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园之城———哈拉雷

哈拉雷坐落于津巴布韦的东北部
高原上， 海拔1472米， 为津巴布韦首
都和最大城市。 哈拉雷意为 “不眠之
城 ”， 此名是由一酋长的名字转化而
来， 他一直保持警惕， 从不睡觉， 富
有斗智克敌的气概。

哈拉雷虽然地处非洲， 但它是一
座典型的欧洲式现代化城市， 环境优
美， 布局整齐， 多公园和绿地， 气候
宜人， 终年草木葱郁， 四季宜人。 市
内街道纵横交错 ， 形成无数个 “井 ”
字， 林荫大道宽阔整洁而幽静， 众多
的公园和花园为周末出游和休憩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 市区的中南部为商业
区， 北部和东部是高级住宅区， 有一
幢幢围有树篱， 拥有花园、 草坪和游
泳池的小别墅， 一些豪华的俱乐部和
高尔夫球场等娱乐场所 ， 穿插其间 。
西南部的哈拉雷区， 房屋低矮， 街道
狭窄， 是过去殖民者划为黑人居住的
地方。

在哈拉雷， 被各种鲜艳的花朵吸
引和迷醉， 还有那条漫长的紫薇花大
道。 哈拉雷完全被这个花都的花海所
沉醉， 想必 “花树之城” 并非浪得虚
名。 除了主流的紫薇花树， 还有150种
各色各样的花树。 凤凰花和鸡蛋花争
相绽放， 欲抢紫薇花的风头。 凤凰花
盛满公交站台， 你是否愿意在此多停
留， 特地错过一站公交， 或者希望公
交迟迟不要来到， 只是静静的坐在亭
子里的长凳上， 傻傻的发会呆， 感受
周遭的一切、 闻空气中弥漫的花香。

津巴布韦大遗迹

津 巴 布 韦 大 遗 迹 在 南 部 小 城
mashvingo附近， 津巴布韦大遗迹， 从
外观上看就是一座古城的遗址， 比较
集中分为三个区域， 山顶围栏、 山谷
围栏和大围栏。 所谓围栏， 有些像石
头砌成的墙， 高的可达到三米， 石间
不用任何黏合材料。 研究者发表证明，

这里曾经是高度发达的城市， 历史可
以追溯到一万年前， 当时统治地域一
直延伸到西面的波斯瓦那， 东到莫桑
比克， 以及南非， 如今遗迹已经成为
了津巴布韦独立的精神源泉。

我越过大片的石头墙区域， 试图
探究它本来的面貌， 看着蔓延在山谷
间的花岗岩块， 我猜想这里可能是当
时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地方， 它的规模
是三个围栏中面积最大的， 当然说明
当时聚集的人最多， 考古学家们在这
里发现了制造于13世纪的金属工具。

爬上南面的小山， 穿过曲折狭小
的石墙通道 ， 山顶的景色豁然开朗 ，
山顶的开阔处， 两座巨石下， 建有一
个石墙圈， 墙厚有一米， 上面奇怪的
每隔几米就插着尖利的石柱， 不知道
是什么功用， 不过把头伸在前面， 让
风吹开头发， 倒是让我联想到古代可
能是用来悬挂头颅和战利品的地方。

围栏里面弄巧成拙的建立了一个
茅草房子， 里面空无一物， 从高处俯
瞰， 如果给他加个顶， 再和那么曲折
的难登的小径联系起来， 这里应该是
统治者居住的地方。 而山谷的另外一
侧， 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巨大圆形围栏，

也就是所谓的大围栏， 气势是最壮观
的 ， 石墙高达11米 。 里面矮墙纵横 ，
犹如迷宫一般， 在靠近西边， 建造有
一座10米高的石塔， 烟囱状， 我研究
了半天， 确定这个肯定不是用来做饭
的 ， 里面是实心 ， 文献说是纪念物 ，
不过我觉得它实在是不够气派和华丽。
整个大围栏建造于700年前， 是撒哈拉
以南最大的人造古迹建筑， 隐藏在莽
莽的南部非洲平原中， 一旦重现， 彷
佛再次带我们回到久远的时代。

