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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喀什古城，
品新疆的渊远流长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08
2021年
2月20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旅
游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校
对

黄
巍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喀什， 全称 “喀什噶尔 ”， 维吾
尔语意为 “宝玉石集中的地方 ”， 古
称疏勒， “安西四镇” 之一。 城市北
接天山， 东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南
依喀喇昆仑山， 西靠帕米尔高原， 有
着 “五口 （岸 ） 通八国 ， 一路连欧
亚” 的独特地域优势。

数千年来， 作为 “古丝绸之路 ”
上的商埠重镇， 喀什一直拥有东西方
贸易交汇点的地位， 被誉为 “研究古
西域城市的活化石”。 “不到喀什，就不
算到新疆”，这是我八年前就想来的城
市， 终于在2020年金秋时节圆梦了。

乌鲁木齐飞到喀什只需要两个小
时，每天航班架次很多，从早到晚非常
方便。 车开到市中心，就到了目前国内
保存最完整、 具有古西域浓郁风格的
迷宫式城市开放街区———喀什古城。

城门口每天上下午设有两场开城
仪式， 分别在10时30分和18时， 就是
由工作人员装扮成张骞、 阿凡提等与
新疆有关的著名历史人物， 为游客介
绍地域特色和美食； 维吾尔族姑娘和
小伙则身着民族盛装跳起新疆舞， 欢
迎远道而来的各方宾客。 开城仪式是
旅行团必不可少的打卡环节， 如果你
有兴致， 完全可以进入演员队伍， 与
他们一起载歌载舞， 感受新疆人民的
待客热情。

喀什古城有着2100多年历史， 是
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
一。 民居大多为土木、 砖木结构， 不
少传统民居已有上百年历史， 著名电
影 《追风筝的人》 部分镜头就在这里
取景。 最棒的是这里并非人造景区 ，
而是维吾尔族居民的生活区， 游客走
进其中， 能真正观察、 体验到当地人
的日常生活。

艾提尕尔清真寺位于老城中心 ，
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 始建于明代 ，
占地1.68公顷， 在非朝拜的时间段作
为景点对外开放。 艾提尕尔是维吾尔
语， 意为节日活动场所。 清真寺正门
外墙为鹅黄色， 色泽明润， 全寺由大
殿、 教经堂、 院落、 拱北、 宣礼塔和

大门等组成， 以绿色为主色调， 极富
伊斯兰风情。 寺院正门口有一个大型
广场， 是喀什市的地标， 每天都有很
多人在此休憩晒太阳。

整座古城以艾提尕尔清真寺为中
心， 向外作放射状扩展， 十三条主街
和近百条小巷重重叠叠， 东转西绕 ，
曲径通幽 ， 陌生人进入宛如置身迷
宫， 稍不留神就会迷失方向。 这里传
授一个逛古城的小窍门： 注意看脚下
砖纹， 如果是六角形砖， 小巷再窄都
能走出去； 如果是菱形砖， 意味着前
方是死胡同， 赶紧改道。

城墙和建筑物颜色苍黄， 呈现出
历史的厚重感； 民居的门口、 阳台上
则摆放着绿色植物和各式鲜花， 爬山
虎顺着墙壁蜿蜒而上， 轻盈绚烂， 当
地人对花的热爱， 也折射出他们对生
活的态度。 古城里抬眼可见亮眼的细
节布置， 繁复的砖雕保留了当地的建
筑艺术， 就连墙上的变电箱也罩上刻
有漂亮花纹的木箱外壳， 漫不经心中
透出精致的品味 ， 美得好像世外桃
源， 把整座老城打扮得生机盎然。

游客在古城里随意闲逛， 与当地
人不时擦肩而过， 上了年纪的维吾尔
老人三三两两闲坐聊着好时光， 年轻
人忙碌着手上的事， 放学后的小孩子
嬉戏打闹， 走向家的方向。 在语言交
流不算顺畅时， 微笑和眼神就充当起
沟通的桥梁， 消除陌生， 让我们感受
到居民满满的友善。

在小巷深处， 一个年轻的维吾尔
族母亲正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出来晒太
阳，小女孩蹒跚学步，宛如黑葡萄般的

大眼睛里透着对世界的好奇， 实在是
冰雪可爱。 我忍不住驻足，和这位母亲
聊了几句， 然后冒昧地提出合影的请
求，她毫不犹豫地答应，把小女孩的手
放心地交给我这个陌生人。 我兴奋地
蹲下， 牵着小女孩的手冲着相机绽开
灿烂笑容，这份信任真是弥足珍贵。

