场盛大而庄重的祭海仪式。

千百年来，以海为生的渔民们通过祭祀的方式，祈求上

苍海神庇佑，出海顺遂，平安而归，鱼虾满舱，既是对渔获

的期盼也是对海洋的敬畏。然而今日的祭海活动不再是独属

于渔民出海的古老祭祀仪式，更多地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政府将民间的祭海仪式与宣扬城市文化旅游、展现特色民俗

文化以及保护海洋、人海共荣等主题相结合，形成了沿海城

市特色的全新节庆——开海节。

“起航了！”随着一声嘹亮的号角声，众人齐呼。百舸

入海，千帆竞发，数百艘帆船满载众人的期盼，在锣鼓喧天

的助阵中，浩浩荡荡驶出金滩港口，宛如数百条巨龙在一望

无垠的深海游潜，沉寂数月的海面此时波涛澎湃，在飞速前

行的帆船中掀起阵阵浪潮。

锣鼓声渐渐泯于鼎沸的人声，忽而从金滩传来铮铮几声

017016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壮美广西 Splendors of Guangxi

■ 开海节待发的渔船

■ 渔民正在整理渔获



琴音，只见身穿京族服饰的少女们脚踩金沙，手抚独弦琴，

拨弦三两声，琴音时而高耸入云，时而低沉如呢喃，古老的

京族琴音随着海风，带着家人一帆风顺、鱼虾满舱的期盼，

传给出海远行的渔民。

以感恩之心面对海洋的馈赠

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

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逸周书·大聚》

“你看，这刚捞上来的螃蟹、海蜇、皮皮虾多肥，等了

3 个多月的休渔期是值得的。”拿起刚捞上来的大花蟹，成

吨的海鲜堆积如小山，三叔笑得合不拢嘴。开海这一天，他

匆匆吃过早饭便随着开海的渔船出海，哪片海域鱼群最多，

哪片海域最易捕捞，常年以海为伴的他早已谙熟于心，撒网，

下饵，拉笼，收网一气呵成，毫不拖沓。

“以前对于实行休渔期，是不理解的，我们就是捕鱼为

生的，怎么生活？直到十几年前发现这海里的鱼虾海鲜变少

了许多，有时出海几天也捞不着什么。实行休渔期后，鱼群

反倒越来越多，鱼也越来越肥，现在才明白休渔是为了更好

地捕鱼，对于海洋的馈赠，要抱有慈悲感激之心。”三叔是

防城港万尾村的村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平日里以捕鱼

卖鱼为生，近些年防城港等沿海城市实行休渔期，明令禁止

伏季捕鱼。为了生计，三叔也不闲着，白日里到附近大型的

生蚝养殖场打零工，养生蚝，夜里修整渔船，修补渔网，在

休渔期等待着再度起航。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千年前，孟子便

对于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的观念有其独特见解。《逸周

书》也曾提到“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 ; 夏

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关于休渔，在泱泱

华夏是由来已久的，关于顺时取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

题，古人有着超越时代的智慧和见解。

如今，潜水技术日渐成熟，捕鱼工具设备日渐多样化和

科技化。然而，技术和设备的先进却给海洋生态带来前所未

有的危机，对于海洋的馈赠，舌尖上的鲜美总是让人无法拒

绝、念念不忘。许多渔民受利益所驱，忘了初心，大肆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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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大网（摄影：李凡)



毫无节制，早已将祖先千百年来的遗训抛之脑后。为了海洋

生态的良性循环，以及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国家开始实行

休渔期，不涸泽而渔，鱼不长尺而不得取，休渔是为了更好

地捕鱼，开海也是海洋的回赠。

开海，在北部湾实现海鲜自由

历经 3 个多月的休整，沉寂许久的渔船早已跃跃欲试，

在一声号令之下，上百艘渔船秩序井然地驶出港湾，往来如

梭，好不热闹。北海侨港人潮如海，上千人挤在岸边翘首企盼，

等待着第一艘渔船满载而归的消息。

“我一大早就赶过来了，就是为了能抢到第一手的新鲜

渔获，在我们这有个说法，吃到头鱼就预示着今年能有个好

彩头。”每年开海节，北海侨港附近的居民早早便在岸边等

待第一艘渔船满载而归，为了能抢到第一批新鲜的海产，一

大早便马不停蹄赶往开海现场，生怕错过头鱼。头鱼是开海

第一批捕捞上来的渔获，头鱼对于北海人来说，有着特殊的

寓意，代表着好彩头以及顺遂平安之意，能否抢到头鱼也成

为北海人开海后的大事。

随着北部湾开海节的到来，广西人彻底实现了海鲜自由。

清晨，北部湾各个港口码头船只来往如梭，搬运工在渔船与

港口岸边来回穿梭，奋力搬运丰收的海鲜鱼虾。渔民们就地

摆摊，色彩明艳的花蟹、生猛的大龙虾、装在水箱里游走的

白鲳鱼、堆积如山的花甲、蛏子应有尽有……三五个集成箱、

一张凳子，便算是一个摊位了，无需吆喝，新鲜的海产一上，

等候多时、嗜海鲜如命的吃货们就能第一时间嗅到鲜美的味

道，随即蜂拥而至，一一挑选海鲜的同时也不忘和老板砍价，

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八月的北部湾港口码头日日上演。

休渔期一过，北海银滩上的夜宵摊一扫平日里的萧条，

大如拳头的生蚝在烧烤架上滋滋作响，生猛的螃蟹在蒸锅里

也不甘示弱，疯狂挣扎，沙虫粥在瓦煲里嘟咚嘟咚冒着泡泡，

沉寂了 3 个多月的味蕾在一道道海鲜盛宴的引诱下瞬间点

燃。对于海边人而言，最值得开心的日子便是开海时节，邀

上三五好友，无需穿得多正式，一件白色开衫，穿着拖鞋，

越过沙滩，到最近的夜宵摊点上一份大龙虾，嘬着生蚝，配

着冰镇啤酒，再来上一碗沙虫粥，岂不乐哉。

谈着天说着地，脚踩金沙，手举大龙虾，在夜晚的星空

下感慨人生不过尔尔，唯海鲜不可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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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美广西 Splendors of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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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沙渔港集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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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国际合作”的第 16 届中国—东盟

文化论坛于 7 月份在广西南宁落下了帷幕。作为论坛的配套活动，在

论坛结束后，由中国—东盟中心、东盟国家驻华使领馆官员及其他与

会嘉宾组成的考察团，对崇左市大新县德天跨国瀑布、崇左太平古城、

大新明仕田园、南宁百益·上河城智慧型文创科创孵化产业园等项目

进行实地考察，探寻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关注新时期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趋势。贴合论坛主题的技术考察，不仅更好诠释了论坛

的主题，也让嘉宾于山水美景之中收获满满。

■ 明仕田园



尽览中越边境山水  
体验浪漫跨国之旅

考察的首站是崇左市大新县的德天跨国瀑布。德天跨国瀑布位于中国与越南边境处的

归春河上游，与紧邻的越南板约瀑布相连，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具有极高

的独特性、知名度和美誉度。

考察团乘坐竹排感受穿越于两国的奇妙体验，欣赏壮观的瀑布景色，升腾的水雾和溅

起的水花也挡不住大家在瀑布前留影的热情。考察团在此尽览中越边境山水，真实体验到

了浪漫的跨国之旅，泰王国驻南宁总领事彬嘉玛·塔维她雅浓女士盛赞，“广西真美！”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中越两国的跨境旅游合作近年来亦是风生水起。

2015 年，中越两国政府签署了合作保护和开发德天—板约旅游资源的相关协定，中越德天—

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成为中国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2020 年以来，德天跨国瀑布景区

先后推出“中越跨境购物街”“登高望越”“悬崖玻璃栈道”“高空滑道”“奇妙·夜德天”

等旅游新产品，通过丰富的旅游活动，大大促进了中越边境旅游的发展。另外，位于广西

防城港的东兴口岸、凭祥的友谊关口岸等也是中越跨境旅游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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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天瀑布与越南板约瀑布一脉相连（图源：德天瀑布景区）



穿越千年繁华盛世  
感受古城夜生活魅力

告别了德天跨国瀑布，考察团来到了崇左太平古城。夜色降临，崇左太平

古城华灯初上，考察团漫步欣赏流光溢彩的灯光秀，犹如穿越千年的繁华盛世。

壮族乐器天琴弹唱与原生民歌表演，吸引了考察团的驻足停留，聆听优美的天琴

声，尽享古韵魅力。

崇左太平古城建于 1372 年，是迄今广西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府制石城。现在

的太平古城是根据太平古城旧址考证后复建的商业古城，是集人文风物、文化体

验、古城休闲、慢生活度假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

太平古城内夜晚灯火通明，游人如织，泰王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那婷乐

女士说，古城重现繁华面貌，置身其中，仿佛能穿越古今，感受中国历史和风土人情。

太平古城文旅综合体的打造，是崇左市近年来大力发展文旅产业的缩影。

凭借旅游资源优势，崇左市通过完善旅游基础配套设施，旅游的知名度、美誉度

得到不断提升，旅游消费逐渐成为带动崇左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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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左太平古城

■ 崇左太平古城



酒店民宿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崇左市文旅产业发展中的亮点。

景区里的特色民宿，是这次考察之行中的重要一站。位于风光旖旎

的明仕河畔的明仕度假山庄，为游客带来了纯粹的山水隐居、回归

大自然的生活体验。

独具特色的民宿，让那婷乐女士感到非常惊喜。在她看来，明

仕田园旅游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加上传统民俗的迎客方式，实现了

游中越边境山水画廊  
探访“隐者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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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的完美交融，让游客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旅游体验。那婷

乐女士还表示，乡村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发展乡村旅游

极具优势，明仕田园注重生态的保护以及人文情怀的陶冶，泰国很

多城市也如明仕田园一样在推动生态旅游发展。

旅游不仅仅是游山玩水，美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考察团

在明仕田园品尝了壮王土司宴。彬嘉玛·塔维她雅浓女士为广西的

美食“点赞”，她表示广西美食不仅美味，而且融入了当地风俗习惯，

同时也展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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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仕田园

■ 明仕田园里的高腔诗蕾歌者

■ 壮王土司宴



走进南宁的“798”
畅游情景式文化创意街区

斑驳的砖瓦墙，具有年代感的工业厂房，复古汽车美食街……这里

不是北京 798，而是位于南宁的智慧型文创科创孵化产业园——百益·上

河城。

作为此次考察行程的最后一站，百益·上河城也给考察团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气质，老南宁人的文化记忆如何留存？以原

南宁绢纺厂旧厂房建筑为主体的百益·上河城给出了属于这座城市文化

产业的答案。这个集文化创意园区、展览演艺、小剧场、工业文化长廊、

非遗生活馆、艺术酒店、音乐酒吧、创意零售、特色餐饮等于一体的情

景式文化体验创意街区，已然成为了广西特色文化旅游的精品。

在百益·上河城，考察团还参观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展示中心——非遗生活馆。这是一家集非遗展示、文化体验、

时尚购物、休闲娱乐、非遗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里面不仅展示着

壮锦、铜鼓、坭兴陶和绣球等广西极具代表性的非遗产品，还有各种非

遗文化衍生、创新出来的潮品。

越来越多的旅游景区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景点线路，此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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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甸联邦共和国驻南宁总领事觉梭登（中）在百益·上河城非遗生活馆参观



仅满足游客感官体验、认知探索等深层次需求，也为非遗传

承人及从业者增添了展演平台，增加谋生和传艺渠道、扩大

项目知名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驻南宁总领事维拉萨·宋蓬先生认

为，广西非遗生活馆是传播非遗文化的重要场所，吸引游客

到非遗生活馆里赏非遗精品、学非遗技艺、品非遗美食，能

让非遗文化更好地走进生活、走近公众。

贴合主题的实地考察 
让嘉宾收获满满

第 16 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的主题是“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与国际合作”，通过这次实地考察活动，考察团切实

感受到广西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也更加深入地思考新

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及路径。

“这次考察非常棒。”缅甸联邦共和国驻南宁总领事觉

梭登先生在行程尾声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他说，这次考察让

他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真实生活，从中得以一窥中国文化

的内涵。觉梭登先生还表示，作为一个外交官，他在此次考

察中体验了全新的文化，感受到广西文化和旅游的紧密联结，

文化焕发勃勃生机，旅游发展也蒸蒸日上，二者和谐共生。

在本次考察行程中，那婷乐女士也多次表达了对考察活

动的赞许。她说相较于外事活动的正式场合，这次行程让她

感到由衷地放松，是她来中国任职 2 年多来感觉最开心的活

动之一。维拉萨·宋蓬先生说，无论是坐竹排游览德天跨国

瀑布，还是在大新游览明仕田园，他都看到了当地在经济发

展、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上所作的努力。

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框架下的高层论坛，中国—东

盟文化论坛已成功举办 16 届，逐渐发展成为在中国和东盟

地区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专业论坛。在论坛举办期间开展相

关文化产业、旅游项目的考察活动已经成为论坛配套活动。

2020 年，以“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为主题

的第 15 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在桂林举办，考察团对桂林

和三江的非遗旅游项目进行了考察；2019 年，以“‘一带

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 14 届中

国—东盟文化论坛在南宁举办，南宁、崇左的文化旅游特色

项目也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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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益·上河城工业文化长廊，探寻南宁当年的工业密码

