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昭古城：
马蹄茶香一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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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强 文/�摄

在深秋的一日， 我来到了素有 “旅游
者天堂， 电影人福地” 之称的浙江北部美
丽的竹乡安吉县 “天下银坑”， 看到了一幅
山水相依、 天地相融的自然美景。

在那大竹海的深处， 藏着连绵的奇石，
也藏着古老的故事。 相传在南宋年间， 皇
帝兄弟康王隐匿在此开采银矿， 积蓄国力。
不想， 有一天， 金兵追至， 双方激战， 许
多炼银炉在混战中翻倒， 银子流洒了整个
山谷， 形成了一条 “银沟”。 奇异的砾石和
连绵的层岩暴露出来， 秘密难藏。 这银坑
上的山也因此得名 “战场山”。

现在 “银坑 ” 是一大片茂盛的竹林 ，
漫山遍野的绿， 以亘古奇石为点缀， 景区
内山路蜿蜒， 有缓有急， 起伏不断， 各不
相同。 置身竹的海洋中， 满目苍翠， 凉风
习习， 让人尽消胸中浊气， 顿觉心旷神怡。
景区面积宽阔， 山的雄伟， 水的灵秀和千
古流芳的历史传说之自然景观， 加上众多
影视拍摄留下的人文景观， 这自然与人文
的绝妙组合， 闪射出无法抵挡的神奇魅力，
令无数人向往。

“银坑” 美景也吸引了多个剧组前来拍
摄。 踏着山路， 你能看到李安导演的奥斯
卡奖电影 《卧虎藏龙 》 里展示的大竹海 。
这里的山连山竹连竹， 满目碧绿， 就像一
幅层层叠叠的竹画长卷 。 在竹海里倘佯 ，
真是一种享受 。 冯小刚导演曾深情地说 ：
“天下银坑景区不仅是旅游者的天堂， 更是
电影人的福地！” 并欣然题字： “银坑竹海
甲天下”。

冯小刚导演的影片 《夜宴》 就在此拍
摄。 这是用竹子搭建了一个由多栋建筑合
围而成的圆形演艺场。 在演艺场的正中有
一个用竹子按照顺时针方向编结而成的圆
形舞台 ， 舞台的前方悬挂着一大张白纸 ，
上面书写着各种各样类似于象形文字的图
案。 在这个舞台的背后， 一条长达近千米
的天梯从舞台一直通向山顶， 场面颇为壮
观， 这便是传说中的 “开山” 部分。 谭盾、
章子怡、 葛优、 吴彦祖等多位国际级主创、
主演都如约 “赴宴”。 还有黄健中执导的大
型电视连续剧 《越王勾践》、 华谊兄弟又一
部巨作 《心中有鬼 》 外景地也选择在此 ，
范冰冰、 刘若英、 黎明等明星齐聚， 坐在
昔日越王的宝座， 感受一番王者的风范。

“银坑万顷竹似海， 千古奇绝战场山”。
千古流芳的历史传说的天下银坑， 以万顷
竹海为背景， 以亘古奇石为点缀， 青山的
雄伟， 碧水的灵秀， 新鲜的空气……一如
曾获奥斯卡最佳音乐奖的美籍华人谭盾留
下的那句感言： 银坑美景天下秀。

□白英 文/图

银坑美景天下秀

未入古城 ， 镌刻有 “太昭古
城” 的牌坊先入视野， 高大挺拔的
背后是历史的厚重与深邃。 驻足尼
洋河畔， 遥望对岸山脚下， 太昭古
城背靠青山， 面对绿水， 在阳光的
照耀下， 显得遥远而神秘。 太昭古
城原名江达， 位于尼洋河和娘蒲河
交汇处， 藏语意思是一百个村庄中
的第一个。 尼洋河和娘蒲河两边的
峡谷中有九十九个村庄， 加上太昭
古城一共是一百个村庄， 太昭古城
因此得名。

“小八廊街”
跨过古城外的吊桥， 置身古老

的民居， 视线穿过驿站城门， 把思
绪拉到历史深处， 太昭曾经的繁荣
涌现出来 。 从唐朝和吐蕃联姻开
始 ， 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就日益密
切， 军旅客商往来不绝。 元朝时 ，
正式设立驿站 ， 军旅客商汇聚此
地， 集市贸易十分繁华， 被人称为
“小八廊街”。

清朝末年， 当时的太昭称为江
达， 人口众多、 市镇繁华、 店铺林
立， 并设有政府、 粮仓、 学校、 邮
局、 旅馆、 饭店、 金银加工店、 裁
缝店、 刑场等， 客商来这里经商交
易， 各地的商品也能够顺畅流通 ，
太昭成为当时西藏重要的商业文化
中心。

