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贴士：
乘车路线： 西苑枢纽站乘346路公

交车至终点站凤凰岭；
西苑乘地铁16号线至北安河站 ，

换乘专16路公交车至凤凰岭。
驾车路线： 京藏高速北三环马甸

桥→北安河出口→沿北清路往西按路
标行驶即可；

京新高速北五环箭亭桥→小牛坊
桥出口→沿北清路往西按路标行驶
即可。

【
】

一会儿是 “阿凡提” 扮演者， 一
会儿是斗羊比赛的裁判， 一会儿又是
舞台上刀郎麦西来甫歌舞演员……每
天在景区身兼多个角色， 阿布都·艾尼
并不觉得累。

“我有一种使命感， 一定要让更
多人了解刀郎文化。” 他说。

秋高气爽的季节， 在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同时， 新疆全面促进旅游业
复工复产， 阿布都·艾尼所在的阿克苏
地区阿瓦提县 “刀郎部落” 景区热闹
起来。

公元14世纪以来， 生活在新疆叶
尔羌河至塔里木河流域的居民与外来
的蒙古族游牧民相互融合后， 形成了

“刀郎人” 族群。 2006年， 集歌、 舞、
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民间曲艺 “刀郎
木卡姆”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阿瓦提县是刀郎文化发源地。 为
保护这一独特的原生态文化， 近年来，
当地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挖掘刀
郎文化历史内涵， 整合民俗特色资源，
形成了刀郎歌舞、 刀郎美食、 刀郎民
俗、 生态旅游等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
业发展体系。

距离阿瓦提县城18公里的 “刀郎
部落” 景区， 自2006年成立运营以来，
通过打造刀郎民俗展馆、 刀郎民俗体
育区、 千年胡杨区， 特色歌舞、 餐饮、

观光等旅游项目， 当地群众实现增收，
刀郎文化获得新生。

27岁的舞蹈演员玛依热·阿布都卡
德尔家住景区附近， 平日参加迎宾舞、
刀郎狩猎舞、 刀郎部落婚礼及高空轮
转秋千表演， 每个月工资3500元。

买木提孜·艾力和妻子在景区开了
一家 “刀郎人家” 家访点， 复原先辈
的渔猎生活场景， 向游客提供红柳烤
肉、 烤鱼、 抓饭等特色饮食。 每到旅
游旺季， 家访点每月净收入可达3000
元以上。

年近七旬的阿巴斯·阿布拉在景区
经营特色木工制品13年。 他说： “我
家祖祖辈辈用本地核桃木、 胡杨木制
作木碗、 木盆、 木勺、 民族乐器。 我
在景区用传统手工一边制作一边卖给
游客， 很受欢迎。 儿子也跟着我一起
干， 传统手艺算是有了接班人。”

（刘兵 刘诗平）

■旅游故事

■周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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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凤凰岭之前， 已被这美丽的
名字所吸引。 而在金秋时节走进这座
山岭之时， 领略的是诱人的景色， 银
杏渐黄， 黄栌变红， 五彩缤纷， 层林
尽染。

凤凰岭不是很高 ， 但山石奇特 ，
远远望去， 只见那巨大的山体就像是
用无数又圆又滚的山石垒筑起来似的，
呈月白色， 千姿百态， 延绵数里， 蔚
为壮观 。 走进景区大门 ， “凤凰岭 ”
三个大字格外耀眼。 此时阵阵山风扑
面而来 ， 仰望蓝天映衬下的凤凰岭 ，
真是美不胜收。

凤凰岭地处京城西北部， 属上风
上水， 且远离都市， 可谓是大自然赐
予的一方净土， 一块未经人工雕琢的
碧玉， 人文景观丰富多彩。 景区分北、
中 、 南三条风景线 。 北线景点密集 ，
是山与水的完美结合 ， 以 “古 、 奇 、
怪 、 幽 ” 取胜 。 沿途可欣赏搁衣庵 、
神泉 、 玉兔石 、 峰恋石 、 曲径洞天 、
天梯、 宫保石寨、 倚山口、 飞来石塔
等景观 。 中线景区以龙泉寺为起点 ，
沿山而行， 可观古代养生修炼场， 如
仙人洞、 修仙椅等。 南线景区以自然
景观为主， 植被茂盛， 树木繁多， 有
黄普院 、 金刚石塔 、 关帝庙等景观 ，
适宜修养身心。