■ 百益·上河城里的非遗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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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安瑶族自治县城区（图源：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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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密洛陀古歌》，记载着布努瑶始祖母密

洛陀的故事，用宗教语言来传唱的版本是最完整的。

宗教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它只能在做法事的时候说。

生老病死，人们都会请布西来做法事，唱《瑶族密洛

陀古歌》，跟密洛陀和祖先神灵交流。布西要按照《瑶

族密洛陀古歌》相关的情节用宗教语言来唱，每个字

每个调都不能错的。”蒙有秀说道。蒙有秀是都安瑶

族自治县龙福乡葛家村一带的布西，有着丰富的开坛、

讲演经历。

布努瑶“母亲的教诲”

■ 密洛陀浮雕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是布努瑶

密洛陀文化的发源地，保留着最传统的密洛陀文化以

及该文化衍生出来的习俗。

 “因为是密洛陀，我们才能在这里欢庆、畅饮。”

蒙有秀在车上跟我们说，“密洛陀，不仅仅是在重要

节日才会去祭拜，我们布努瑶人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

她，就像和朋友一起喝酒的时候，必须先说这样的一

句。不论谈什么，必须先要谈密洛陀，互相盘问密洛

陀故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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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西是布努瑶的宗教神职人员，通过开坛做法事、
唱《瑶族密洛陀古歌》来满足布努瑶人的宗教需求。

密洛陀通过对应的故事、训诫来教布努瑶人怎么生存。“因为牛和羊是密洛陀创造的九神之一，所

以祭拜密洛陀的时候不能用牛羊肉来祭拜。如果要祭拜其他神灵，也要先用鸡肉等祭拜密洛陀，牛羊肉

不能出现在密洛陀的面前。而祝著节只能用母猪肉祭拜密洛陀。”

祝著节，是布努瑶的传统节日。相传，密洛陀在农历五月廿五去世，其亡灵于农历五月廿九归祖。

人们为了纪念密洛陀开天辟地、给布努瑶创造生活等功绩，从农历五月廿五到廿九连续五天祭拜。“这

天布努穿的衣服要干净，密洛陀才会保护你；布努不能坐在门槛，不能挡密洛陀进到家里；布努说话要

小声，密洛陀才能安心吃饭；布努要敲起铜鼓，欢送密洛陀离开。”蒙有秀说道。

在《瑶族密洛陀古歌》中，兄弟四姓分家，布努瑶祖先拿了小米去种植，结果被虫鸟糟蹋，于是密

洛陀把铜鼓送给布努瑶祖先，拿到山里去敲打驱赶鸟兽，也用鼓声作乐，解除疲劳。后面布努瑶祖先收

到密洛陀去世的消息，遵照遗嘱，拿出小米糯饭和小米甜酒祭供密洛陀，敲击铜鼓用鼓声送密洛陀一路

走好。铜鼓在《瑶族密洛陀古歌》中跟密洛陀和布努瑶祖先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被布努瑶人视为神圣的、

有灵性的事物。

布努瑶生活中的诸多习俗，都来源于《瑶族密洛陀古歌》中的故事。如今，即使《瑶族密洛陀古歌》

已经只有少部分人会唱，布努瑶人依旧坚持“母亲的教诲”。

■ 都安瑶族自治县祝著节祭祀活动
  （图源：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 密洛陀雕塑（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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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公和父亲都是《瑶族密洛陀古歌》的歌师，他们可以用宗教语言把《瑶族密洛

陀古歌》完整地唱出来。小时候，外公经常跟我讲密洛陀的故事。有一次，我反驳外公讲

的不合理的部分。外公说山神能两只脚踏着两座山，头顶蓝天。我就反驳说，山神那么大，

只能抓母鸡的鹞鹰怎么能把山神给抓走呢？外公就认为我不尊重他。”蓝永红笑着跟我们

讲起了他小时候的故事。他从小就受外公和父亲的影响，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感受着《瑶

族密洛陀古歌》的魅力。蓝永红的一生，从此就与《瑶族密洛陀古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受到时代的局限，蓝永红跟《瑶族密洛陀古歌》的接触和学习时断时续。“《瑶族密

洛陀古歌》的语言，尤其是宗教语言，跟普通的瑶语不一样，只能长时间地认真学坚持学，

要做到不能唱错任何一字一调。可惜我错过了学习的最好时机了。”蓝永红叹惋地说。

直到 1977 年恢复高考，蓝永红的命运发生了转变。1979 年，蓝永红参加了都安中等

师范学校考试并被录取。两年后中师毕业，三十岁出头的他被分配回到七百弄乡弄呈村小

学任教，成为代课老师。而这时结识了一些对《瑶族密洛陀古歌》传统文化感兴趣的领导、

同事，让蓝永红与《瑶族密洛陀古歌》再次续了缘。其中同事蓝正录对《瑶族密洛陀古歌》

的热爱和了解，再一次激发了蓝永红的热情。从 1981 年到 1992 年，两位老师抱着对《瑶

族密洛陀古歌》和布努瑶民族文化的热爱与责任心，翻山越岭，在大山深处，寻找着一个

又一个歌手，录音、记录、翻译……1992 年，蓝正录老先生回到七百弄，《瑶族密洛陀古歌》

全稿的国际音标注音、直译、意译、题解、附记、注解等内容的撰写和修改等工作全部由

蓝永红一个人扛着。这也让蓝永红成为了密洛陀文化的专家。

“其间经历的苦累都不算什么。2002 年，《密洛陀古歌》三册，终于出版了。”提起《密

洛陀古歌》出版时，蓝永红脸上充满着笑容。

蓝永红边说边从办公室的柜子中取出一盒又一盒的录音磁带和一张又一张的碟片。“我

走到哪里就收集哪里的材料。这是我 2014 年退休后返聘来都安瑶族自治县密洛陀文化研究

会搜集到的所有资料，趁着我现在还能走动，平时一有时间我就主动地到村子里找歌师录音、

记录……”蓝永红突然沉默了起来，接着又叹了口气，“我还没退休之前，也一直在收集《瑶

族密洛陀古歌》的资料，整理成录音资料、文字资料，一大包一大包地放在老房子里……然而，

在 2007 年年初，家里着了火，一把火就把所有的资料烧没了……现在我都不愿意想起这件

事……”说到这里，蓝永红的声音已经哽咽，热泪盈眶。

2008 年、2011 年，都安瑶族自治县《瑶族密洛陀古歌》和《密洛陀》分别被列入自

治区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蓝永红成为《瑶族密洛陀古歌》的自治区级代表性

传承人，重新开始《瑶族密洛陀古歌》的收集整理，同时更进一步去思考如何将《瑶族密

洛陀古歌》传承下去。

“我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培养《瑶族密洛陀古歌》宗教语言唱法的人，因为他们才是真

正会唱而且能唱完《瑶族密洛陀古歌》的人。在我考察过程中，发现龙福乡葛家村保存的《瑶

民族情，传承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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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密洛陀古歌》唱法最为完整，会唱的布西有几个依旧健在，也有十几个中青年人在学，我就重点关注这个地方。”蓝永红拾

起精神，眼里带着希望和骄傲，跟我们介绍着他的徒弟们。

蓝永红看着自己多年收集、整理的材料，意味深长地说：“布努瑶的始祖母密洛陀，是伟大的，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带领

布努瑶和兄弟民族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我想把这份美好愿望一直传承下去。这，就是我的动力。”

《瑶族密洛陀古歌》，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于 2008 年 11 月 10 日被列入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密洛陀》经国务院批准，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地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

■ 《密洛陀古歌》三卷本 ■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密洛陀古歌》传承人蓝永红

■ 《密洛陀古歌》故事画■ 《密洛陀古歌》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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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当天下午，我们有幸在都安瑶族自治县密洛

陀文化研究会会长蒙启英的带领下，走访密洛陀文化

公园。

“都安瑶族自治县拥有着‘密洛陀’这独特的民

族文化和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的条件让都

安拥有着广阔的文化旅游前景。” 蒙启英带着我们登

上密洛陀公园的“都安阁”，说道，“《瑶族密洛陀

古歌》中提及的很多个地方，都能在都安这片土地上

找到原型。”

在《瑶族密洛陀古歌》中，传唱着有关澄江湿地

公园石海的来历。都安原本都是山，密洛陀为了给都

一山一水，皆是永恒的记忆

安县城有一块平地，才叫卡亨将石头搬到周围竖成山。

但搬到湿地的时候密洛陀去世了，卡亨因为去参加葬

礼而留下一片石海。

登顶“都安阁”，蒙启英一一指向四周，介绍着

将来如何把密洛陀文化打造成都安文化旅游的核心：

“从《瑶族密洛陀古歌》中发掘文化内涵，诸如罗力、

旺思·旺才等意象，都可以作为我们打造密洛陀文化

旅游的出发点。”

“有一次我们邀请了登山考察队前来考察。在乡

下的时候，他们对当地民居十分感兴趣，给了我启发。” 

蒙启英拿出他收集的传统布努瑶民居建筑资料，说，

■ 密洛陀文化公园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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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近几年我在收集归纳的资料，我们应该保护修缮好这些布努瑶传统建筑，做特色的民宿。”

曾到过法国巴黎参加文化创意旅游展会的蒙启英，有着自己的文旅建设想法。望着远方，蒙启

英说道：“我们应该借鉴如同桂林《印象·刘三姐》、崇左《花山》这些实景演出，将《瑶族密洛

陀古歌》打造成为具有布努瑶特色的、属于都安的实景演出。借助高铁即将修建到都安这个机会，

争取把都安瑶乡文化旅游打造起来，让密洛陀文化在新的时代下，继续造福瑶乡人民。我相信这也

是始祖母密洛陀所希望的。” 

《瑶族密洛陀古歌》具有传奇的、宏大的叙述风格，是布努瑶的民族史诗。每年都会有无数居

于他乡的密洛陀子孙来到都安，在“四姓分家”的“ 欸鼎·欸达”巨石前祭拜，寻找民族之根。

夕阳西下，翠屏山披上了一层火红与金黄交织的霓裳。明天，太阳从东方升起，远远地望着这座山。

山，也看着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子孙们，就像密洛陀一样，世世代代地照顾着瑶乡人。

1. 卡亨
全名叫卡亨·卡都，是密洛陀为治理山河，通过念符诵法造成的八男五女十三位工神中第一位男工神，
为山神，专司竖石为山，奉密洛陀之命开辟平地。

2. 罗立
是密洛陀造人的地方。密洛陀要造人类，决定迁到人间来居住。跑腿神说，人间数罗立这地方好，
密洛陀答应迁到罗立来。

3. 旺思·旺才
是密洛陀通过念符诵法造成的八男五女十三位工神中第三位女工神，为字神，专门写字。

4. 欸鼎 • 欸达
是《瑶族密洛陀古歌》中四族分家的地方。四族分别是老大大汉族、老二本地（罗立）汉族、老三
壮族、老四布努瑶。

■都安瑶族自治县密洛陀文化研究会会长蒙启英介绍都安密洛陀文化旅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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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兴侗寨（图源：千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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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深处有鼓楼

走进肇兴，步入侗寨，眼前是一片木质吊脚楼 , 在村寨浓云薄雾间，冒出五个鼓楼的楼尖 ,

一眼望去，分外醒目。《黎平府志·风俗》曾记载，侗族多建造木质结构的“干栏”楼房，且多

依山傍水而建。鼓楼正是侗寨的灵魂所在。据传，三国时，诸葛亮南征，曾扎营侗乡，为方便指

挥便在营寨中修筑高亭，内置铜鼓，以鼓声传令，遂流传成为鼓楼。

侗族民间有个说法：“未建寨，先建楼。”由此可见，鼓楼之于侗族，有着举足轻重、无法

比拟的地位，每一个侗寨村落的繁衍生息，始终绕不开鼓楼。旧时，寨火山害、土匪骚扰，凡有

重大事宜商议，均登顶击鼓，一楼鼓鸣，村寨相传，百姓应声而至，聚于鼓楼。如今，踩堂祭祖、

迎宾送客、集众议事、嫁娶丧葬等重大事宜，侗族人也相聚鼓楼。

在侗寨，通常一寨一姓一鼓楼。肇兴侗寨以鼓楼群最为出名，寨中矗立着仁、义、礼、智、

信五座鼓楼，一座鼓楼便是一个寨子的标志，五座鼓楼便代表着五个寨子和族群。在肇兴，人

■ 肇兴侗寨特色民居（图源：肇兴侗寨景区官网）

■ 宏伟的肇兴侗族建筑群（图源：摄图网，摄影：JADE W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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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常把寨子叫做团。五座鼓楼中，最早建立

