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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西域名山焉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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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焉支山游玩， 交通已十分
便利， 从陇海铁路兰新线坐火车
便直达山丹县城， 汽车径直向城
东南40公里便可到达焉支山。 蓝
蓝的天空， 暖暖的阳光， 当美丽
的焉支山渐渐逼近时 ， 两千多年
的历史画卷迎面而来， 仿佛一伸
手便能触碰到。

导游告诉我们， 整个焉支山
区域重峦叠嶂， 丛林密布， 南北
宽20公里， 东西长34公里， 海拔
2919米， 主峰毛帽山高3978米。

在焉支山公园入口处， 我们
看到山岩上镌刻一行大字： “亡
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
我焉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元
狩二年 （公元121年）， 汉武帝下
令征讨匈奴， 年仅18岁的骠骑将
军霍去病率万余大军直抵焉支山
下， 几番鏖战逐匈奴于大漠之北，
匈奴失此山乃歌曰： “亡我祁连
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
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焉支山是祁连山的一个支脉，
绵延七十多公里， 境内积蓄着许
多名贵动植物， 是我国著名的自
然风景区 。 奇异的地形和植被 ，
使这个山区的自然景色秀丽壮观，
几百座大大小小的石林奇峰耸立
其间 ， 形态各异 ， 有的像龙腾 ，
有的像虎跃， 有的像马奔， 有的
像熊伏……

导游说， 焉支山峰拔地而起，
悬崖峭壁直插云霄 ， 岩如斧削 、
壁如林立。 四周山壑纵横， 怪石
嶙峋， 石涧溪流潺潺， 如鸣环佩，
崖峰松柏苍翠， 碧绿欲滴。 谷底
绿树藤蔓， 参差披拂。 春季各种
花卉盛开， 姹紫嫣红。 夏季， 苍
松翠柏 ， 郁郁葱葱 ， 山花烂漫 ，
五彩缤纷。 清风拂面， 鸟语花香，
令人心旷神怡。 每逢雨后， 森林
中遍地是一丛丛、 一朵朵的林菇，
个大者 ， 单株如掌 ， 极易采摘 。
秋日， 在悬崖峭壁上盛开的山丹
丹花红艳艳一片， 竞相怒放， 争
奇斗妍 。 晓日初升 ， 云蒸霞蔚 ，
丛雾飘渺， 气象万千。 严冬， 万
里雪飘， 银装素裹， 一派北国风
光 。 这里日均气温20.3℃， 气候
凉爽湿润， 景色秀丽迷人， 有西
北 “小黄山” 之称。

焉支山有 “世博圣地 、 国博
故里”之称。 隋大业5年（公元609
年），隋炀帝西行，登此山谒见西域
27国使臣，在张掖举行 “万国博览
会 ” 。 而 历 代 文 人 墨 客 和 史 学
家笔下曾对焉支山有过不少的赞
喻。 李白 《幽州胡马客歌》： “虽
居焉支山， 不道朔雪寒， 妇女马
上笑， 颜如赪玉盘， 翻飞射鸟兽，
花月醉雕鞍。” 唐朝韦应物的 《调
笑令》： “胡马， 胡马， 远放焉支
山下。 跑沙跑雪独嘶， 东望西望

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在焉支山里有座钟山寺 ， 是

唐朝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为山神宁
济公建造的 。 唐玄宗天宝年间
（公元742－755年） 封焉支山神为
宁济公， 于是， 哥舒翰在焉支山
修建了 “宁济公祠”。 寺庙红楼殿
堂， 平台亭阁， 森林相衬， 香烟
袅袅 。 李白写给哥舒翰一首诗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 坐令鼻
息吹虹霓。 君不能学哥舒， 横行
青海带夜刀， 西屠石堡取紫袍。”

两千多年前， 焉支山就以天
下名山载入史册， 是因为它不仅
山势险要， 景色宜人， 而且与历
史上诸多游牧民族、 历史事件、历
史人物、名胜古迹有着相依相存的
关系。 这几年，随着各地游客纷至
沓来 ，焉支山已被辟为甘肃省森
林公园，一年四季，游人如织。而每
年农历六月初六，当地的人们扶老
携幼、全家朝山观景。 此时的焉支
山， 更加热闹非凡……游人们在
林中、在草地、在溪边席地而坐，或
谈古论今，或举杯高歌。 更有那文
人骚客， 吟的是古丝绸道上的秦
时明月汉时关。 登山远眺， 放眼
祁连山， 遥想起当年霍去病大战
匈奴， 隋炀帝见西域众使臣， 令
人感慨万端。

