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瓜州品瓜甜爽醇香

刚刚进入瓜州县境内， 便看到道
路两侧有不少的瓜摊儿， 此时正值十
月初， 是瓜果上市的季节。 停车于瓜
摊儿前， 见地上、 货架上放了许多哈
密瓜。 卖瓜的商贩热情地向我们打着
招呼， 让我们尝一尝这里的蜜瓜。 随
手挑了一个切开， 一股香甜的味道，
令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游客迫不及待
地拿来送入嘴中， 顿感甜香味美， 口
中生津。 “真是太甜了！” 一行人不
约而同地称赞道。

卖瓜的商贩很是健谈， 他向我们
介绍到： 瓜州因瓜而得名， 种植蜜瓜
已有3000多年， 享有 “蜜瓜之乡” 的
美誉 。 史书上便有 “古瓜州地生美
瓜”， “其地今犹出大瓜， 长者狐入
瓜中食之， 首尾不出” 的记载。 瓜州
属内陆地区， 为大陆性气候， 降水量
少、 蒸发量大、 日照强烈、 昼夜温差
大 ， 非常适宜瓜的生长和糖分的积
累， 所以这里的瓜甜蜜汁多、 风味诱
人。 据传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 途经
此地， 身染重病。 食用蜜瓜后， 病得
痊愈。 他从西域回长安后， 便启奏皇
帝恩准， 在这里修建一座城池以作嘉
奖和纪念， 称 “瓜州”。

瓜州盛产哈密瓜、 大西瓜、 白兰
瓜、 伽师瓜等， 而金秋时节以哈密瓜
为主。 这里的蜜瓜价格不高， 一斤才
卖一块五毛钱， 而此时北京的哈密瓜
要卖到四五块钱， 且味道绝没有这里
的瓜香甜。 难怪有诗赞曰： “冰泉浸
绿玉， 霸刀破黄金； 凉冷消晚暑， 清
甘洗渴心。”

一行人吃了三个瓜后 ， 意犹未
尽， 又买了几个放到车上， 以便路上
再吃。 此次出游品尝了不少的瓜果，
而瓜州的瓜别有味道， 令人回味。

榆林石窟艺术之美

从瓜州县城驱车70公里， 便来到
榆林河峡谷中的榆林窟 ， 也称万佛
峡。 早在1961年便被国务院列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榆林窟地处戈壁滩中， 即使将车
子停在距石窟百余米的地方， 也没有
发现石窟的踪迹。 顺着一条甬道自上
而下前行 ，才来到峡谷深处的石窟
景区。

在景区游览了十几分钟后， 也没
有见到石窟的影子， 直到导游员将我
们引进石窟之中 ， 才一览石窟的真
容。 原来所有的造像和壁画均在石窟
中， 有别于其他石窟， 将造像置于洞
窟明处。

据导游员介绍， 榆林窟是我国著
名的石窟之一。 从洞窟形式、 表现内
容和艺术风格看 ， 与莫高窟有些相
似， 是莫高窟艺术系统的一个分支。
创建年代虽无文字可考， 但从洞窟形
式和有关题记推断， 当开创于隋唐以
前。 从现存壁画风格和游人题记结合
来看， 唐、 五代、 宋、 西夏、 元、 清
各代均有开凿和绘塑， 进行过大规模
的兴建。 现存完整壁画的洞窟43个，
其中东崖32窟、 西崖11窟。 保存着彩
塑272身、 壁画5650余平方米。

在导游员的引导下， 我们先后参
观了3个石窟。 其中第6窟高约25米的
弥勒佛，全身金箔敷就，灿然如新、金
碧辉煌，显得极其庄严雄伟。第11窟的
十八罗汉，神态各异，形象逼真。

走出石窟， 心中几多感叹， 其造
像、 壁画美在洞窟之内， 风景清幽于
洞窟之外。 如果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
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居于全国石
窟之冠， 那么， 榆林窟就是仅次于莫
高窟的壁画艺术宝库。