的鼓楼是礼寨鼓楼，始建于 17 世纪，重建于

1982 年，是重檐攒尖顶宝塔式八角鼓楼，楼顶

置五节葫芦形塔刹，而智寨鼓楼则最为美观，

飞阁重檐，气势雄伟。

侗族人是天生的艺术大师，侗族鼓楼最神

奇之处在于，侗族的能工巧匠无需图纸，凭一

根丈杆、一支笔便可化腐朽为神奇，建造出形

态各异、精美绝伦的鼓楼群。以杉木凿榫衔接，

不经一钉一铆，排枋纵横交错，上下贴合，层

层叠叠而上，历经风霜却百年不朽。

鼓楼高耸于侗寨之中，飞阁垂檐层层而上，

呈宝塔状，屋檐梁宇间精雕细琢的飞鸟、花卉、

龙凤等精巧别致，栩栩如生。鼓楼的顶层，悬

挂着一个长形细腰的牛皮大鼓，这也正是“鼓楼”

名字的由来。底部多呈正方形，四周设有木质

长凳，中间有一大火塘，夏日炎炎，在此纳凉，

腊月隆冬，则围坐生火取暖。

“8 月还热着咧，吃过饭就赶着过来乘凉

了，有时也会跑到花桥上吹吹风，腊月隆冬，

我们就会在鼓楼的火塘边围坐烤火唱大歌。”

叼着旱烟的侗族老人靠着干栏而坐，悠悠说道。

傍晚时分，8 月的阳光依旧热辣，暑气难消，

肇兴的侗寨鼓楼早已坐满了人，三三两两的，

摇着薄扇，抽着旱烟，唠着家常。■ 壮观的侗族鼓楼（图源：肇兴侗寨景区官网）

■ 鼓楼内精致繁复的结构（图源：昵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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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鼓楼处，皆有侗歌声

夜幕刚落，深山里的侗寨人家，传来了悠悠歌声，似

鸟叫蝉鸣，似高山流水，歌声由远及近，时隐时现，时缓时急，

宛如天籁，在空谷山间回响。古老的肇兴侗寨，篝火燃起，

千百人齐聚鼓楼，共吹芦笙，齐唱侗族大歌。

明朝时期，诗人邝露在其所著《赤雅》中曾记载侗族

人歌宴盛况：“侗人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

顿首摇足。”侗族大歌，侗语称为“嘎老”。对于古老的

侗族而言，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侗族歌谣甚至无法归属

于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音乐流派，但侗族人却以歌声传

承千百年来灿若星河的侗族文明以及他们的信仰。侗族大

歌以“独高众低”的复调式多声部合唱为主，且全程无指挥、

无伴奏，无固定曲谱。没有曲谱的侗族大歌，由世代歌师

口口相传，倾心教授，一领众和，全凭经验起音，无人指挥，

心心相印的侗族人却能众声合唱，和谐动听。

古老的侗族深居山林，依山傍水，寨前溪水长流，叮

咚作响，山谷绿树成荫，鸟叫蝉鸣，侗族大歌正是起源于

侗乡人对大自然的模仿，以人声呈天籁。侗族大歌低声部

宛如潺潺溪流，婉转动听，高声部则如滔滔江水，深沉高亢，

气势磅礴。侗族歌谣《蝉虫之歌》，被侗族歌师称为百歌之祖，

整首曲调以蝉鸣声作衬音，将模仿蝉鸣发挥到极致。侗族大

歌除了模仿大自然的声音，也会歌唱劳动和爱情。

侗族人常说：“饭养身，歌养心。”对于以歌传情的侗

乡人来说，唱歌与一日三餐同等重要，一日无歌不欢，因此

侗乡也被誉为歌的海洋。侗年节、吃新节、谷雨节等侗族重

■ 齐聚鼓楼，共唱大歌（图源：肇兴侗寨景区官网）

■ 侗族人共吹芦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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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节庆，千人齐唱侗族大歌的震撼场面年年在肇兴侗寨上演，从日升唱到日暮，从河畔唱到鼓楼，宾朋云集，

歌声如海。

凡有鼓楼处，皆有侗歌声。在肇兴侗寨人眼里，侗族大歌从不在星光璀璨的舞台上，而在白云深处

的侗寨里、鼓楼边。

吃乌米，丢卣卣，深山侗寨的谷雨狂欢

谷雨，在侗语中称为“渐苟嫩堕拉”，是吃乌米、播稻种之意，古人便有“雨生百谷”之说。对于

靠山吃饭的肇兴侗族人而言，谷雨不仅仅是春日里开荒耕种、播撒稻种的节气，还赋予了侗族人祈求来

年丰收的殷切期盼，如今的谷雨节，更是赋予了爱情婚恋的美好寓意，是肇兴侗族儿女的“情人节”。

谷雨时节这一天，肇兴侗族的阿妈一大早便要进山采乌米叶，这是制作乌米饭必不可少的材料，将

乌米叶洗净之后，以石碓舂烂研磨成汁，过滤残渣，将黑色的汁水与糯米一起浸泡蒸煮，以乌米叶汁煮

出的糯米饭乌黑透亮有色泽，自带一股大自然的清香。侗不离酸，喜不离糯。在肇兴侗寨，乌米饭是等

同于汉族的喜糖，代表着订婚的喜庆。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讨乌米、丢卣卣、抹花脸才是肇兴侗寨谷雨狂欢节的正确打开方式。三五成

群的侗族小伙呼朋唤友，浩浩荡荡拿着装满糖果的卣卣前往女子家里讨要乌米饭。卣卣是以楠竹编织而

成的竹编制品，多为手工制作而成，侗族人用以装乌米饭居多。

在女子家门口，将卣卣丢进屋内，侗家女子则取了糖果，将乌米饭装进卣卣，以表礼尚往来之意。此时，

屋内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刺激起来，进屋取乌米饭的人将会受到一轮“抹黑”，女子及其同伴事先准备

好黑色锅烟灰，趁其不备，将锅烟灰尽情抹在小伙的脸上，谁的脸最黑，则代表谁最受欢迎。深居山林

的肇兴侗寨，此时沉浸在谷雨时节的狂欢与喜庆之中。

隐于山林，深居鼓楼，肇兴侗家人丢卣卣，吃乌饭，唱着大歌，吹着芦笙，在深山秘境里延续侗族

千百年的文明和信仰。

■ 盛满乌米饭的卣卣（图源：新华网） ■ 丢卣卣，抹花脸（图源：肇兴侗寨景区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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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江油焖小龙虾（图源：昵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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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子要吃活着烧的，痛出来的鲜

美，才足够颠倒众生。”张嘉佳在《生鲜

小龙虾的爱情》中写道。

在夏夜，总能浮现这样的画面：趿

拉着拖鞋，三五朋友约在楼下大排档，一

大盘红得诱人的小龙虾香了唇齿，一大口

“气势冲天”的冰啤爽了身子……一顿小

龙虾，不仅仅是其美味征服了我们的味蕾，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一起吃

小龙虾的人。

是
小
龙
虾
，

是
小
龙
虾
，

也
是
夏
天
的
记
忆

也
是
夏
天
的
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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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初见，香满童年 

前些日子，时常翻起外公手抄的唐宋诗词，偶然看到东

坡先生之作“龙卷鱼虾并雨落，人随鸡犬上墙眠。只应楼下

平阶水，长记先生过岭年。” 

小时候，的确遇见过夹杂着鱼虾的大暴雨，尤其是在广

东生活的时候，虽没有如同诗句里所说“上墙眠”，却是更

为高兴，与小伙伴们拿着小提桶，雨后捡着这些“天上掉的

鱼虾”。

那时，小小只的龙虾，两只虾钳又细又长，却十分有力。

抓取时，必须手快，一把抓住虾头，然而也时常被夹到手指。

童年肌肤较为细嫩，经常是被夹一下就流血，虽说血也就没

流多少，外公仍是在河边扯了点至今也还叫不上名字的野草，

揉碎按在流血处。

而那野草，也可以当做诱饵，轻松地钓起几条小鱼，勾

引出几只野生虾，加上几条水蜈蚣。回到家里，将这些收获

下油锅一炸，便是一顿晚餐。

有一次外公从外地回来，带来一小箱比河里的小龙虾大

得多的“大龙虾”，却疑惑为什么外公还把它们叫做“小龙虾”。

但在吃面前，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围着外公在锅旁看着，

也不知道加了什么配料，还未出锅的小龙虾已是香飘小院。

那是第一次吃到小龙虾，而我还没意识到，直至很多年以后，

也很难吃到这味道的小龙虾。

后来到外地求学，方才明白，那时小龙虾早就是被叫做

“小龙虾”了。

小龙虾最早出现在餐桌上是作为螃蟹的替代品。江浙人

喜欢吃螃蟹，在 20 世纪 80 年代，螃蟹的价格一度居高不下，

普通百姓只好以小龙虾代替螃蟹过把瘾。而那时的吃法还比

较单一，主要以红烧为主，味道平平无奇，吃起来干涩犹如

沙粒，口感十分生硬。

直到它遇到了可爱的盱眙人，才发掘了小龙虾的隐藏魅

力属性。

1993 年，从徐州来到盱眙的许建忠，开起一间“老许

调料行”，做起了南北货生意，并且调配出一款十三香调料。

而盱眙老影剧院门口，有一名卖田螺的瞎子，当时在老许调

料行购买了这款十三香调料用于烧田螺，做出来效果甚好，

一个小小的摊位，当时每天可以卖田螺 500 斤。
■ 用肉桂、花椒、八角等十三种香料烧制而成的小龙虾是典型盱眙风味（图源：昵图网）

■ “稻虾共作”的小龙虾养殖模式（图源：新华社，摄影：刘军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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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田螺的瞎子的连襟王学礼，借鉴瞎子的做法，

将做田螺的调料引入龙虾制作中。这一试，获得巨

大的成功，让小龙虾开始踏上了国人餐桌的征程。

盱眙十三香，激发出小龙虾的巨大潜力。

小龙虾的肉质结构相较于明虾、螃蟹等同类淡

水水鲜，更为疏松，因此能包容与它相遇的每一种

香料。在讲究的火候下，又变得更加弹嫩，反而锁

住了腌制、烹饪中的调汁。因而在短短 20 多年间，

小龙虾已风靡中国大部分地区，霸占了整个夜宵市

场。

除了西藏，从东北到海南，从江浙到新疆，只

要有人的地方，都能见到小龙虾那赤红的身影。江

浙的十三香小龙虾、川渝的麻辣小龙虾、湖广的油

焖小龙虾、齐鲁的蒜蓉小龙虾，各种口味在清蒸、

爆炒、油焖等多种做法下，与各地独特的风味融在

一起，在夏夜夜宵摊上满足各式各样的口味。兴许，

小龙虾能包容多种口味的特性，与中华文化的包容

性不谋而合，方能在我们国家受到如此欢迎。

■ 麻辣小龙虾（图源：昵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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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蝉，那小龙虾

在吃上，通常是要有“讲究”的。吃小龙虾，也不例外。

从水里到桌上最后到胃里，小龙虾的路途并不简单。

一只将要下锅的合格的小龙虾，必定要生龙活虎，两只

钳子要有力，方能保证肉质吸汁而富有弹性。排好泥沙、洗

刷干净，白酒调料趁生腌制，冰水、热水、冷冻，最后与熬

好的香料汁在锅里翻滚。在冷与热的交叠中，鲜香弹嫩的肉

质与香料汁结合，便是一盘上好的小龙虾。

作为中国小龙虾的主要养殖基地的潜江，能给离它最接

近的大市场武汉提供鲜活的小龙虾，加之学校附近的价格优

势，很难不让正值意气风发的我们大快朵颐。

一到夏天，在武汉的各美食街上，大妈们坐在虾笼边，

一边拉着家常，一边整治着小龙虾。剪须，去尾线，刷身子，

青红色的小龙虾被整治得光光亮亮。各家后厨里，喷火灶嗡

嗡作响，油锅里热油翻滚，老板行走在灶台间，大声催促 :“个

板板养滴，么样这慢哩？客人要翻天啦！” 

在武汉求学的 4 年时间里，小龙虾也成为我们对这座城

市的独特记忆。对我们来说，每年暑假放假之前，总是要有

一顿小龙虾作为学期收尾。冲了个凉水澡，趿拉着拖鞋，趁

着身上的凉意还未消退，一头扎进学校附近的“堕落街”，

熟练地点了油焖、酱香、蒜蓉三种口味的小龙虾各 5 斤，配

上两箱冰啤，六七人在南湖边上吹着夏夜的清风，享受着与

小龙虾的相遇。

■ 吃小龙虾必须“双手奉上”（图源：POCO摄影图片社区）

■ 武汉吃虾必备一碟凉拌毛豆（图源：昵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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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吃小龙虾的老手来说，手套是多余的，也是不尊重那躺在香