虽然这历史的岁月早已逝去，
但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按照行程安排， 在湖南省凤凰古城游览
之后， 便前往湘西著名景区张家界旅游。

旅游车驶出凤凰古城后便上了209国道，
一路向东北方向而行， 过了湘西州首府吉首
市，就走上352国道，很快便驶入古丈县境内。

“地导” 小杨是一位湘西姑娘， 她告诉
大家： 古丈县坐落于湖南西部、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中部偏东， 素有 “名茶之乡” 和
“歌舞之乡” 的美誉， 尤以 “古丈毛尖” 最
为知名。 在古丈， 茶和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
的， 到处可寻， 随时可遇。 一喝起茶来， 便
亮起了歌喉， 深情地唱上一曲， 无不令人陶
醉。 说着， 她便唱了起来： “客到茶乡莫想
走/茶乡风情品不够/杯杯毛尖浓似酒/爽性
留在青山谷 !” 她的歌声优美而动听， 一行
人不由得鼓起掌来。

不经意间， 车子驶入一座茶园， 只见山
坡之上长满了茶树， 郁郁葱葱。 待车子停下
后， 我们便被请入一个名为 “古丈茶韵” 的
茶室。 刚一落座， 几个身着苗族服饰的姑娘
就把一杯杯飘着清香的热茶送到我们面前，
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一品 “古丈毛尖 ” 的味
道。 顷刻间， 茶室内便茶香弥漫。 我端起一
杯， 轻轻地品上几口， 顿觉茗香四溢， 清淡
中有一丝丝甘甜， 别有韵味。

品茶之时， 一位姑娘便向我们介绍起古
丈毛尖的历史。 她言道： “古丈茶文化源远
流长， 种茶的历史已近两千年。 最早文字记
载见于东汉的 《桐君录》， 而 《荆州土地记》
则称 ： ‘武陵七县通出茶 ， 最好 ’。 唐代
《通典》也记载：‘溪州等地均有茶芽入贡。’唐
代溪州范围包括今日湘西的永顺、 保靖、龙
山、 古丈等县。 由此可见， 古丈茶在唐代就
已被列为皇家贡品了。 我们古丈毛尖， 属绿
茶类， 因地得名。 独特的生长环境和加工工
艺， 造就了古丈毛尖的独特品质。 它选用优
质的幼嫩芽叶， 经精细加工制作而成， 具有
紧直多毫、 色泽翠绿、 嫩香高悦、 滋味醇爽
等特点， 由此被誉为 ‘绿茶之珍品’。”

她还向我们介绍了 “古丈毛尖” 的加工
工艺， 分为摊青、 杀青、 初揉、 炒二青、 复
揉、 炒三青、 做条、 提毫收锅等八道工序，
俗称 “八道茶”。 正是制茶工艺的精湛， 所
以 “古丈毛尖” 具有锋苗挺秀， 香气高悦，
滋味甘醇， 叶底嫩匀， 回味悠长， 尤耐冲泡
的特点， 还有清心明目、 提神醒脑之功效。

这位姑娘刚把 “古丈毛尖” 介绍完了，
便想起了悠扬的乐曲， 几位苗族妹子走上前
来， 放开溪水般清澈亮丽的嗓子唱起了 《古
丈茶歌》： “春风吹绿万座山/茶树吐芽露笑
颜/无边茶海铺绿毯/碧波香飘醉心甜。” 一
曲唱罢， 又是一曲： “一路春风一路歌/茶
乡处处飘茶歌/阿哥阿妹来唱歌/醉倒客人是
茶歌。” 曼妙的苗族舞姿， 香醇的 “古丈毛
尖”， 口齿间溢满茗香， 令人心旷神怡。

伴着优美的乐曲， 两位姑娘将一筒筒、
一袋袋包装精美的 “古丈毛尖”， 送到大家
面前 ， 请游客随意挑选 。 一行人争相选
购 ， 要把这浓浓的茶香带回去， 与亲朋好
友分享。

古丈茶韵

在人们的印象中， 西部
大漠 ， 戈壁沙滩 ， 沙尘滚
滚， 茫茫无际， 其实不然。
在位于甘肃省古丝绸之路、
河西走廊中段的张掖市山丹
县境内， 有一座有着两千多
年历史的文化名山———焉支
山， 登高望远， 山上林海松
涛， 碧波无际。 前不久， 我
和家人去了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