如今， 古城内的遗迹已经所剩
无几， 只有古民居还保存完好， 昔
日茶马古道旁的军旅重镇日渐衰
落。 站在尼洋河边， 想象着当时的
繁华景象， 真的是恍若隔世。

这座位居山水边， 掩映在苍茫
而神秘的面纱下的小城， 仍然叫人
充满怀想。 尼洋河的水那么清澈 ，
变化着色彩， 似乎见证着那流逝的
岁月。 大团大团的白云， 聚集在古
村的上空， 云朵飘飘， 仿佛在问村
中的古树 ， 是否还记得当年的繁
华？ 尼洋河上的大桥， 依然悠悠地
悬在河上， 仿佛仍在诉说着当年的
故事 。 岸边的芦苇在阳光的照射
下， 显得光亮而鲜活。 弯弯曲曲的
茶马古道与川藏公路隔河相望。 坐
在河边， 用心回味， 似乎还能听到
军旅匆匆的脚步声。

古道成就了古城
踏上古道， 石板上嵌有的二寸

多深的马蹄印历历在目 ， 欲说风
尘； 道旁的嘛呢堆上刻画着各种神
佛像和宗教箴言， 几经沧桑； 许多
岩洞、 道旁被火烟熏得黝黑的巨石
在倾述着无数代马帮风餐露宿、 如
歌如泣的传奇经历……这条世界上
地势最高、 最险峻路途也最遥远的
文化传播古道， 不仅风光旖旎、 风
貌独特， 且遍布多民族融合的历史
文化遗迹和未被人识的隐秘景色 、
古老传说。

太昭古城与茶马古道 （唐蕃古
道） 连为一体， 古道成就了古城 ，
古城守护着古道。 这条古道在古代
吐蕃与内地的联系方面， 曾发挥过
重要的作用 ， 公元641年 ， 松赞干
布就是由此到柏海 (青海扎凌湖 )
迎娶了文成公主。 从古道入口处沿
着昔日的石阶步入深处， 忽见一块
奇石立在路边， 与山崖相衬， 极像
小鸟张开的嘴巴， 当地百姓也把这
里称为 “鹦哥嘴”。

此处地势十分险要， 有 “一夫
当关， 万夫莫开” 之势， 相传松赞
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回来时， 路经此
地， 天降大雨， 道路不通， 藏王和

文成公主不能准时赶到拉萨， 非常
着急。 于是松赞干布派出自己随身
携带的一只通灵的鹦鹉飞回拉萨 ，
让它向菩萨祈求雨停。 谁知道鹦鹉
飞走后数日未回， 松赞干布十分焦
急 ， 每日到此地翘首等待鹦鹉回
来 。 鹦鹉感应到主人焦急的心情 ，
没日没夜地往回赶， 终于把好消息
带给了松赞干布， 鹦鹉却因为过度
劳累， 栽倒在了松赞干布跟前。 倾
盆大雨停了下来， 鹦鹉的忠心感动
了山神， 山神把一块岩石变成鹦鹉
的造型， 以此来纪念它的事迹， 因
此有了 “鹦哥嘴”。

在大雨中连等数日的文成公
主， 命随行工匠在避雨的山洞内刻
下唐王画像， 又刻下经文、佛塔、佛
像，向上天祈求大雨早点停息，自己
能早日到达拉萨；同时，也祈求上天
能够保佑唐王身体安康， 国家繁荣
昌盛。 沿唐蕃古道向上爬，一路上能
看到山上刻有许多藏文， 并涂有朱
红颜料， 这些藏文绝大部分是六字
真言 “唵嘛呢叭咪吽 ”，祈祷行人吉
祥如意 。 站在鹦哥嘴前俯瞰大地 ，
让人感慨万千， 昔日的辉煌已成历
史， 现代道路交通网络发展， 让这
里渐渐沉寂了下来。 唯有草木依旧
葱茏， 河流依旧奔腾不息。

太昭古城位于西藏
林芝地区的工布江达县
境内， 是昔日唐番古道
驿上的一个重要的驿
站， 也是茶马古道旁的
军旅重镇 。 “上悬绝
壁， 下迫激流”， 西藏
的茶马古道以交通不
便， 路途险恶而著称。
自古进藏有四条路———
青藏西道 、 青藏中道 、
青藏东道 、 川藏驿道 ，
而太昭正是除青藏西道
以外三条进藏路的交汇
点。 因为地形优势， 早
在唐代， 已成为西藏的
重要城镇， 而今， 古城
虽已日渐沉寂， 但仍然
叫人心怀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