汁里的小龙虾。剥完之后在手指头上的那一嘬，才是宣告与小龙虾搏

斗的胜利，并迅速投入到下一场战斗中。

而熟练地吃到一只小龙虾可是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压、挤、

戳、拔、剥”，吃小龙虾的 5 个手法，必定要双手配合。兴许，对于

现代人来说，小龙虾是仅有的几种能让人们放下手机，用上双手，专

心致志地做一件事情的神奇美食之一。

人们也因此给小龙虾附加了社交属性，想看他是不是真正的朋友，

小龙虾搞起，以反抗普通饭局上低着头玩着手机的样子。

“有喇过（哪个）伢子肯为你剥虾廓（壳），这朋友耍莫问题啦。”

在武汉街头流传着这样的话，武汉人可是在一定程度上以男生会不会

剥小龙虾给女生来看待恋爱关系。

2020 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很多节奏，回到

学校已经是那年的 9 月份。当我们想在夏季的末尾以一顿小龙虾来庆

祝时，那家老店却已经倒闭。之后我们也有一起吃过小龙虾，也和不

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吃了小龙虾。然而，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

吃到似那时的小龙虾，也不再有过似那时的好夏夜。

■ 蒜蓉小龙虾（图源：米拍摄影，摄影：Shino鱼）

■ 小龙虾与啤酒不可缺一（图源：搜狐网）



中国旅游目的地·成都 Tourist Destination in China: Chengdu

Every museum is a school, teaching people about certain culture. In this sense, Chengdu 

is a university with a wide range of schools. The population to museums ratio in Chengdu 

was 102,000 to 1, which is close to that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Because of the 

Sichuan Basin, other parts of China had trouble communicating with Sichuan, for which 

people developed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e historic relics have survived the war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 By  Xie Zongming

Chengdu: 
City of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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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place to learn local history: 

Chengdu Museum

Chengdu Museum is a comprehensive museum about Sichuan and Chengdu history. The museum presents 
an all-around permanent exhibition of Sichuan relics from as early as the Pre-Qin period (The Paleolithic to 
221 BC) to as late as the Qing Dynasty (1636 AD-1912 AD). Walking among the artifacts feels as if going for 
a time travel, where you can witness the unique culture in the relics of the Shu (Sichuan) region as well as 

■ The bronze mask of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1)

■ Sanxingdui culture took birds as the messengers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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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afting technique as time went by. People here once had a prosperous bronze culture with 
unique mythology.

For relics before Tang Dynasty (618 AD-907 AD), it is better to look for the background story instead of the appearance, 
for the history and mythology in this period was as fantastic as the best fictions. Only that these stories are evidenced 
by historical artifacts. The ancient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masks and the Golden Ring of the Divine Sunbird tell you 
the story of Shu’s mysterious 3 founding Emperors and their solar-worshiping religion which are as epic as the Greek 
mythology; statues of Han Dynasty (202 BC-220 AD) chants the history of Liu Bang, the founding Emperor of Han 
Dynasty who started the rebellion in Chengdu against Xiang Yu, the famous overlord that overthrown the powerful 
Qin Dynasty (221 BC-207 BC), presenting a real-life Game of Thrones. To history-fanciers, the hall of this period is 
not just attractive, but rather addictive.

TIPS

The terracotta figure craft reached a peak in Han Dynasty as the dynasty had become the first 
superpower in Chinese history. Sichuan has the most number of terracotta statues unearthed in China. 
The Terracotta Storyteller with vivid posture and facial expression represented the technique of Han 
figures. This figure is on the cover of one of the Chinese middle-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which also 
shows its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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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an figure of captive ■ The bronze mask of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2)

中国旅游目的地·成都 Tourist Destination in China: Chengdu



Eulogy for the most loyal: 

Memorial Temple for the Marquis of Wu

Because of the novel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Three 
Kingdom period (220 AD-280 AD) at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25 AD-220 AD) has become popular across East Asia, 
and since 1925 when Brewitt-Talyor translated it, this historic 
period went popular in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One of the 
famous figures in this period is Zhuge Liang, Chancellor of Shu. 
Though he had the power as a regent and the ability to make him 
an Emperor, he chose to serve the young Emperor for life and died 
of tiredness. His admirable loyalty for the Emperor and the efforts 
for the state won him the applause of the people. The temple was 
built in memory of this Marquis of Wu (Liang’s title).

The temple is not only for Liang but also for Liu Bei (the founding 
father of Shu state) and his sworn brothers, Guan Yu and Zhang 
Fei, which makes this place the only temple across China in 
memory of both the Emperor and the Chancellor. The temple area 
is like an open-air museum, where you can visit the temples for 
the history of figures in the Shu state and the relics of this period. 
The well-known Memorial on Sending Out the Troops by Liang, 
along with other literary inscriptions can be seen in the museums. 
There are also gardens for sightseeing in case the visitors get 
overwhelmed by the intense history and the serious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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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ronze horse in the temple’s museum

■ The path in the temple is shaded by the bamboo grove ■ The front door of one of the hall

■ Part of Memorial on Sending Out the Troops in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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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dities and crafts of Tang Dynasty unearthed (1) ■ Commodities and crafts of Tang Dynasty unearthed (2)

■ One of the entry to the Cottage■ A tablet with Du Fu’s portrait on it

中国旅游目的地·成都 Tourist Destination in China: Chengdu



Patriotism well written: 

Dufu Thatched Cottage

Du Fu was a poet in the Tang Dynasty. He was in a situation similar to that of Confucius, 
whose work wasn’t greatly appreciated during his lifetime or immediately after his death, but 
highly praised by the later critics. Du Fu lived in the crossroad of the Tang Dynasty. When 
Du Fu was young, the Empire was at its prime. He was confident and enthusiastic about the 
future. However, he witnessed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the devastated Empir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sufferings of people. His famous 6 poems, the three about officials and the 
three about parting, were written in this period. It was these cruel experiences that raised 
his patriotism and his care for the people.

His thatched cottage was built during the rebellion when he tried to keep himself from the 
rebels. The cottage was later abandoned and occupied by the local official’s concubine, for 
which the place has reserved many other Tang relics along with Du Fu’s. The cottage has 
been through countless disasters and rebuilds. The cottage today is a memorial garden and 
museum for Du Fu, exhibiting Tang relics, inscriptions of Du Fu’s poems, and Du Fu’s life 
traces including wells and the building foundation. Visitors could g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Du Fu as well as the Tang artifacts and commodities. Plus, there is a cottage replica 
following the Tang style to present the authentic living environment of Du Fu for visitors to 
experie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xhibits is in 4 languages, namely Chinese, English, Korean and 
Japanese. It is better to hire a tour guide to explain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temple and the cottage are located in an open-air environment so the 
accessible facilities are not equipped. Some might need help visiting those places.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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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dities and crafts of Tang Dynasty unearth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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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ractical to Artistical: 

Inheritance 
of Chinese Seals 
Engraving
● By Xie Zongming

Seals are common tools in both ancient Asia and 

Europe. In ancient Europe, people used seals when 

sending letters for privacy or confidentiality concerns. 

The name or heraldry on the seal also shows the 

identity of a person. Seals in the west are only a tool, 

with a certain number of fanciers. However in China, 

seals have gone beyond the use of stationery. It had 

became part of a broader culture called Jinshi Study 

(Antiquarianism), which is the rudiment of archaeology 

in ancient China. Up to now, seals in China are not only 

a symbol of identity but a symbol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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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ical Chinese seals (Source: Ni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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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中国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 Different seals of different dynasties of ancient China



The origin of Chinese seals could trace back to a very primal stage. It is said that the seal culture 
was developed from ancient Chinese totem worshiping.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 record, the first 
seal was made by the Yellow Emperor (2698 BC-2598 BC), who made a cubic seal to suppress 
the evils of the land.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Su Qin, the great persuader in the 
Warring States (475 BC-221 BC), gained the trust of 6 kingdoms and was granted the seals of 6 
kingdoms’ chancellor. With abundant objects and historic record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unearthed, it is clear that seals have been widely used mainly in trade and politics since 475 BC.

After Qin Shi Huang, Ying Zheng,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unified the other 6 kingdoms of the 
Warring States, seals were further defined as a symbol of orthodox power. All the local governors 
needed an official seal as their credential that shows the orthodoxy of their position. Also, the 
emperor himself had his own seal called Xi, which by his edict was the official name for the seal of 
an emperor that should be passed on to his descendants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Later, Han Dynasty (202 BC-220 AD) took over Qin’s legacy, along with the whole system of 
governance. The prosperity and longevity of the Han Dynasty ensured its huge influence on the 
later generations. The same as Qin, Han Dynasty adopted seals as the symbol of power in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marking a cultural meaning to this object.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420 AD-589 AD), the powerful minister, Dugu Xin, who had several titles, owned 
a polyhedral seal with 18 planes and 14 inscriptions for different occasions.

In Han Dynasty, Jinshi Study appeared.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is term is “the research on metals 
and stones”. It mainly researched the relics before Qin Dynasty, discussed the design, calli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certain items, which were mainly seals, tablets, and any other things made of 
metals and stones with inscription. Then, this study reached its peak in Song Dynasty (960 AD-
1279 AD) and Qing Dynasty (1636 AD-1912 AD), respectfully due to the prosperous art study and 
the harsh public opinion control. It is through the Jinshi Study that current scholars could conclude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Chinese inscription art and recover part of the lost history. In this 
respect, Jinshi Study is an early form of Chinese archaeology, which also shows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seal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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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The most known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 Qian Long, owned 
more than a hundred seals in his collection. Almost everything of 
his duty had a seal for. The materials of the seals are mostly white 
marble, jade, and dark green jade. Only two special seals are of 
different materials, one is his official seal as emperor, which is made 
of gold, and another is a wooden one, only as his private collection.

A tool, a subject, 
and most importantly, 
a symbol of power



Some said the Chinese seal engraving has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scription art. Since the two arts are similar 
in form and have been deeply intertwined, this saying was not wrong. In inscription art like tablets inscription, the style of the 
script changed through time and fashion. The commonly used ones were the Seal Scripts, the Clerical Script, and the Regular 
Script, where scripts have straight strokes much easier for engraving. However, for seal engraving, the Small Seal Script was 
the most common choice. The complex strokes and obscure characters add a sense of mystery and enpowerment to the seals. 
Meanwhile, this one-of-the-oldest script creates a sense of succeeded orthodoxy from ancient times and directly from heaven, 
which is precisely what the governors needed. 

Being not only a tool, the seal culture developed a series of new forms and usages. Aside from governors’ seals and name 
seals, there are also decorative ones, which are commonly used in artistic production, namely the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These decorative seals are for balancing the proportion of the painting, leaving the empty space just enough for the perfect 
aesthetic sense. Also, there are collector seals, which allows the collector to leave a mark on its art collections while not 
disturbing the original contents.

The Xiling Seal Art Society is an art and academic society for seal art. It was founded in 1904 by scholars and specialists 
in seal engraving and Jinshi Study. The society is located by the famous Xihu Lake in Hangzhou, Zhejiang. With an elegant 
environment, members of the society can gain inspiration from the great nature and integrate it into their study and work. The 
society was nominated as the base for the China Intangible Heritage of Seal Art Technique. By these hands of craftsmen and 
scholars,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eal art are to be further disco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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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als can be carved in two ways: 
Yin carving and Yang carving. Yin 
carving is  a lso  cal led the  whi te 
characters carving that the characters 
of the seals do not have contact with 
the paint, whereas Yang carving is quite 
the opposite. In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the artist should have their 
name stamped on the work with both a 
Yin seal and a Yang seal.

Tips

Seal engraving 
and se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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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hts of Xiling Seal Society HQ (1) ■Sights of Xiling Seal Society HQ (2)

■ Lanting Xu (the Orchid Pavilion Preface) has been through generations of collectors，for which it has so many collectors’ stamps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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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目的地·河池 Tourist Destination in China: Hechi

■ Bird-eye view of the Sanmen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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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menhai is a cave in Poxin Village, Paoli Town, Fengshan 

County, Hechi City,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It features a typical karst landform. There are three natural 

skylights in the cave, and there are passages that visitors can 

enter by boat. This gives visitors the mysterious feeling that 

there is a sea in the cave, with gates, and forms the basis for 

the cave's name sanmenhai, which means“three gate sea”. 

Sanmenhai is not a sea actually, since the water here is rich 

in minerals such as calcium ions, making it appear blue and 

green, thus it is named sea. It is 380 kilometers away from 

Guilin, and only 40 kilometers away from Bama, the village of 

longevity. Here, visitors can visit natural landscapes such as 

underground rivers, caves, peaks, strange trees and grasses. 

