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脱县， 隶属为西藏自治区林芝市， 也是西藏海拔最
低、气候最温和、生态保存最完好的地方，这里有着原生态的
门巴族和珞巴族民俗风采，被称为“隐秘的世外桃源”。现在
许多地方都在挖掘历史， 让那些曾经的辉煌重现在世人面
前。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墨脱县门珞文化古街。

因复活节命名

随着不断补充新见闻，复活节岛在
脑子里的影像也渐清晰。该岛由海底升
起的火山岩构成， 多丘陵略呈三角形，
长24公里，最宽处17.7公里，面积约163
平方公里， 三个角端各一座死火山。有
朋友说像个粽子或糖三角，放在大洋蓝
色的盘子里，等人们来品尝。

小岛的发现者是荷兰人雅各布·罗
格文。1722年4月5日， 他在南太平洋上
航行，突然发现一片陆地，登陆后方知
是个海岛，因当天正好是基督教复活节
第一天，故在图上标为复活节岛，而岛
上原住民则称其为 “地球的肚脐”。据
说，发现小岛时，岛上还处在石器时代，
原住民都赤身裸体， 树叶遮掩私处。雅
各布绕岛一周，逗留了一天。此后，岛上
方知岛外有人。令我不解的是，石器时
代人怎知道地球是圆的、言“地球的肚
脐？”另有研究说，岛上最早的波利尼西
亚人是公元400~900年陆续批量载入
的，来岛时已有建筑概念并掌握了砖石
结构技能，若如此，早该知道岛外有人
啊？ 再后来，1862年， 秘鲁海盗乘八艘
船，抓走了岛上一千多人，男性几乎一
网打尽，卖到秘鲁鸟岛掏鸟粪。后在国
际舆论谴责下， 秘鲁政府命令放人，但
已死得只剩百来人了。返途中，又染上
天花，只有15人回到家。这15人又把天

花带到岛上。 传说中创始酋长霍图·玛
图阿的后裔及所有酋长、 祭司都死了，
至1877年，岛上仅剩111人。1888年智利
宣布对复活节岛行使主权，政府接管那
天， 又正好是复活节。1965年———刚过
石器时代243年后， 该岛进行了第一次
民主选举。现今，岛上居民约9千人，其
中波利尼西亚人4千多， 全岛仅几名公
安人员。岛上以火山口湖雨水为饮用水
源，年降水量1300毫米，平均气温22℃。
岛上人有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悲观
的乐观主义”，想想也是。

以摩艾石像名世

复活节岛以其神秘的摩艾石像于
1995年被列为世界遗产而名世，所以游
岛除了看火山口、日出日落，其他几乎
全看摩艾石像：横卧竖立散落的，写实
主义跪着的， 曾运到日本展览过的，躺
在山上尚未完成约21米高最大的，唯一
用发亮的黑曜石和闪光的贝壳镶嵌眼
睛的，五尊排列背靠大海的，七尊排列
面向大海的 ，15尊一排背靠大海作为
“岛标”的，但这也仅是冰山一角，据统
计全岛887尊石像， 整齐排立在海边的

就有600多尊。石像大都半身，无腿，少
量摩艾戴有暗红凝灰岩单独制作的帽
子，据说象征着权力，有点中国乌纱帽
的意思。石像一般高7—10米，外形大同
小异，重达30—90吨。石像额头狭长，鼻
梁高挺 ，眼窝深凹 ，嘴巴噘翘 ，大耳垂
肩，胳膊贴腹，神态威严。放眼望去，像
一队准备出征的武士。

还有很多谜

关于凿雕摩艾石像啥目的 、 怎过
程、何时雕、何寓意、谁雕刻、怎雕刻、怎
搬运等石像之谜，有“崇拜的神或神化
了的祖先”说、“纪念死去的酋长或重要
人物” 说、 “外星人杰作” 说等种种
猜测， 但我觉得周磊先生说法更合情
理， 他居圣地亚哥20多年， 对智利历
史文化有深入研究 。 他说： 摩艾雕刻
始于公元900年， 缘于不同族群用以纪
念列祖列宗 ， 看护保佑着后代兴旺 。
但凿雕摩艾导致资源枯竭， 尤其石像
运输需要滚木， 至1740年， 岛上一棵
大树也没有了。 1770~1838年间， 部落
纷争加剧， 族群内战， 把敌方摩艾推
倒、 眼睛朝下或被扣掉。 认为摩艾石

像通过眼睛接受外界传导的神力， 眼
睛朝下或被扣掉就等于 “武功尽废”。
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1774年来岛，
发现岛上发生过战斗。 库克贼不走空，
顺手牵羊运走了岛上最神灵精气的一
尊石像，现存大英博物馆，成其十大镇
馆之宝之一。

