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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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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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平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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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古镇怀古

漫步是与一座城市最好的对话。
从清晨进入云南省博物馆直至闭馆后

被工作人员赶出， 才全然勒住了心灵的奔
涌。 行步中， 文明的震响陡然在目色中升
腾成了梦幻的舞步， 心灵顷刻成为鼓点的
伴奏， 在那阵阵律响中开始追寻起历史的
召唤与波光。 滇国辉煌的青铜文化、 洱海
大理国和南召国的轮转与征伐全在历史的
棱镜中渐而变得澄澈明晰， 时而又会随光
影曳动出一副鲜活的面目， 似乎博物馆里
每一件展品都开始用不可言说的魔力在牵
动我的思绪， 直至为眼前沉寂的历史点亮
一条苏醒的归途。

从地质时代到人类文明微光的闪耀，
再到古代和惊心动魄的近代世界之大变，
时代在演化的号令声中一次次孕育而出，
时而又冲破岁月的襁褓串联成一条新生的
激流。 古时滇人和昆明人血雨腥风的征
伐、 近代颠越铁路的修建、 中法战争、 护
国运动、 西南联大……无数历史的碎片在
眼前飞舞投足， 又与墙上那些老照片互换
了各自的悸动。

云南省博物馆不远处即是著名的官渡
古镇。 古朴的老街在柔和的灯光中缠绵成
一首繁闹的古曲 ， 随后又在那熙攘的行
人、 浴洗在夜色中的金刚塔以及缄默不语
的古老寺庙中相连成一叶心灵的孤舟。 此
时， 寻一家米线店来安抚行步后的困顿，
让遐思在滑入一碗冒着清香的过桥米线中
枕入一场酣然的长梦。 这时你会恍然， 昆
明是一场值得耗光所有美好的热恋， 直至
让心灵在每一条街与每一座建筑斑驳的凝
眸中成为一条跃入网中的鱼， 自此不愿挣
出尘世的束缚。

西南联大， 一抹守望于飘零岁月的学
术之光正在一座牌坊的图腾中召唤着游人
脚步的激涌。 悄然间， 那些定格于墙上的
老照片以及被翻修过的校舍开始随岁月的
返程弥合成苏醒前的长梦， 曾经云集的大
师不再， 历史成了一场不语的仪式， 直至
被一行行文字默然封装， 又在游人的嬉闹
与走马观花的朝圣中渐远了身影。

出云南师大， 行步不久后可抵云南大
学。 那缀满法式韵味的会泽院， 曾是云南
贡院的东陆书院以及藏在角落里摘取星光
的清朝云南省第一天文点， 都不觉间在目
光的巡礼中如符号般相连成一道道历史的
密语， 时而又会让心灵在浸润中直抵最好
的相遇。 随后离开云南大学， 往云南第一
所军事院校陆军讲武学校行步。 一路上，
林立在街道两旁的众多名人故居开始勾连
出昆明最为浓郁的人文气息， 似让心灵在
行步中历经了一场长谈的洗礼。 步入云南
陆军讲武学校， 这朵在我游览云南省博物
馆时种于心灵的棕黄玫瑰， 瞬间让我开始
如一位走入百年前训练场的士兵， 踏着心
灵的奔腾， 欲与岁月来一番竞速。

昆明 ， 爱不完的是它岁月幽香的弥
散， 是目光对每一座建筑与街道的轻抚，
是抛却一切杂念后只为生活恣意的留足。

诸葛亮曾在汉中勉县屯兵征战
多年， 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诸葛
古镇利用各种表现手法， 把那些尘
封已久的传奇故事， 生动地再现了
出来。 到过诸葛古镇的人， 印象最
深的莫过于 “草船借箭” “铁索连
船” 等场景的展现。 无论是在史书
中， 或是在现代影视作品里， 这两
个片断都堪称经典， 可以说， 这两
段历史， 是赤壁之战的伏笔， 也是
赤壁之战的关键， 可谓是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当年， 诸葛亮利用大雾，
巧设疑兵， 使得不习水战的曹军不
敢轻易出战， 在蜀军激烈的进军声
中， 将一支支利箭射向了蜀军战船
的草人之上。 这一妙计， 使得孙刘
联军没有花费多大周折 ， 便 “借 ”
得了十万支箭， 解决了孙刘联军战
略物资短缺的矛盾。 从武侯祠后门
的高台上放眼望去 ， “草船借箭 ”
的恢弘场面尽收眼底。 只见一排排