主路两边是各种店面， 一家特产
店的老板告诉我， 古城里很多店就是
当地居民的自家房产， 一楼开店， 二
楼居住， 因为没有租金， 所以卖的东
西会比外面便宜一些。

按照商品的不同类型， 古城分设
不同的巴扎， 如坎土曼巴扎、 帽子巴
扎、 维药巴扎、 首饰巴扎、 美食巴扎
等， 琳琅满目的店铺全情展现出喀什
人的市井百态。 工匠们坐在店门口 ，
专心致志地制作着手工艺品， 直到有
顾客询问才会抬起头来应答 。 有人
说， 巴扎 （集市） 是喀什古城的灵魂
所在， 让古城充满生机的是巴扎的手
工艺者， 这句话真是毫不夸张。 工匠
们把祖辈的技艺代代传承， 精美的布
置装点了古城美丽的外表， 匠人匠心
让古城永葆活力。

春节期间， 在京的朋友都去哪
里玩儿了？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南
宫温泉休闲度假区节日氛围浓厚，
为市民营造出了一个欢乐祥和、 日
夜红火的节日游园好去处。 记者了
解到， 日渐成为京郊网红打卡地的
南宫五洲植物乐园， 从大年初二开
始直到正月十五， 不仅白天游园项
目丰富多彩， 夜晚更是熠熠生辉，
数千盏各式彩灯点亮了冬日的夜
空， 让游客宛如走在林里 “星海”。

穿梭在北京南宫温泉休闲度假
区的街区和乐园中 ， 只见道路商
铺、 乐园内外， 处处洋溢着祥和喜
庆的过年气氛。 五洲植物乐园内，
原本的亭台水榭、 热带丛林、 爬行
动物、 鹦鹉表演、 游乐器械令大人
孩子流连忘返。 当入夜来临时， 专
为节日增添的花灯牛、 巨型公仔牛
等 “牛 ” 元素 ， 更是让人眼花缭
乱， 目不暇接。 来自花灯之乡自贡
和景区的手艺人们， 用自己的智慧
和双手， 创作出各种花灯作品， 喜
迎牛年新春和元宵佳节。

在景区入口处， 热闹的 “庆丰
收” 花灯组， 欢迎大家牛年福满人
团圆， 阖家共欢乐； 在鹦鹉园门口
的 “明驼送祥瑞” 灯组， 为您送祥
瑞， 冲破雾霭， 乐观前行。 来到南
宫， 你会看到， 园区整体布满了绿
植， 今年更添加了3000余组 “福木
贺春” 灯组， 还有获得上海吉尼斯
纪录的 “鹦鹉之王” 重装亮相。

在五洲植物乐园的科普广场，
游客能玩转牛年新乐趣。 儿童舞龙
舞狮、 汉服穿越， 精彩连连； 老北
京小吃叫卖车旁 ， 糖葫芦 、 棉花
糖、 冻柿子、 关东糖、 驴打滚……
热热闹闹地把老北京过年民俗 “原
景重现”。 从大年初二起直到正月
十五 ， 每天财神游园给大家送福
字， 发红包， 敲鼓祈福。 小朋友可
以体验福禄寿投壶、 欢乐套圈等互
动活动。

据了解， 为了让市民尽享夜游
之乐， 景区将赠送入园游客一盏新
年灯笼 ， 点亮灯笼 ， 祈福牛年好
运。 此外， 红红火火的南瓜马车长
廊， 更是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一派
喜庆的景象。

看彩灯
赏林里
□本报记者 博雅

打卡南宫

星海
著名诗人郭小川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不进天山， 不知新疆如此人强

马壮； 不走南疆， 不知新疆如此天高地广； 不到喀什， 不知新疆如此渊远
流长。” 喀什， 真是南疆的一颗璀璨明珠。

1.机场距市中心10公里， 打车最
快捷， 也可以坐观光巴士2号线进城。
市区打车8元起步。

2.喀什的民族美食品种丰富， 馕
坑烤肉、 烤包子、 烤蛋、 缸子肉、 老
冰山奶油冰淇淋 、 石榴汁等应有尽
有， 包你吃到肚歪。

最有名的夜市在艾提尕尔清真寺
对面的汗巴扎 ， 每天入夜后人头攒
动， 游客到这里能感受浓厚的烟火气
息。

3.新疆时间比北京时间晚2个小
时， 喀什城区昼夜温差大， 备好防晒
霜， 带上保暖长袖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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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