Although not so well-known as the landscape in Guilin, but 

scenery here boasts its unique features and worths a visit.

● By Chen Zhiying

Extraordinary 
Masterpiece 
Made by Nature



063062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When you go through the dense forest and encounter such 
blue and green water, you probably have nothing to say 
but exclamation. The surroundings here are very quiet and 
tranquil. It is so peaceful that you can hear the murmuring 
of the water, the chirp of the birds, and even the gentle 
blow of the wind. Perhaps it is where the magic of nature 
lies: the more primitive and quiet it is, the more desirable 
and attractive it is. Here, you can take a manually swaying 
boat and pass through the three skylights in turn. Passing 
through the dark cave and encountering all the twists and 
turns all the way, you will not only have the excitement of 
exploring the secret land, but also will be amazing when 
seeing the crystal blue water. Taking a boat into the cave, 
the incredibly blue river will make you feel like “there is a sea 
in the mountains and there is a gate separating the sea”. 
After passing through the dark cave, you will be greeted by 
another scene, joyful and happy, as if you were in a paradise.

This 40-minute slow boat trip consists of three huge 
subterranean lake chambers and their interconnecting 
passages. In some places the water reaches up to 120m 

Paradise 
away 
from the 
bustling 
world

中国旅游目的地·河池 Tourist Destination in China: Hechi

■ Sanmenhai attracts many tourists to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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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pth, making it a favorite lo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ave divers. Floating across the surface is distinctly less 
appealing, especially when there is a constant stream of 
other pontoons carrying Chinese tour guides that chatter 
away like typewriters. For those on a tight budget, there 
is a path at the back of the village that leads down to the 
first cavern. Once you have seen this, the other two are 
much of a muchness. There is also a path that leads up into 
the spectacular Jiangzhou karst valley, with its graphically 
sexual rock formations, an amazing rock arch bridge, and 
the longest underground tunnel in the region. The entire 
valley is around 30km (19 miles) in length, but the villages 
are well served by minibuses and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view this almost pristine area before it becomes a hugely 
popular attraction. 

■ Tourist can take a boat to go inside the cave of Sanmenhai

Skylights are a new form of karst landform. There are 
seven parallel skylights in the shape of the Big Dipper 
in Sanmenhai, while only three of them are passable.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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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are seven parallel skylights in the shape of the Big Dipper in Sanmenhai (Source: Ni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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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light is a new form of karst landform, which has high tourism value. 
There are as many as seven skylights in Sanmenhai. They are bead 
skylights, which are arranged in parallel into the shape of Big Dipper 
seven stars, unique and rarely seen in the world’s tourism resources, 
of which three are passable. Water, cave and sky are integrated into 
one, which is a wonder and a unique magnificent scene around the 
world. Among the three skylights, the first one is the largest in the 
skylight group. It is in a round shape, with a total area of more than 
4,900 square meters and a maximum depth of 72 meters, gaining the 
reputation of the first skylight in the world. 

To reach the second skylight, you need to pass through a natural 
channel up to 100 meters. The entrance is like a huge stone arch, which 
is spectacular. The morning light slants to the water surface through 
the hole and then reflects to the top of the hole, forming a glittering and 
dazzling light in the art gallery. The stone milk, stalagmite, and stone 
curtain hanging above the cave top seem to be less secular because 
they grow in the depths of the mountain, being very charming. What’s 
worth mentioning is a thin stalactite looks like a bronze mirror and 
emits a green light. It is said to be a peerless jade. Foreign exploration 
teams who came to explore the cave once offered a sky high price to 
take it away, but they were refused. Sanmenhai seems to be a favorite 
little daughter of the mother nature, who gives her all the beautiful 
things without reservation. The third skylight is the most magical. It 
is warm in winter and cool in summer. The temperature remains 22 
degrees all year round. The rock at the entrance is directly close to the 
water. It looks like a huge emerald in the sun. If you are lucky, you can 
see groups of wild monkeys playing there.

Beautiful picturesque Guangxi Hechi Sanmenhai! If you want to avoid 
the bustling world and live a slow life, come to the Sanmenhai, with 
fresh air, quiet environment and hospitable villagers.

Formation 
of the 
Sanmenhai

■ Sanmenhai Scenic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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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寻找我的财富，你在寻找你的财富，我们都在寻

找各自的财富，我们都一样，我们是兄弟。”这是巴瑶人向

他们信奉的海灵诉说着最为虔诚的话语。面对无尽的苦难与

悲惨的未来，巴瑶人早已习惯，乐观、友好、热情、坚韧的

品性如他们眼前的那片碧海蓝天般透彻。他们盼望着回到大

海的拥抱，即使，他们仍需承受着无解的贫穷。

●撰文 / 郑友

■ 巴瑶人村落（图源：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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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瑶人手工雕刻的木质泳镜（摄影：James M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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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海的巴瑶人房屋（图源：Flickr，摄影：Dario Morelli）

漂泊，在大海之上

巴瑶人，我接触这个族群，是源于张秋煌先生的摄影作

品集《海上巴瑶人》。一张张黑白照片，讲述着这一漂泊在

海上族群的故事。对于生活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三国之间海域的巴瑶人来说，只有“生活”，而没有“居

住”一词。在马来语中，巴瑶（Bajau）意指“海上之民”。

关于“巴瑶”这个称呼，与马来语中的萨玛（Sama）有关。

过去，萨玛主要指从事渔业的人，在岸边定居生活的萨玛人

直称“萨玛”，而以船为家于海上游牧的萨玛人统称为“巴瑶”，

渐渐地巴瑶人也接受了这样的称呼。

关于巴瑶人的由来，至今还没有定论。周边有这样一个

传说。旧时，马来西亚的一位公主在海难中被洪水裹挟失踪，

国王怀着沉重的心情派遣了一大批士兵出海寻找，并狠心下

令：“唯有寻到公主才准返回。”这要求无异于大海捞针，

这些士兵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到陆地上了，便拖家带口来

到海边，边生活边寻找失踪的公主。就此他们成为了巴瑶族

的祖先，并逐渐适应海上的流浪生活。

他们常年漂泊在被誉为“珊瑚金三角”地区，来处不知，

去处未明，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大海就是巴瑶人的归

宿。

巴瑶人一生很少踏足陆地，常常是一家七八口人都住在

一条名为“lepa-lepa”（里巴）的船上。船中间有篷遮挡，

用于起居，船头、船尾是开放的，在上面撒网、摇桨、做饭

和晾晒衣物，有些还会配置上发动机，跟着鱼群不断前往新

的海域，探索和寻求新的体验。

漂泊同样意味着风险，最为致命的是海盗。海盗的打劫

便可掠夺走他们仅有的食物、机器。然而，没有国籍的巴瑶

人根本无法得到保护，在这片碧海蓝天的人间仙境中，划着

船，一次又一次地经过地狱。

因而在 200 多年前，逐渐有部分巴瑶人选择在浅海上建

造“高脚屋”。“高脚屋”取材于附近的岛上，用树干撑起

简易的木屋，犹如“吊脚楼”一般，“脚”常高 3~4 米，有

木梯方便上下。墙用椰子树叶或单薄的木板围成，房子通常

有个露台，煮饭、洗衣、洗澡、晒渔获等都在那里进行。不

少高脚屋的木桩很细，摇摇晃晃，墙壁四处漏风，里面除了

锅、碗、瓢、盆等必要的生活用具外，没有任何多余的家具，

一般也没有任何电器，一贫如洗。

然而居住在“高脚屋”的巴瑶人也并非真正定居于此。“高

脚屋”选址通常在水产资源较为丰富的浅海地带。每当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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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下捕鱼的巴瑶人（图源：Flickr，摄影：Erik Abrahamsson） ■ 巴瑶族女性用米粉制成的面膜
  （图源：POCO摄影图片社区，摄影：静月）

水产资源变少，他们就会重新寻找新的浅海地带作为又一处

暂居之地。

漂泊，永远是巴瑶人的命运，唯有到达生命的终点，才

会“安居”在某一块小岛上。

大海之子，我的名字

在 1995 年上映的《未来水世界》或许是人类最早描述

海上生活的电影，而在那之前，巴瑶人早已世世代代生活在

海上。一条小船、一把鱼枪、一副自制泳镜以及一个巴瑶男人，

便是这个族群从事生产所需的条件。巴瑶人以潜水捕鱼为生，

他们深信大海会给予他们一切，前往陆地毫无意义。

巴瑶男人从小就会游泳潜水，在巴瑶男孩 5 岁时，父亲

给他们建造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小船，他们便开始真正的海

上人生。

巴瑶人的生活里没有日历，不关心什么季节和节日，所

有的社会活动几乎都是无组织无时间表和无序的。没有时间

概念的巴瑶人，依靠着大海潮起潮落而计时。当清晨太阳初

升之时，巴瑶男人就会出航捕鱼，女人们则是在脸上涂上白

色米粉当作防晒霜后出发，划着独木舟到最近的岛卖鱼，换

取淡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我潜水时，感觉很放松，下了海，就像回了家，感觉和

在陆地上差不多……”这是巴瑶人潜水捕鱼普遍的心理感受。

巴瑶男人能一口气憋长达 5 分钟，甚至有人能达到 10

分钟以上。在下潜之前，巴瑶人会尽力排空肺部空气，发出“呼

哧……呼哧”的声响，然后戴上镶着玻璃镜片手工雕刻的木

质泳镜，依靠着自制鱼枪和对大海、鱼类丰富的知识，下潜

到海底捕鱼。

每个巴瑶男人都是渔人，甚至有部分巴瑶人为了让身体

能更好地适应海洋环境，避免耳膜在深海潜泳时因巨大的水

压而被撕裂，在年幼的时候就刻意刺穿自己的耳膜。兴许是

听力的缺陷，让他们在水中的视力更好，能看到更远的地方。

海中近千种的鱼类足以让他们不用发愁每天的食物，捕

鱼是他们维持生计的最好方式。

海洋，是巴瑶人的根基。传统巴瑶人的信仰围绕着 Ibu 

Laut，把大海视为母亲。他们相信海里的鱼取之不尽，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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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巴船（图源：Flickr，摄影：Erik Abrahamsson）

东盟文化 Culture of ASEAN

会为他们提供所需的一切。对巴瑶人来说，海洋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生命活

体，水流、潮汐、珊瑚礁乃至红树林都是有灵魂的，海中神灵庇佑着这片

海域和海上的巴瑶人。

古铜色的肌肤、混浊的双眼、精瘦的身躯……每位“伽格”身上都烙

印着大海的痕迹。“伽格”是巴瑶人对捕鱼技能优秀的人的尊称。

在壮年时跟随日本渔船进行破坏式捕捞的“伽格”罗哈尼认为，只要

是有鱼的地方，就是海灵给予的。“如果我们毁了那些珊瑚，海灵发怒了，

就会毁了我们。”罗哈尼的儿子在一次撒网捕鱼作业中葬身海底，让他更

加相信海灵的存在。“很多巴瑶人都死了……”他依旧坚信，海灵会给予

巴瑶人取之不尽的鱼群，海灵的发怒是因为巴瑶人破坏了海中的其他生物。

一生都在海洋上的他们，随着海洋的变幻莫测而漂泊着。在外界，他

们被叫做“巴瑶人”，而他们，坚信着自己是“大海之子”。

天堂，在别处

巴瑶人的散居地，跨越东南亚 6 个国家，在游客看来，这是地球上海

洋物种最丰富的天堂。景色美妙而有诗意的蓝天碧海，曾经是巴瑶人生活

的背景色。然而随着工业化和旅游业的发展，巴瑶人的现实情况变得越加

寒碜而严酷。

没有国籍的巴瑶人，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
■ 陆地上的巴瑶人房屋与环境（图源：Flickr，摄影：M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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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atta Lepa节日上的彩船（摄影：VV）

大型捕捞船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人工捕捞的生存环境，也让原本丰富的

水产资源急剧变少。周边国家为了旅游业的发展，纷纷建立海洋保护区，

禁止捕捞，而那些保护区正是鱼群最为丰富的海域，巴瑶人不得不冒着风

险前往捕捞。

“我们必须早早地出发开始潜水捕鱼，而当游船接近时，又必须离开

那片海域，甚至有时候还会遭受管理人员的殴打……”Solbin，是在当地

捕鱼技术高超的巴瑶人，同时他也能制作出优质的鱼枪。对于这种状况，

Solbin 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叹气。Solbin 是近几年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选