复活节岛所以神秘， 那么多谜，全
因文化断代。本来，岛上原住民有一种
叫“朗戈朗戈”的深褐色浑圆木板，有的
像木桨， 长2米， 用鲨鱼牙或坚硬的石
头、“牛耕式转行书写法”刻满了一行行
像鱼、鸟、草木、船桨、几何图形和文字
符号， 几乎家家有收藏。1862年秘鲁海
盗抓人第二年，法国传教士踏上复活节
岛， 把灾难中的原住民改造成基督徒，
下令烧毁所有“朗戈朗戈”木板，彻底消
灭了岛上文化。只有一个居民抢下25块
木板，将它们钉成一条渔船，逃到海上。
这25块木板才保存下来，现多为欧美一
些国家博物馆及私人收藏。而最后一个
懂岛上文字的人， 也于1901年去世。一
百多年来，世界许多学者为破译它倾注
了毕生精力，仅俄罗斯历史学博士伊琳
娜·费多罗娃有斩获。

□□于于文文岗岗 文文//图图神神秘秘的的复复活活节节岛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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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脱门珞文化古街
□陈大强 文/图

墨脱是我国门巴族和珞巴族的主
要聚居地。 从前， 墨脱门巴族和珞巴
族的古街商贸繁荣， 但是由于墨脱的
历次地震和历史变迁， 门珞商贸古街
随之渐渐消亡了。 为了恢复当年繁华
的边境贸易景象， 向世人展示门珞民
族独特的风俗、 文化和特产， 墨脱门
珞文化古街在2016年复建完成。

墨脱县门珞文化古街是一条以商
贸为主的复古街道， 街道两边多是商
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门珞风格的
仿古建筑， 买到具有门珞民族特色的
商品。 比如： 墨脱的乌木筷子就很有
名 。 但是 ， 最有名的当地特色商品 ，
还是要属墨脱石锅的名气最大。

墨脱石锅的制作石料取自雅鲁藏

布江两岸山上的 “皂石”。 这种石料质
地软， 适合手工打凿。 传统石锅匠人
以门巴族和珞巴族为主， 手艺也是祖
传下来的 。 石锅就是天然的不粘锅 ，
没有化学涂层， 煲汤醇香， 多用来烹
饪石锅鸡。 西藏历史上对石锅烹煮的
食物特别偏爱， 据说在布达拉宫还保
存着松赞干布使用过的石锅。

墨脱县门珞文化古街紧靠着莲花
圣地公园， 这个公园处在墨脱县城的
中心。 在公园的莲花广场， 塑有一朵
巨大的莲花。

相传在八世纪， 莲花生大师走遍
西藏仙山圣地， 来到墨脱， 发现这里
的地形像一朵盛开的莲花， 有圣地之
象， 便在此修行弘法， 并取名 “白玛

岗”， 意思就是 “隐藏的莲花”。 墨脱
县城东南6公里的卓玛拉山上， 建有仁
青崩寺， 这是墨脱县修建最早和规模
最大的寺庙， 寺庙里供奉着莲花生大
师像， 这里又被称做 “莲花圣地”。

莲花广场每天早晚都聚集着健身

锻炼的人们。 虽说这里是门巴族和珞
巴族的聚居地， 但是在穿着上和其他
城市的人们没有什么不同， 倒是在清
晨上学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个身着
传统民族服装的门巴族小学生。

站在墨脱县西面山上的观景台 ，
我们可以看到墨脱县的全景。

墨脱位于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
下游，它的地势北高南低，从海拔7782
米的南迦巴瓦峰下降到海拔200米的巴
昔卡， 从高寒草甸到热带雨林都有分
布，森林覆盖率达到80%，有着丰富的动
植物资源，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
孟加拉虎、羚羊和长尾灰叶猴等40多种
国家保护动物，另外还有各类植物3000
多种，被称作“世界动植物博物馆”。

所以说， 到墨脱我们既可以看到
门珞商贸古街， 领略古老的门珞文化；
又可以看到墨脱特有的自然美景。 只
是去墨脱的两条路有些难走， 从北面
的派镇进墨脱是一条传统的翻山徒步
线路， 通常要走4天。 开车从东面的波
密进墨脱， 虽说嘎隆拉雪山隧道已经
贯通， 自80K （地名） 到县城的30公里
路段还是异常难走， 被称作是自驾游
驾驶难度最高的路段。

正是克服了这些困难， 你就能看
到那朵隐藏在秘境里盛开的莲花了。

墨墨脱脱古古街街标标志志

墨墨脱脱石石锅锅

复活节岛是东南太平洋上一个孤
零小岛。

抵达已是深夜。步出机场，海风拂
面，当地导游给每人献上岛上野花制作
的花环，困意顿消。

酒店是翌日早晨才看清的———山
丘下大洋边儿， 高低错落的庭院。 一
排客房临海， 客房与海之间是一片草
坪， 每间客房海陆俩门， 阳台门左右
平放两张白色的躺椅， 躺着就平视浩
瀚的洋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