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 稿【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
读， 或是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
体验， 亦或是旅途中感受的风土
人情、历史文化、吃喝玩乐……本
栏目注重记录旅途中的美好过
程， 以玩家身份为读者旅途生活
提供服务。字数在1000-1500字。
要求有小贴士，有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 而是
旅途中的风光景致、 人文历史、
游历故事所引发的情思、 带来的
感悟。 就像品一杯清茶， 淡淡悠
远。 本栏目注重旅途故事和旅途

感悟的分享， 为您提供一个休憩
的场所。 字数在600-800字内。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
点， 无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
摄，只要图片精美，再精美，标明
拍摄地，文字风格活泼生动，吸引
人，都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要求
大图、100字以内的图说。

周庄位于上海、 苏州、 杭州
之间， 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
镇。 她始建于宋代， 距今已有900
多年的历史， 素有 “中国第一水
乡” 的美誉。 邂逅周庄， 无时无
刻都能强烈地感到那扑面而来的、
不可阻挡的诗意！

周庄的桥， 诗意纵横。 桥是
周庄的根。 在周庄 “井” 字形的
水道上， 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元明
清三个朝代建造的14座石梁桥和
石拱桥。 石桥或如长虹卧波， 或
如犀牛望月， 或如西子回眸 ， 静
静地跨在河面上， 血管一样连接
着周庄。

进入周庄， 桥和水 ， 是给游
人最深印象的两种标签。 周庄的
桥， 古意拙朴， 形态各异， 耐人
寻味： 贞丰桥畔， 诗韵悦耳； 双
桥联袂而筑， 是古镇神韵的外化；
桥楼合璧的富安桥， 则以 “阁中
飞桥， 桥上建屋” 的形象， 而成
为古镇的一种典范。 随意走上周
庄的桥， 不仅可以感受到那扑面
而来的石文化的魅力， 更能让人
从桥上精致的雕栏和桥廊中， 寻
觅到时光走过的痕迹， 聆听到岁
月在周庄行走的跫音 。 1984年 ，
旅美青年画家陈逸飞将周庄的双
桥画成油画， 取名 《故乡的回忆》
在美国展出， 后被美国人购买并
赠送给邓小平。 1985年 ， 这幅画
经过陈逸飞的加工， 被联合国选
为首日封图案， 周庄从此因桥而
扬名天下。

周庄的水， 诗意淋漓 。 水是
周庄的魂。 水乡周庄， 因水而灵
动。 水， 不经意间将周庄划为若
干区域， 仿佛是画家随手的一描，
便描出了庄子的筋脉。 如果说黄
河之水如健硕的陕北大汉， 那么
周庄的水就是名副其实的小家碧
玉了， 因为她流淌着一种淡淡静
谧的美。 漫步周庄， 小桥流水人
家的图画中， 水韵很容易把人带
入到桨声灯影的真实梦境中。 盈盈
碧水浮着一叶叶小舟， 桨声欸乃，
悠然过巷，圈圈涟漪静静地荡漾开
去，像极了一幅油画 ，又像在历史
长廊中慢慢穿行。 石板桥秀气地挺
于水道之上， 更加衬托了水的静
美，一动一静，动静相宜，兼之岸边
随风拂动的妖娆柳色 ， 更加诠释
出了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当
中一个周庄” 的深邃内涵。

周庄的夜， 诗意氤氲 。 夜是
周庄的眼， 华灯初上， 夜色阑珊，
周庄开启了梦幻之旅。 水乡的夜，
静谧 、 浪漫 、 多彩而富有诗意 ，
明亮的灯光倒映水上， 古朴的小
舟咿呀驶过， 一幅凝固的水墨画
瞬间被搅乱， 船桨把灯影斑驳的
夜荡碎了， 粼粼波光携带着微凉
的晚风， 逐次飘向岸边的座座古
宅……翠竹摇曳， 吴歌悠扬 ， 越
曲清丽， 这次第， 最适宜坐在岸
边枕河而居的人家里或者客栈里，
吃茶，摇扇，闭目，仰头，听二胡清
越， 昆曲缠绵，船娘低回……时空
穿越， 恍然间， 如同走进了 《花

样年华》 ……
周庄的建筑， 诗意绽放 。 驳

岸， 拱桥， 水巷， 石阶， 古朴的
建筑， 构成了周庄古镇特有的风
貌， 而斑驳的老墙、 黛色的旧瓦、
光滑的石板街所孵化出的古老建
筑 ， 更能品出水乡沧桑的韵味 。
古镇中， 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建筑
保存完好率达60%以上， 其中有近
百座古宅院， 及60多个砖雕门楼，
还有部分过街骑楼和水墙门。 周
庄张厅为明朝中山王徐达的弟弟
徐孟清的后代所建 ， 其特点是
“轿从门前进， 船从家中过”， 布
局精巧 ， 巧夺天工 ， 历经百年 ，
风姿卓然。 沈厅又名敬业堂， 是
周庄最大的民居建筑， 由江南富
商沈万三后裔沈本仁于清乾隆七
年 （1742年） 所建。 七进五门楼，
庭院深深， 回廊曲折， 大小100多
间房屋 ， 气宇轩昂 ， 布置精当 。
楼在桥边， 窗在水上， 粉墙黛瓦，
点缀其间， 茶幌酒旗， 迎风招展，
雕花窗棂， 玲珑精致……多像一
幅 《清明上河图》 啊！