由于时间有限， 经与同行的朋友
商议， 选择了南线， 因为这条旅游线
上有著名的黄普院遗址和金刚石塔。

首先沿着一条较为宽敞的公路行
走， 穿过一个叫车耳营的村落， 来到
了核桃谷， 随后开始登山， 路变得越
来越窄， 但景色却越来越美。 路边是
茂密的丛林， 随着山势的增高， 不同
海拔的叶片呈现渐变的色彩， 山路时
而掩映在林间， 显得格外幽静； 时而

迂回向上， 陡峭险峻。
登上一处高坡， 极目眺望， 眼前

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整个凤凰岭仿佛
披上了红色、 黄色和绿色的丝带， 五
彩缤纷 。 呼吸着山野里的新鲜空气 ，
顿感心旷神怡。

走下高坡， 转入一条幽静的山谷，
虽然不是很深 ， 但仍给人一种静谧 、
莫测之感。 喜欢独处和清净的我， 有
意把同行的朋友甩得远远地， 由此独
自一人置身幽谷之中， 享受一份特有
的孤独与寂静。

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来到凤凰岭
著名的景观———黄普院遗址， 并远远
地望见那座矗立于山石之上的金刚宝
塔， 它是凤凰岭的标志性建筑。

进入山门， 眼前豁然开朗， 想不
到深山之中， 还有这样一处宽敞的院
落， 尽管其中的建筑已破败， 但古韵
犹存。

黄普院是金代西山 “八大水院 ”
之一， 又名 “圣水寺”， 原为章宗完颜
璟游历西山时的驻跸之所。 明正统二
年 （1437年 ） 重修后赐额 “妙觉禅
寺”， 弘治十四年 （1501年） 改称 “明
照洞瑞云庵”， 相传明代有一位皇姑曾
隐居并葬于此地 ， 所以俗称 “皇姑
院”。 此庵坐北朝南， 背依崇山， 傍临
深谷。 山门用大块花岗石砌筑， 上嵌

“明照洞瑞云庵” 匾额， 古朴凝重。 山
门右侧兀出一块天然巨石， 名曰 “金
刚石”。 山石高约15米， 向旁倾斜， 悬
出深谷之上， 壁陡峭不可攀。 石上建
有一座高约2米的六角七层密檐式砖
塔。 须弥座塔身的每面雕刻着一头肥
壮的绵羊， 昂首环角、 威武强悍， 构
图十分别致。 此塔建在拔地而起的巨

石之巅， 石下是陡峭的悬崖， 石上宝
塔犹如天外飞来， 游人至此， 无不称
绝， 真乃山中奇景！

观赏了金刚宝塔之后， 便走进瑞
云庵明照洞， 它是借助天然石洞开凿
而成 ， 有五个拱形洞口 。 进入石洞 ，
顿觉清凉。 洞内复有小洞， 小洞之内
又复凿小井。 洞中虽有几分昏暗， 但
却平添了几分神秘之感。

走出石洞， 但见旷地上长有一株
高大的古银杏树， 奇怪的是， 它的根
上又复生出了一棵新树 ， 时至深秋 ，
树叶已近明黄。 徜徉于此， 古寺、 古
塔、 古树， 古意浓浓。

凭吊禅院古塔之后， 便沿山路返
回， 虽然有些疲倦， 而当这满眼的凤
凰岭秋色尽在眼底时， 倦意顿消。 这
难得的金秋山色美景怎容错过？ 于是
沿着崎岖的山道 ， 一边欣赏着山色 ，
一边品味着浓浓的秋意。

在京郊众多的风物景观中， 凤凰
岭并不是特别知名， 但这凤凰岭的秋
色之美却与众不同。 它有着一种回归
本原的宁静与朴素之美， 奇异的山石
与山野的秋叶相映成辉， 满眼的秋之
浓郁色彩， 不愧为 “京西小黄山” 之
美誉， 是寻幽探险、 野游猎奇、 访古
问禅之胜地。 这里的景致和谐而简洁，
安静而从容， 朴实而浓重， 就像一幅
画卷， 绚丽多彩， 令人赏心悦目……

凤凰岭位于北京市海淀
区西北部， 属太行山余脉， 大
西山一隅， 以天然景观和人文
景观相融一体， 汇聚奇山、 怪
石 、 林海 、 神泉 、 古刹之景
观， 享有 “京西小黄山” 之美
誉。 金秋时节， 正是登高赏景
的好时机， 于是欣然前往， 去
领略那秋日的美丽山色……

诱诱人人秋秋色色入入画画来来凤凰岭

新疆：刀郎文化在旅游开发中获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