择上岸居住。由于没有国籍，无法拥有一份正常的工作，也没有土地，

Solbin 只能经常出海捕鱼作为食物和收入来源。

在这片居住区上，房子结构仍旧是如同浅海上建造的“高脚屋”，唯

一区别是“脚”的材质更为结实了一点，然而，相比较于在海上的生活其

实更为糟糕。由于巴瑶人常年在海上生活，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就是随手

丢入大海，大海对他们的生活垃圾有着较强的分解能力。然而到了陆上生

活，缺乏卫生意识，垃圾的处理仍然是随手丢弃，造成居住地卫生状况十

分糟糕。

国籍的缺失，导致上岸居住的巴瑶人没有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等保障，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Solbin 一家四口，由于卫生状况以及医疗保障的缺失，

让他失去了好几个孩子。小岛中央杂乱地分布着许多坟墓，而坟墓以小坟

为主，隔壁便是豪华的酒店，与巴瑶人居住之地仅一张铁丝网之隔。

海上的巴瑶人同样面临着年老多病的问题。幼时戳穿耳鼓膜对他们的

听力造成一定损伤，而由于对潜水时处在高压下的限制条件认识不足，以

及长期在海洋中潜水作业，导致许多巴瑶人的血液中充满了过多的氮气泡，

并最终导致残疾或毙命。

但是巴瑶人却怡然自得，在海上家园过着简单、纯粹的日子。每年的

4 月份，巴瑶人驶着挂满彩带或旗帜的彩船，登上婆罗洲大陆，庆祝他们

的年度盛大节庆彩船节（Regatta Lepa）。

巴瑶人的快乐和幸福是我们外人难以体会和诠释的。

入夜，巴瑶人唱着他们的史诗 Iko-Iko，回忆着族群的历史，讲述曾

经到过的地方，描绘着那些珊瑚、红树林、潮汐的灵魂，歌声、风声与海

浪声融进无边的大海，热闹，却也是孤独的寂静。

想起了电影《海上钢琴师》的男主角 1990。大海不仅是摇曳着哄

1990 进入梦乡的摇篮，也是他的家，他的乐园，他的精神依托。对于巴

瑶族人来说，他们对海洋的感情正是如此。他们以海为家，以海为田，海

洋陪伴着他们的一生，是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寄托所在。

回看那个美丽的传说，也许，巴瑶人一直寻找的“公主”，就是这片

大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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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熹微，天空刚刚泛白，娘水镇上的水上居民还在睡梦之中，

茵莱湖面依稀飘浮着薄雾，隐约听到击水穿流、渔船飞驰的声响。

湖中扁舟之上，捕鱼者头戴斗笠，身着短开衫，肥大宽厚的长裤因

常年泡水而略显发白，手上提着一个形似佛塔的巨大罩鱼笼，单脚

立于船头，一脚则缠绕船桨，以脚击水。斗笠下的双眼锐利如鹰，

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湖面动静，渔人屏住呼吸，握着罩鱼笼的手越发

吃紧，静静等待着水草间往湖面换气的鱼儿，给其致命一击，顿时

水花四溅，茵莱湖原本平静的水面上泛起波波涟漪。

茵莱湖是缅甸第二大湖泊，位于缅甸北部掸邦高原的良瑞盆地

中，三面环山，是一个典型的溶蚀湖。茵莱湖的水上人家并不多，

以茵达族为主，散居于湖边的 180 多个村落中，湖中的高脚屋是

茵达人的特色民居，他们多以打鱼为生，守着一汪湖水和一条渔船，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世代如此，寻常往复。

●撰文 / 梁舒欣

茵莱湖上的Inle Lake

东盟美地 Stunning Views in ASEAN



■ 茵莱湖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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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莱湖的水面之上，随时可见狭长细窄的扁舟，

湖上的渔民、浮岛上的菜农、寺庙的僧侣皆用此船往

返其间，常人的划船方式多为用手摇桨，而茵莱湖的

水上人家多以脚缠桨，击水划船。水上居民划船而行，

穿梭于星罗棋布的村落、寺庙和传统作坊之间，正

应了陈毅元帅形容茵莱湖水上居民来往盛况的诗句：

“飞艇似箭茵莱湖，碧波浮岛世间无。”

8 月伊始，缅甸茵莱湖便要开启雨季模式，湖面

天气可谓是变化多端，捉摸不透。清晨出发时分还是

晴空万里，到了目的地刚要撒网，却惊觉头顶的天阴

沉得厉害，乌云压城、风雨欲来。然而对于世代以捕

鱼为生的茵达人而言，只要不是狂风大作的天气，捕

鱼之行绝不落下一日，出门捕鱼便是他们一家生计的

来源，岂可懈怠。

茵达人在茵莱湖这片水域捕鱼、生存、繁衍生息

的时间长达几百年，熟知每一片水域的鱼群数量，捕

鱼技巧早已炉火纯青。然而，让茵莱湖渔民“出圈”

的不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捕鱼技艺，而是他们早已习以

为常却在外人看来十分奇特的捕鱼姿势。

与同样“出圈”走红的漓江渔火有着天壤之别，

茵莱湖的渔民不是以手划桨，而是以脚划桨。捕鱼者

一脚立于扁舟之上，另一脚则绕船桨划船，姿势独特，

宛如单脚而立的丹顶鹤，从远处眺望，轻盈的划水姿

势更像是一舞者立于湖面，轻跳水上芭蕾，从清晨“跳”

074 Culture & Tourism

水面上的“独脚”舞者

■“独脚”和罩鱼笼相辅相成，美如画卷

东盟美地 Stunning Views i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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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黄昏，美如画卷。其与众不同的捕鱼方式，被世人称

为“独脚渔夫”。

为何会出现如此奇特的捕鱼姿势呢？当地的茵达渔

夫会告诉你答案。茵莱湖水草丛生、悬浮植物布满湖面，

鱼群穿行其间，而肉眼不易发觉，倘若如平常的渔夫一

般坐着垂钓，视野会受限，看不清鱼群，需要站在高处

仔细观察。再则，茵达人认为脚上功夫更有劲儿，以脚

划船，既能锻炼下盘，又能防止因常年待在船上而导致

身体僵化退化等问题，因此“独脚渔夫”在茵莱湖上形

成一道独特的风光。在茵莱湖捕鱼多以男人为主，但也

有少数女性泛湖捕鱼，由于男女力量有别和当地传统的

因素，“独脚”渔夫多是男性，女人捕鱼则不同，多是

坐在船尾以双手划桨。

让茵莱湖渔民出圈的除了“独脚”，还有他们独特

的捕鱼工具——罩鱼笼。罩鱼笼身长约一米七八，有成

人一般高，呈上窄下宽的佛塔状，笼子由竹子编制而成，

内里缠绕着渔网，形成一个巨大且结实坚固的捕鱼利器。

也正是“独脚”技艺和巨大的罩鱼笼交相呼应、相辅相成，

在夕阳下形成独特而又唯美的捕鱼画卷，为世人所惊叹。

■茵莱湖水上船只（图源：Flickr，摄影：YUNYAN LIU）

■夕阳下的捕鱼人（图源：pexels，摄影：Munzir）

茵莱湖上的Inle Lake



■摆拍的“独脚渔夫”■茵莱湖上的渔夫（图源：知鱼素材）

077076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夕阳西下，随着轰鸣的马达声，船只晃晃悠悠，

穿行于茵莱湖星罗棋布的浮岛、村落间，尽管一身疲

惫，也不愿意错过传说中的“独脚渔夫”，千里而来，

只为一睹风采。天遂人愿，果不其然，茵莱湖上数十

位“独脚渔夫”似乎早已等候多时，不见其捕鱼，反

倒在摄影师“长枪短炮”下努力拗着单脚的造型，镜

头感十足，堪比明星。在金光闪闪的湖面上，渔夫模

特们娴熟地摆着各种造型，满足游客和摄影师的猎奇

心理。

“他们是模特，不是真正的捕鱼者，如果你愿

意给小费，他们就可以摆出任何你想要的造型。”载

着游客的船夫穿行在数艘停泊于茵莱湖面的渔船，低

声说道。这早已是当地人心照不宣的事实，他说，在

茵莱湖打鱼的人是极少了，要是真能碰见实乃可遇不

可求之事，如今的游人看到的大多是摆拍的模特罢了。

在茵莱湖，有真假渔夫之说。并非说渔夫不是

个真人，而是渔夫可能不是真正世代在茵莱湖上以捕

鱼为生的打鱼人，仅仅只是湖面表演的艺术模特。随

茵莱湖上的真假渔夫

东盟美地 Stunning Views in A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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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茵莱湖水质的污染和水域面积的缩小，原本以捕鱼

为生的渔民逐渐不再下水捕鱼，而想要一睹“独脚渔

夫”风采的游人却与日俱增，聪明的茵达人嗅到了一

丝商机，穿上短开衫和长喇叭裤，带上半人高的罩鱼

笼，划着一叶扁舟，在茵莱湖静静等待着慕名而来的

游客和摄影师。

当地人会告诉你，真假渔夫其实很好辨认，倘

若你在此处待久了也能一眼辨真假。渔夫模特往往是

为摄影师和游客服务的，身着黄色长裤，衣裳干净整

洁，手提脚勾罩鱼笼，单脚立于船头，以脚划桨，姿

态优雅娴熟，却独独缺少了打鱼人身上的真实感和质

朴感。他们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水上表演艺术家，

每一个动作造型都是经过精心的安排和设计，在摄影

师的镜头下，美如画卷，常人看了也心向往之，然而

正因此而往往失了真。

真正的打鱼人，常年与水为伴，裤脚因泡水而

略显发白，身上的衣衫也因辛勤捕鱼而破破旧旧，没

有谁能在如此艰苦的劳作下还能一尘不染。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他们单脚划船不是为了姿态优美或者吸人

眼球，仅仅是因为以脚划船更利于捕鱼，“独脚”也

仅是几百年时光里祖祖辈辈的茵达人口口相传的捕鱼

技艺罢了。那古老而原始的捕鱼技艺在面对现代化城

市的发展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真正的传统技

艺却无人继承，在时光洪流之下，逐渐消失在人类的

视野之中。

真假渔夫与否，捕鱼也好，摆拍也罢，捕鱼的

渔夫也可能为了生计而努力拗着不够娴熟的姿势迎合

摄影师的镜头，其本质都是为了生活而努力，无分贵

贱，世间匆匆碌碌，谁人不是为生存而奔波其间。

残阳西下，落日余晖，茵莱湖面宛如铺上了一

层薄如蝉翼的光辉，波光粼粼间，晚归的“独脚渔夫”

收拢着一天的劳作成果，从黎明到黄昏，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轻划一叶扁舟，满载而归，穿过星罗棋布

的浮岛、村落和寺庙…… 

茵莱湖上的Inle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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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郑友

“在我们的由拉斯达爵爷创始的城市里，每个人都心胸宽广，遍地出产橡胶和

肥猪，也盛开着惜塘花。海浪轻抚着明媚的沙滩，海里遍是珊瑚，山上挂着水帘子

一般的瀑布。”这是泰国南部董里府的座右铭。在这里，没有曼谷、清迈大城市的

喧闹，也没有苏梅岛、普吉岛那般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但她独特的魅力无不彰显着：

董里，就是“懂你”。

079078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东盟城市 ASEAN Cities

泰国董里，



1. 拉斯达爵爷：泰王朱拉隆功大帝赐给泰籍华人许心美的尊号。许心美于
1890 年到 1909 年间治理普吉，因其善治之功，泰王朱拉隆功大帝赐予其该
爵位，将附近盛产矿石的攀牙、甲米、拉廊、董里、沙敦以及竹古巴归属在
拉斯达爵爷管理的普吉道下。
2. 惜塘花：由拉斯达爵爷从澳大利亚引进，是董里府的府花。

■干当火车站（图源：Flickr，摄影：Joakim Nordlander）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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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如踩在细白的白面里。沿岸有着绚丽多彩的珊瑚，使其成

为最佳的深潜点。每年 2 月份，一场浪漫盛事便在这片海底

下进行，美丽的热带鱼在珊瑚中穿梭，新人们在碧蓝的大海

深处交换誓言。因此，克雷登岛也被称作“爱的岛屿”。

而在附近的穆岛（Koh Muk）上，有着一块“翡翠”，

镶嵌在这片大洋中。

从董里出发，乘着长尾船，在海上享受半个小时的海风

吹拂之后，来到穆岛的一处洞口前，在导游的指引下，抓着

绳子按顺序游泳前进，经 80 米左右的泳程之后便豁然开朗。

白色的沙滩中镶嵌着一汪清澈翠绿的水潭，洞穴顶部洒下的

阳光在水面上闪耀着，沙滩周边红树林的点缀，给这片大海

海岛，迎风别有韵

如同其他泰国沿海地区，董里也拥有着自己特色的海岛

风景。

最有名的是克雷登岛（Kradan Island）。克雷登岛是公

认的泰国最美丽的岛屿之一，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

属于朝迈国家公园（Hat Chao Mai National Park），另一

部分属于私人领地。

橡胶林、椰子种植园与海滩，赋予了克雷登岛独特的色

彩。天堂海滩和阳龙海滩被誉为董里最美的海滩。浪声滔滔，

椰风徐徐，天高云闲，水清沙幼，细沙绵延数里，漫步上面，

■克雷登岛（图源：Flickr，摄影：Mark Ord）
■奈岛（图源：Flickr，摄影：Zo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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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了精致的装饰。在翡翠洞的水潭中畅