战船上立满了草人， 草人全身扎满
了箭支， 让人有穿越古今， 亲临战
场之感。 另一边， 一只只战船之间
连着铁索， 并铺上了木板， 把一条
条独立的战船连成了一个整体， 行
走起来如履平地。 这一场景， 再现
的是当年庞统献上的 “铁索连船 ”
之计。 此计表面上帮助曹军解决了
不习水战的问题， 实际却帮助孙刘
联军圆满地完成了火攻大计， 使得
八十余万曹军无法脱身 ， 落得个
“灰飞烟灭” 的下场。 这两个历史场
景的再现， 无疑是诸葛古镇出彩的

地方。
在诸葛古镇， 雕塑景观有很多，

这些景观紧扣主题， 集中展示了三
国时期的人物和事件 。 雕塑景观中
最生动形象的当数 “三顾茅庐” 了，
简陋古朴的柴门前， 刘备身子前倾，
虔诚地向柴门里的童子问话。 他的
身后， 站着威风凛凛的关云长和张
翼德， 二人不满的神情与刘备的满
脸谦恭，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很符
合原著中对人物的塑造 。 柴门内 ，
小桥玲珑 ， 茅庐古雅 。 游人至此 ，
都要过小桥， 进茅庐， 现场体验一
番 。 有喜欢刘备的 ， 便和 “刘备 ”
合影； 崇拜 “关张” 的， 就和 “关
张” 对视， 这无不反映出人们对刘
关张三人的崇敬之情。

古镇里 ， 天下武侯祠展览馆 、
冷兵器博物馆、 郡丞府、 相府等建
筑， 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三国时期
的历史文化。 喜欢兵器的人可算来
对了地方， 冷兵器博物馆内， 不仅
介绍了中国传统的十八般武艺和世
界十大冷兵器， 还重点展示和系统
介绍了人们熟知的三国人物和兵器，
让游人通过了解人物和兵器， 对这
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古镇上的烟火气
息。 这里不像某些古镇， 为了保护
古迹禁令百出， 致使古镇人迹罕至、
死气沉沉。 也不像旅游发达地区那
样人流如潮， 商业气息浓重。 古镇
的街道上， 没有机动车辆出入， 完
全就是一幅市井图。 古街上的铺子
都开着， 大都经营着汉中当地的土
特产品或一些文创产品 。 在安静的
街道上， 经营者大都很闲适， 要么
玩着手机， 要么晒着太阳， 要么谝
着闲传。 游客或漫步， 或自拍， 或
逛吃， 或购物， 尽情地享受古镇的
悠闲时光。

闲逛至一城门，抬头一看，门楼
上“西城”二字格外醒目，不禁想起了
人人皆知的“空城计”。 同行者还摇头
晃脑地唱起了京剧：“我正在城楼观
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喜欢三国文化的人， 诸葛古镇无疑是不容错过的旅游目的地了。
诸葛古镇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勉县108国道旁， 与勉县诸葛武侯祠一墙之

隔， 与定军山南麓相望， 与武侯墓、 马超墓、 古阳平关等景点相邻。 古镇集
三国文化、 旅游休闲、 民俗体验为一体， 以诸葛亮的生平为线索， 通过场景
再现、 雕塑景观、 博物馆、 实景演出等表现形式， 展现了诸葛亮忠贯云霄的
一生。

游弋于尘世的鱼
在 做一尾昆明
□曾龙

■走访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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