常乐古城遗韵犹存

从瓜州县城到榆林窟的路上， 经
过一个较大的村落， 路边一座古老的
土城遗址吸引了我们 ， 于是停下车
来， 看个究竟。

土城遗址旁竖立着一块宣传牌，
上面写着 “常乐古城” 四个大字。 据
其介绍， 常乐古城又称破城子， 始建
于西汉武帝时期，为广至县治置所，唐
代为常乐县治所， 前后相沿历史近千
年。 城墙为夯土板筑，高4.8米-7.5米，
东西宽144米， 南北长250米。 原开北
门，城内散见有灰陶片、红陶片、花砖，
房屋建筑遗迹及灰层堆积。 城外北侧
有小型庙宇建筑台基， 2006年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走进土城遗址， 只见四周的城墙
大多依然矗立， 城池的轮廓尚存， 城
墙全为黄土夯筑而成， 东、 南、 西墙
基本保存较好， 虽然经过千百年风雨
的侵蚀， 许多地方仍然十分坚固。 城
内布满沙丘、 长着一些沙生植物， 一
派苍凉景象。

漫步城中， 顿感久远与凝重， 令
人不由地放慢了脚步。 仰望那高大的
城墙， 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油然而生。
用手轻轻地触摸这古老城墙， 仿佛在
触摸着岁月的沧桑。

城池中寂静的没有一丝声响， 正
午的阳光照在高墙之上， 使古城平添
几分古朴、 厚重与凄婉之美。 虽然这
里早已没有了人烟， 但历史的浓重，
令人在这里凝思， 能使人想象到曾经
的繁华。 有史料记载： 瓜州地区古城
遗址冠盖全国， 达50余座， 无论是数
量 ， 还是种类均居国内各县之首 ，
而 常乐古城遗址只是其中之一 ， 由
此窥见到瓜州历史渊源与文化底蕴的
雄厚。

甘肃在今年冬春季推出了以 “丰收
了·游甘肃” 为主题的冬春旅游系列惠民
活动。 不仅面向全国邀请农民代表免费
游甘肃， 同时还将实施一系列冬春季旅
游优惠政策。

据介绍 ， 甘肃开展 “丰收了·游甘
肃” 冬春旅游系列惠民活动 ， 是为了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 致敬全国农民 ， 礼赞
农业丰收， 以旅游惠民的方式庆祝 “中
国农民丰收节”。 活动期间， 甘肃将面向
全国邀请百名农民劳模、 全国十佳农民、
农业科技工作者代表免费游甘肃。

同时 ， 甘肃全省旅游景区和旅游企
业还在门票、 酒店上 “大做文章”， 以吸
引更多农民游客 。 活动期间， 敦煌莫高
窟和鸣沙山·月牙泉、 平凉崆峒山等５Ａ级
景区门票实行半价优惠； 景泰黄河石林
等４Ａ级景区实行免门票或门票半价以下
优惠政策。

另外， 对在１１月１日至次年３月３１日期
间， 组织境内外游客来甘肃旅游的旅行
社， 甘肃还会在原有奖补标准上继续上
调补助标准。 甘肃各市州还会对包机游、
组团游等活动进行叠加补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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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甘肃嘉峪关市驾车出发， 沿连霍高速东行两个多小
时，便来到河西走廊西端的瓜州县。 历史上这里称安西，为古
丝绸之路的商贾重镇，秦以前为羌戎所据，唐代称瓜州，至清
雍正年间设安西卫，民初设安西县，2006年复称“瓜州”。 虽然
在此只停留了两日，却领略到西域古城的别样景致。

甘肃推出“丰收了·游甘肃”
冬春季旅游系列惠民活动

内蒙古自治区考古人员在化德县境内
一处距今8400年至7800年的古老村落遗址
发现16座古代先民居住的房址。

发现房址的遗址被称为四麻沟遗址，
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属于一种全新
的考古学文化———裕民文化 。 在过去两
年间，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 乌兰察
布市博物馆等单位对四麻沟遗址进行了
考古发掘。 目前， 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
清理房址16座。

这16座房址大多为圆形半地穴式房
址和成排的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 房 址 。
据了解 ， 这两种房屋形制存在早晚关
系 ， 圆形房址逐渐发展成为圆角长方
形房址。

这些房址内部保存有地面灶 ， 个别
灶面上放置有石块。 少数房址有向南的
长方形台阶式门道。 多数房址内有圆形
柱洞， 为壁柱， 柱洞制作粗糙 。 房址墙
壁为黄砂土， 无二次加工痕迹 。 这些房
址大小不一 ， 圆形房址直径3.3米至4.5
米， 圆角长方形房址进深4.4米至5.2米 、
间宽1.1米至6.6米不等。

据了解 ， 这一村落遗址的发掘丰富
了裕民文化的内涵， 为研究裕民文化谱
系的纵向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
料 。 裕民文化是 2014年发现的旧石器
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一种
全新的考古学文化， 首次发现于内蒙古
中部。

（据新华社）

内蒙古中部发现8000余年前
的16座房屋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