游一番，享受这世外桃源般的体验。

如果说克雷登岛与穆岛稍有嘈杂，那

奈岛（Koh Ngai）便是真正属于“一个人”

的地方。奈岛，被当地人称为牙岛，这里

没有喧嚣的人群，连船只也很少，有的是

银白色的沙滩，绵延 500 多米的珊瑚礁，

果冻般透彻的海水。在奈岛上静坐一天，

在银白色的沙滩上，听涛听风，看红日东

升，残阳西下，将沙滩与浪花染上不同的

颜色……

克雷登岛的浪漫，穆岛的奇幻，奈岛的平静与美好，以及其他大大小小

的岛屿，让董里拥有独特的海岛魅力。

董里岁月，现世静好

从曼谷华南蓬火车站出发，夕发朝至董里。到了周末，精彩的夜在董里

拉开序幕。

董里火车站非常宁静，然而到了周末夜晚，这里便换了样子，成为热闹

的夜市。夜市的规模还比较大，都是当地的特色小吃，逛夜市的也多半是当地

人，游客比较少，这更富有本地特色。这里不仅有地道美味的海鲜，还汇集了

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喝着山嘎啤酒 (Singhabeer)，吃着马沙文咖喱，听着街

头艺人在路边演唱泰国歌曲，独享董里这份恬淡的生活。

相较于热闹的董里火车站，坐落于干当县的干当火车站则安静许多。火

车站整体建筑为明黄色，屋顶是芥末黄与褐色交错的庑殿顶，角柱以精美的雕

花板作装饰，保持了它原有的独特性，像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在车站一侧

■董里夜市（图源：Flickr，摄影：PP_1026）

■干当火车站（图源：Flickr，摄影：Kullay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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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复古的咖啡厅，更为这里添了几分恬静的气息。

这座火车站于 1913 年 4 月 1 日正式投入使用，是泰国最古老的火车站，

也是安达曼海岸的最后一站。过去，干当火车站用于与新加坡、马来西亚

和印度尼西亚进行商品运输服务，也曾有直达干当码头的铁轨。夕阳西下，

在斑驳的铁轨上，依稀看见昔日来来往往的货车，载着货物与人们的向往，

去往遥远的地方。

而离干当火车站不远处，有一座以许心美命名的纪念馆与其遥相呼应。

两者共同向我们讲述着董里府曾经繁荣的故事。

华人许心美，被誉为“泰国橡胶之父”。橡胶树种植受制于英国殖民

地政策仅在马来西亚种植。据传，许心美借助赴马考察之机，秘密寻到一

株胶苗，藏在皮包之中，携之过关，在泰国土地上种下了第一棵橡胶树，

使“绿色的金子”成为泰国源源不断的财富。董里也因此成为泰国橡胶产

业的起源和重要生产基地。

至今那第一棵橡胶树仍旧屹立在纪念馆面前。当高高的橡胶树枝梢的

红叶凋落不久，那一颗颗深藏在叶丛里的橡胶果便皱起它那黛绿的皮，自

动爆裂，把椭圆形的橡胶籽弹出来。坠落下来的橡胶籽滚落在屋顶上的声音，

撒落在泥土上的细微声响，似乎在讲述着董里的往事。

似识，而别开生面

一般来说，对于坐落在普吉岛与甲米之间的董里府，游客只是把它作

为前往周边群岛的过路站和中转站。董里，也不争不抢，在 119 公里长的

■许心美纪念馆（图源：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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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线边上安然悠闲地上演着自己的故事。在董里，喜欢去岛上游玩的人可以

跳岛游，而喜欢在董里城里游玩的人，可以走街串巷，于不经意间，与她似曾相识，

而又别开生面。

开启董里的正确方式，必须是早餐。董里，是一个为早餐而“痴迷”的城市，

凌晨四时的董里早已烟火缭绕，人们成群结队地前往茶餐厅、老式咖啡馆和街

头小吃摊，享受着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许心美给董里带来了泰国最早的橡胶产业，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习惯。人们凌晨两点便开始割胶，四点多就开始吃一天之中最重要的早餐。

而历史上包括许心美在内，董里很多人口是中国潮汕、闽南移民，这深深地影

响了董里早餐的风格。

以白灼、鲜蒸辅之蘸料为主从而保留住海鲜本身鲜美的做法会让你想起潮

汕风味，蒸虾饺、肠粉、油条、炒河粉等甚至会让人怀疑是否来到了广东。部

分餐厅还能见到福建风味的米糕、芋头粉等。

但是最有粤式菜精髓的是董里老街上的脆皮烤肉。5 种香料制成的腌料抹在

隔山肉上，烤制一个多小时，出炉时已是深红色，香汁淋漓，而且皮脆肉嫩、

入口即化，配上一份肉骨茶，享受这美好的早晨。可以说，粤式早餐称霸了整

个董里。董里人对于早餐的重视程度，与广东人对于早茶的喜爱如出一辙。坐

在董里老街的茶餐厅，依稀之中，听到几声粤语闽南话，似乎置身于闽粤了。

吃完早餐，搭上嘟嘟车，沿途游览董里城。 

基督教风格的董里教堂，由水泥调色呈现出黄色的大楼建筑，宁静地看着

百年来各种仪式在这里上演；香烟缭绕的中式庙宇，时不时有华人或中国游客

虔诚地祈祷，向着远方的故土传达思念；儒艮雕塑大转盘上雕刻着洁白纯净的

海牛，伫立在董里城大道，祝福来来往往的人们；夕阳西下，来到 5 公里长的

弯月形海滩巴格曼海滩，在银白色的海滩上拥抱余晖的温暖；华灯初上，古老

的董里钟楼上的泰式雕塑亮起了金光，为城市增添古老而又神圣的气息。

董里是一座移民城市，在历史中构建了如今多元的文化，如同它的座右铭

所说的“心胸宽广”，是一座包容性极强的城市。董里总是能让每一个来到这

里的中国游客在别开生面的异域中，找到似曾相识的家乡气息。这兴许就是董

里能“懂你”的原因所在。

■广式早点制作中（图源：Flickr，摄影：PP_1026） ■中式庙宇（图源：Flickr，摄影：manh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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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窗 Discovery

东南亚
都有哪些值得探索的

●撰文 / 本刊编辑部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的旅游业进入近乎停滞

状态，成为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2021 年 7 月份，美国

《时代》周刊从其国际通讯员和撰稿人中征集提名，评选出

了 100 个值得探索的非凡目的地。在这份榜单中，东南亚国

家共 9 个目的地入选。

近年来，东南亚以悠久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海岛风光、

较低的消费水平等优势，成为中国游客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

虽然疫情还在继续，但并不影响我们怀揣诗和远方的梦想。

一起来看看《时代》周刊是如何评价此次上榜的东南亚目的

地的。

柬埔寨暹粒

菲律宾锡亚高岛

马来西亚迪沙鲁海岸

新加坡

泰国曼谷

泰国考艾国家公园

越南河内

越南胡志明市

越南富国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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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代》周刊选出2021年百大值得探索的非凡之地



被誉为“寺庙之城”的暹粒，坐落在绿树成荫的暹粒河畔，是前往吴哥窟的起点。作为现代化

规划的一部分，暹粒正在蜕变。这里有了更新更宽阔的道路以及城市花园，将会打造成一个更宜居

的城市。在暹粒，由林荫道、步行道、美化景观以及整齐摊点构成的城市网降低了噪声，为神圣的

吴哥体验提供了安静平和的氛围。

游玩福利：野生水獭在河里嬉戏，长臂猿在树梢上荡来荡去——吴哥古迹公园的努力，使得野

生动物开始逐渐回归。在市区，时尚的 Wat Bo 街区是独特又神秘的王小姐鸡尾酒吧新址；波西米

亚风格的夜店 Laundry Bar 以现场演出和劲爆舞曲而闻名，是外籍人士和当地人的最爱；素食者在

农场直供蔬菜的餐厅 Banlle 相遇；这里还有新的江滨酒吧、啤酒花园和素食小吃摊。

——Lara Dunston

087086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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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暹粒  

野生动物和奇观



“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用在柔佛州雄心勃勃的新度假胜地“迪沙鲁海岸度假区”一点也不假。该度假区

占地面积超过 3900 英亩，有着 17 公里的原始海岸线，是马来西亚人最梦寐以求的奢华桃花源。One&Only Desaru 

Coast 度假村是度假酒店品牌 One&Only 在东南亚的第一家度假村，这是一处拥有水疗中心和高尔夫球场、令人惊叹

的热带度假胜地。同样新开放的安纳塔拉迪沙鲁度假村，有着郁郁葱葱的花园和泻湖游泳池。其他吸引人的地方还包

括世界一流的高尔夫球场，以及穿越塞迪利湿地的游轮。塞迪利湿地是淡水沼泽，也是一些濒危水生植物的栖息地。

迪沙鲁海岸轮渡码头即将开放，将为新加坡和印尼游客提供更多的过境选择。

——Duncan Forgan

菲律宾的长滩岛、宿务和巴拉望等知名景点早已

牢牢抓住了大众市场，但棉兰老岛海岸附近的泪珠状岛

屿——锡亚高岛，最近因不断冲刷的海浪吸引了一群专

业冲浪者而声名鹊起。这块宝地一经挖掘，岛上便不断

开发出新的旅游景点，包括伊纳拉锡亚高海滨度假村，

这是一家可以在 Instagram 上预订的私密五套房酒店。

就在新冠疫情封锁之前，锡亚高岛特别安装了手机信号

塔设备以改善网络连接情况，相信等到该岛重新向已经

接种了疫苗的国际旅客开放时，当地旅游业将得到极大

的发展。

 ——Duncan Forgan

087086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菲律宾锡亚高岛

冲浪之地

马来西亚迪沙鲁海岸

海滩冒险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环保、最安全、种族最多样化的城市之一。该城邦的

特色新景点为：今年刚开业的新加坡 The Clan Hotel 酒店。这是一家位于市

中心的豪华酒店，顶层设有一个无边泳池，并为套房客人提供劳斯莱斯机场接

送服务。相比之下，新建的拉古娜国家高尔夫乡村俱乐部（Laguna National 

Golf&Country Club），以及距市中心约 16 公里，拥有 198 间客房的都喜天丽

酒店（Dusit Thani Laguna hotel）就像是一片与世隔绝的绿洲。酒店设有两个

锦标赛级高尔夫球场、三个游泳池、一个泰式水疗中心，并提供前往市中心的

免费班车。为了进一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新加坡政府将原定于 6 月结束

的新加坡复兴计划延长至年底，并向居民发放价值约 74 美元（约 478 元人民币）

的代金券，用于旅游、酒店住宿、景点门票等消费。

—— Dan Q. Dao

新加坡

最高级的城邦

089088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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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一直以其喧嚣和繁华而闻名。东南亚最大的铁路

终点站——曼谷邦苏大车站将于 11 月份开放。该车站囊括

了四层以上的 26 个站台，支持城际、地铁、通勤和高铁服务。

邦苏大车站开放后，将取代以前的标志性枢纽华南蓬车站，

后者将成为一个铁路博物馆。

动感之城曼谷的新惊喜还包括，两家豪华酒店将在曼

谷的湄南河畔开业：安迪·米勒和理查德·斯科特·威尔

逊开设的曼谷嘉佩乐酒店，这里的每个房间和套房都可以

观赏湄南河景色。曼谷四季酒店则有着超大露台、游泳池

和大堂艺术展览厅，这些都将给住客带来全新的体验。另外，

最近开张的餐厅有，著名主厨大卫·汤普森根据泰国传统

食谱烹饪的 Aksorn 餐厅，以及以咖喱闻名的 Charmgang

餐厅。

——Duncan Forgan

泰国曼谷

动感之城

泰国考艾国家公园有着广袤的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

原，以及随处可见的湍急河流和壮观的瀑布。该公园护林

员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增长，

其中包括亚洲黑熊和世界上最大的牛——印度野牛。事实

上，泰国政府正在努力保护该公园的自然环境——最近，

该公园把游客遗留的垃圾寄还给乱丢垃圾者的倡议得到人

们的大力支持。而且，随着鲁克里考艾酒店的开业和洲际

考艾国家公园的开放，考艾国家公园也出现了新的旅游经

济增长点。

——Duncan Forgan

泰国考艾国家公园

不留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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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的美食从不乏追捧者。阿南西贡餐厅由美