诗人说： 周庄是一首明清时
期遗落的民间江南民谣 ， 古朴 ，
自然 ， 灵动 ， 需要用心聆听 ；
作家说： 周庄是一杯酽醇的龙井，
翠绿， 香郁， 味甘， 形美， 需要
慢慢品酌； 而身在周庄沉醉的我
认为： 周庄是一处安放灵魂的圣
地， 在这充满诗意的地方， 我们
可以抵达自己灵魂的最初之地 ，
更能找回丢失的自己……

察瓦龙乡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横断山
脉中， 行政上属于西藏察隅县管辖。 察瓦龙乡
距离察隅县城大约230公里距离， 中间隔着三
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 其中益秀拉山垭口
的海拔高度在4706米。 每年赶上大雪封山的日
子， 从县城无法直接到达察瓦龙乡， 而是要绕
道云南， 沿着怒江边的327省道一路向北到达
贡山县， 从贡山再向北是一条乡村公路， 开车
150公里越过滇藏界到达察瓦龙。

察瓦龙乡紧靠横断山， 南面是怒江， 海拔
高度在1990米 。 察瓦龙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
要， 是云南通往西藏的重要通道之一。

近年来， 柏油公路已经从云南贡山修到了
滇藏界， 四级公路也从滇藏界修到了察瓦龙乡
再转向西 ， 翻过雪山连接到了然 （乌 ） 察
（隅） 公路上。 这样， 通过察瓦龙又开辟出一
条云南通往西藏的道路， 除了冬季以外都可以
通车， 有关部门把它定名为 “新滇藏通道”。

察瓦龙乡是一个交通枢纽， 南联云南， 西
接察隅； 向北可以穿越横断山腹地连接到 315
国道川藏公路上 。 在冬季大雪封山通向察
隅的新滇藏通道断路时， 这是一条备用的进藏
路线。

察瓦龙乡虽然地处偏远， 却是西藏自治区
首批26个特色小城镇之一。 这里的自然风景有
广阔的原始森林，漫山遍野的奇花异草，干热河
谷的仙人掌有一人多高。 从察瓦龙西面的高山
上，还可以向东眺望到险峻的梅里雪山。

察瓦龙乡还有一个重大的节日就是赛马
节 。 每年藏历2月15日 ， 乡里都要举行赛马 ，
到今年已经是第54届了 。 它的知名度越来越
高， 以至于西藏各地和四川甘孜都有骑手赶来
参赛。

赛马节前 ， 街边搭起了长长的临时售货
摊， 如同集市一般。 有售当地小吃的， 也有摆
卖日常用品的， 熙熙攘攘很是热闹。 赛马节期
间还举办民俗表演， 来自各行政村的表演队在
乡中心广场跳起锅庄舞。

赛马节的高潮就是赛马， 天一亮， 人们就
从四面八方赶到赛马场， 赛马场设在乡北面的
山脚下， 有一个几公里长的环形碎石赛道。 骑
手们身着民族服装， 牵着他们漂亮的赛马， 分
成三组参赛。 骑手要在赛道上跑三圈， 决定名
次。 然后， 每组取前四名进入决赛。

赛马节一早 ， 山坡上和楼顶上就站满了
人。 骑手们将自己装扮漂亮的赛马带到起跑线
前。 起跑线用一条绳子拦着， 赛马打着响鼻，
在绳前打着转， 骑手们紧勒马缰调整位置准备
出发。

随着一声口令， 裁判将手中的绳子向地下
一摔， 比赛开始。 只见出发地腾起一股烟尘，
十几匹马奋力冲出。

观众无比兴奋， 只要骑手一经过， 人们就
站起来大声欢呼加油， 气氛十分欢快。

去察瓦龙旅游吧， 它就在西藏东南的横断
山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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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强 文/摄

漫话察瓦龙

■■驴驴友友笔笔记记

□钱国宏 文/摄

■■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邂逅周庄

她 因 电 影
《摇啊摇， 摇到外
婆桥 》 而闻名天
下 ； 她是江南首
富沈万三的故乡；
她曾经让著名作
家三毛潸然泪下；
她也曾让旅美青
年画家陈逸飞妙
笔 生 花 …… 她 ，
就是中国十大水
乡古镇之首———
周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