维多利亚大瀑布

维多利亚小城位于津、 赞 、 博三
国交界处， 是一个完全依靠旅游发展
起来的城市。 小城面积不大， 人口也
不多 。 维多利亚瀑布是非洲第一大 、
全世界第三大瀑布， 苏格兰传教士和
探险家戴维·利文斯敦在1855年发现并
以当时英女王名字命名瀑布。 大瀑布
当地人称 “莫西奥图尼亚”， 取 “雷声
轰鸣的水雾” 之意。 主瀑布宽约1400
米， 最大落差150米， 水流量最大可达
每秒5万立方米， 最经典的是， 整个瀑
布都在大草原上， 然后咔嚓地上裂一
道缝， 瀑布就出现了。 距离瀑布很远
便能听到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腾空
而起的水雾。 空气中聚集了大量的水
汽， 人仿佛穿行在蒙蒙细雨之中。 现
在这个瀑布一半属于赞比亚， 一半属
于津巴布韦。 也就是说必须从两个国
家才能看到瀑布的全貌。

由于我来的时候正是这里的雨季，
所以瀑布显得更壮观。瀑布城的飞机会
在瀑布的上空盘旋一周， 从舷窗往下
看，整个瀑布一览无余，听导游介绍，它
是因赞比西河流经地壳变动造成的大
裂谷而形成的， 周围是郁郁葱葱的丛
林。今天的天气十分晴朗，水雾中不时
映出道道彩虹，微风吹过，人便穿行在
雾中与彩虹共舞，片刻之后云雾消散又
沐浴在阳光中了。站在这里，你会再一
次感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
小，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

■带你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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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

北方， 寒气袭人。 而在云南省
腾冲市固东镇江东社区， 万亩银杏
树尽披金甲 ， 与古老村落相辉映 ，
吸引众多游人。

2007年， 江东社区居民黄刚金
开办了农家乐 。 走进他家的院子 ，
桌椅露天摆放在遍地金黄的银杏落
叶上， 游客们用餐之余在银杏树间
拍照留念， 十分惬意。

江东社区曾是固东镇最贫困的
地方， 因为处于 “水尾巴、 路尾巴、
电尾巴” 而被称作 “三尾巴” 村。
2007年以来， 当地政府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 把曾经的 “三尾巴” 村打
造成远近闻名的旅游地， 让村民走
上了致富路。

更让黄刚金感到舒心的是村里
环境的变化。 “以前都是土路， 现
在修了硬化路， 方便很多。 这几年
村里建了不少卫生设施， 村容村貌
有了很大改善。” 他说。

以发展乡村旅游为契机， 江东
社区实施了旅游配套设施工程、 家
居风貌改造及民居旅馆改造、 古树
名木保护、 休闲观光农业、 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等工程， 既夯实了旅游
发展基 础 ， 也改善了人 居 环 境 。

（新华社）

云南腾冲：
银杏黄 生意忙

甘肃炳灵寺石窟
97件铜器得到保护修复

近日， 记者从甘肃炳灵寺文物
保护研究所获悉， 世界文化遗产点
炳灵寺石窟的９７件铜器得到保护修
复， 并通过专家组验收。

据介绍， 因长期得不到有效保
护， 这批铜器相继出现了锈蚀、 残
损、 油污、 鎏金层脱落、 彩绘层脱
落等病害。 国家文物局分别于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６年批复保护修复项目 ， 修
复工作由甘肃省博物馆承担 ， 共
修复铜器９７件 （套）， 其中一级文物
７件。

“通过科学的保护修复， 使这批
文物的病害得到了有效治理、 文物
艺术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 甘肃炳
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贺延军介
绍， 此次修复的铜器是炳灵寺保存
的藏传佛教鎏金铜造像和铜质法器，
对研究藏传佛教艺术和藏传佛教在
炳灵寺的传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永靖县
城西南３５公里处， 始建于西秦建弘
元年， 以保存中国石窟最早纪年题
记而闻名。 （新华社）

彩虹之国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 位于非洲南部， 周边与南非、 莫桑比克、 马拉维、 赞比亚和博茨瓦纳接

壤。 津巴布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洲， 这里是拓荒者的家园， 在上个世纪初， 百十来名先
驱者从南非穿过无人知晓的荒僻小径， 以及土著部落的阻挠， 来到索波力茨， 就是现在的
首都哈拉雷， 升起一面英国国旗， 盖起来木屋， 开垦土地， 当时的名字叫罗德西亚。

□沈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