籍越南裔厨师彼得·库恩·富兰克林创立，自其荣登该

地区首个亚洲 50 佳餐厅后，越南美食的受欢迎程度似

乎更上一层楼。富兰克林的创新菜肴受越南经典菜式越

南河粉和 Banh Chung 等的启发，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烹

饪创意。近期备受关注的当地餐厅猴子画廊（Monkey 

Gallery），其菜式融合了越南、法国和日本的烹饪技

艺和风味，别具一格。还有自称“现代亚洲餐厅”的埃

斯塔（Esta），其菜单不断变化且菜品丰富，既有烟熏

鳗鱼馅饼，也提供牛杂碎。象牙（Ivoire）是一家专营

越南风味的法国糕点店，美味与创新兼而有之，主要售

卖小蛋糕和马卡龙。

——Duncan Forgan

越南胡志明市

越南的味道

富国岛被誉为“越南瑰宝”，这个形似泪滴的度假

胜地是东南亚发展最快旅游地之一。2019 年，富国岛

吸引了 500 万游客，比 2018 年增长了 30%，预计今年

秋季富国岛将向接种疫苗的国际游客重新开放，这里一

如既往地将提供逗留长达 30 天的免签证服务。富国岛

的住宿选择非常多样化：今年早些时候，富国岛新世界

度假酒店首次亮相，度假村宽广舒适，包括 375 座度假

别墅、一片私人海滩和绿意盎然的人工花园；此前开业

的斥资 28 亿元的富国联合中心，是一个拥有主题公园、

高尔夫球场、赌场以及一系列酒店的大型娱乐中心；在

新世界度假酒店附近，也新建了一家超豪华的富国岛丽

晶酒店，其拥有 5 个游泳池和面向海滩的落地窗，预计

在 12 月迎来第一批客人。

——Dan Q. Dao

越南富国岛

田园诗般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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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这个有着 1000 多年历史的越南首都，其发展日新月异，但同时它依旧保存着浓厚的

传统文化。河内嘉佩乐酒店就是“老城焕发新生”的典范，该酒店拥有 47 间客房，是建筑师比尔·本

斯利借此向 20 世纪 20 年代——人们自信又快乐的歌剧年代的致敬之作。河内璀璨繁华的另一

面则在温德姆金湖酒店中可窥一二，这座金光闪闪的建筑被誉为世界上第一家“24k纯镀金酒店”。

河内的魅力还来源于其声名远播的街头小吃文化。河内的特产越南河粉是最富传奇色彩的

美食之一，于 2020 年入选“亚洲 50 家最佳餐厅”公布的“亚洲之粹”名单。作为越南的国民

美食，越南米粉随处可见，是在越南旅游时的必尝食物。

——Duncan Forgan

越南河内

老城区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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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将于 10 月

举行

7 月 28 日，2021 中国—东盟博览

会旅游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宣布

今年旅游展将于 10 月 15~17 日在桂林

举行。本届旅游展以“深化‘一带一路’

建设，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旨在加强中国—东盟文化旅游交流合

作，增进文化旅游“互联互通”，促进“民

心相通”，助力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

东盟文化和旅游交流平台，推动共建更

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柬埔寨将收回被美盗古文物

柬埔寨文化艺术部于 7 月 16 日发布

通告，根据柬埔寨和美国签署的合作谅

解备忘录，美方将在近期内向柬埔寨归

还一件古文物。该古文物是从柬埔寨柏

威夏省 Krachap 古迹中被盗走，并被非

法运送至美国纽约。后来美国政府从持

有者手上没收，以交还给柬埔寨。柬埔

寨文化艺术部部长彭萨格娜表示，柬埔

寨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搜寻并带回被走私

至外国的古文物。

“中国文莱文化艺术节” 在京举办

7 月 27 日，为庆祝中国文莱建交

30 周年 , 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

文莱中国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文

莱文化艺术节”艺术家交流会在线上举

办。北京画院 4 位知名艺术家与文莱 5

位青年艺术家就艺术创作思路以及今后

如何通过艺术加强互动、促进中文两国

文化的交流等话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此次交流会为 2021 首都 ( 北京 ) 民间

友好交流与合作云对话第十二场活动。

柬埔寨依托国际旅游博览会宣传旅游

7 月 16~18 日，在中国陕西省举办

的 2021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

上，柬埔寨旅游部向中国民众推介柬埔

寨旅游市场以及柬埔寨的美食、美景，

并介绍了 “2022 年东盟旅游论坛” 将

于 2022 年 1 月 16~22 日在西哈努克省

举办。在此次国际旅游博览会上，柬埔

寨旅游部展位获得了两个奖项：“最佳

组织展位奖”和“最佳展台设计奖”。

越南预设富国岛为旅游试点

7 月 27 日，越南交通运输部称，该

部就文化体育与旅游部关于坚江省富国

岛试点接待国际游客计划草案发布了文

件，其中交通运输部基本同意富国岛试

点接待国际游客。富国岛因颇具吸引力

而被选为试点接待国际游客的地方，当

地拥有较为健全的基础设施、旅游接待

单位、旅游景点等。此外，这里人口密

度小，约为 10 万人，和越南大陆分开，

交通较为顺畅。

文莱迎来苏丹诞辰节庆典

7 月 15 日，文莱第二十九世苏丹哈

吉·哈桑纳尔·博尔基亚迎来 75 岁诞辰，

也标志着文莱苏丹诞辰节庆典的开始。

从 7 月 15 日开始的一个月里，文莱全

国从城市到乡村都会为苏丹举办各式各

样的生日庆祝活动，包括阅兵、授勋、

文艺表演、艺术展览、体育比赛和宗教

活动等。庆祝苏丹诞辰通常会提前半年

开始准备。到6月中旬，文莱的政府部门、

学校和民间团体会在各个城市要道设立

精心设计的祝寿牌楼，拉上祝寿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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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迎来三宝佛节和守夏节

7 月 25~26 日，泰国相继迎来三宝

佛节（Asarnha Bucha Day）和守夏节

（Buddhist Lent Day）， 这 是 泰 国 最

盛大的佛教节日，佛教徒在此期间要净

化思想，积功德，并停止一切诸如喝酒、

赌博和杀戮等恶行，他们相信做好事可

以给自己带来终生幸福和兴旺发达。此

外，7 月 12 日，泰国十世王玛哈·哇集

拉隆功谕令泰国帕差拉吉帝雅帕长公主

前往律实宫殿参加点烛仪式，迎接双节

的到来。

泰国 “沙盒计划”面临挑战

继 7 月 1 日普吉岛“沙盒计划”开

启之后，泰国紧接着推出“Samui Plus 

Model”旅游新模式，于 7 月 15 日开放

苏梅岛、帕岸岛和龟岛迎接外国游客。

不过，7 月 7 日出现了“沙盒计划”实

施后的首名新冠确诊病例，而泰国总理

巴育也因前往普吉参加启动仪式成为密

切接触者。普吉岛沙盒计划实施近 1 个

月以来，该地确诊个案从每天个位数上

升到十位数，当地政府决定出台更严格

防疫管控措施，如学校延长关闭，部分

百货暂时停业等。

中老铁路首座车站整体亮相

7 月 23 日，由中铁建设集团承建

的中老铁路蓬洪站在全线 10 个客运站

房中率先完成室内外一次性整体亮相，

标志着中老铁路站房施工进入冲刺收尾

阶段。蓬洪站位于老挝万象省蓬洪县，

建筑外立面以老挝传统坡屋面建筑与中

国建筑最鲜明特色的飞檐翘角和斗拱室

外幕墙柱头造型交织融合，完美诠释了

中老两国的友谊。

菲律宾发布 3 级火山喷发预警

7 月 6 日，菲律宾国家火山地震局

宣布塔阿尔火山进入 3 级喷发警戒状

态，并紧急撤离火山附近高风险地区超

3000 名居民。过去一周，塔阿尔火山

持续发生蒸气喷发，最高单日排放有毒

二氧化硫达 22628 吨，创有史以来最

高纪录。塔阿尔火山是菲律宾 20 多座

火山中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去年 1 月时

的大喷发导致周边多个省份的数十万人

受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亿美元。

菲律宾禁止来自马、泰两国游客入境

7 月 23 日，菲律宾总统发言人洛

克（Harry Roque）表示，菲律宾将于

7 月 25~31 日禁止来自马来西亚和泰国

的入境旅客入境，以防止传染性极强的

新冠肺炎变异毒株的传播。洛克说，直

接来自这两个国家或在过去 14 天内有

旅行历史的旅客将被禁止入境。洛克在

一份声明中说：“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

防止新冠肺炎变异毒株在菲律宾的进一

步传播和社区传播。”

新加坡石叻路锡克庙翻新工程竣工

7 月 3 日， 新 加 坡 石 叻 路 锡 克 庙

（Silat Road Sikh Temple） 翻 新 工

程竣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主持了开

幕仪式。拥有近百年历史的石叻路锡

克庙坐落在惹兰红山路（Jalan Bukit 

Merah），建于 1924 年，是新加坡第

一座以传统锡克风格打造的庙宇，于

1999 年被列为新加坡历史古迹。整修工

程于 2020 年 2 月开始，今年 6 月底结束，

耗资约 250 万新加坡元（约 1193 万人

民币），包括扩建祷告堂、厨房和更换

电梯等设施。

093092 Culture & Tourism Culture & Tourism



World's largest planetarium opens in Shanghai

July 18, 2021 (CGTN) — The Shanghai Astronomy Museum, 

the world’s largest planetarium, officially opened on Saturday 

and will welcome the public starting Sunday. Located in the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Lingang Special 

Area, the museum features innovative architecture, exhibition 

areas with various themes, immersive technologies, and 

precious collections. It is a branch of the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SSTM).

Xinjiang Muslims start celebrating Corban Festival

 

July 21, 2021 (CGTN) — Muslims in China have started 

celebrating the annual Corban Festival, also known as Eid al-

Adha or the feast of the sacrifice. Local Muslims usually start 

preparing for this important festival half a month in advance, 

cleaning their houses, preparing special food and purchasing 

new clothes for the celebrations. 

Asia's largest cross-border 

waterfall turns golden

July 4, 2021 (CGTN) — Due to constant 

rain in south China’s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the flow of Detian 

Waterfall suddenly increased and brought 

more mud along the banks, turning the 

waterfall into a splendid golden one. 

Detian Waterfall is Asia’s largest cross-

border waterfall. The part named Detian 

Waterfall is on the Chinese side.

Precious cultural relics on 

display in central China

July 8, 2021 (Xinhua) — A museum in 

central China’s Hunan Province kicked 

off an exhibition on July 8, displaying 

more than 220 pieces of cultural relics 

from 10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Syria, 

Lebanon, Cambodia and Pakistan. 

The event, display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sian civilization, has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visitors.

Shanghai ramps up efforts to 

develop red tourism

July 9, 2021 (China Daily) — The eastern 

Chinese city of Shanghai has released 

a guideline to develop the city into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red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the country by 2025, local 

authorities said Thursday. The city plans 

to develop 90 red tourism scenic spots 

and promote 50 red tourism routes by 

2025,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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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l d  a n i m a l s  t h r i v e  a s 

environment improves

July 13, 2021 (China Daily) — A special 

“squirrel map” triggered public interest in 

Chengdu, capital of Sichuan province. 

The map, released by the newspaper 

Chengdu Daily, marked about 20 areas 

where squirrels are frequently seen in 

a number of public places. For animal 

lovers nationwide, the chances of coming 

into closer contact with such creatures 

have risen in recent years.

China's Palace Museum starts 

promoting "zero waste" tours

July 14, 2021 (China Daily) — China’s 

Palace Museum, also known as the 

Forbidden City, has started promoting 

“zero waste” tours among tour guides 

and the public. A training session was 

held on July 13 for tour guides who 

should encourage visitors to participate 

in garbage sorting and recycling during 

their tours. A no-waste approach has 

been adopted for office work at the 

museum over last year.

Water fun town opens in Beijing

July 16, 2021 (China Daily) — A resort 

that offers water recreation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experiences opened in 

northern Beijing on July 15. Cutting-edge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have been 

introduced, including wave making pool, 

exotic spa and whirlpool. It also provides 

access to artif icial beach, riverway 

and ski. VR video game and catering 

businesses are also present. The idea 

is to make Wave Town a leisure and fun 

destinations for urbanites in the capital.

Light entertainment beckons for night owls

July 20, 2021 (China Daily) — Stepping aboard the 

Zhiyin for a nighttime cruise almost makes time travel 

to China in the early 1930s possible.While strolling 

the decks of the three-floor steamer, passengers 

can freely explore and watch any number of short 

scenes being played out by professional performers 

dressed up in period costume. Before boarding, 

passengers, too, can don period clothing to immerse 

themselves more fully into the experience.Since 

debuting in May 2017, the innovative, immersive 

show is held from Tuesday to Sunday in Wuhan, 

Central China’s Hubei province, along the Yangtze 

River.It’s a popular evening activity among both 

group and independent travelers who want to enjoy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 after a day’s sightse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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