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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走玉璧古道，体验马帮之路 

    （TLC 学术分队 供稿）现在提及腾冲，人们首先想

起的是中国第一魅力名镇——和顺，或者火山热海风景

区，然而在古代，腾冲则因其是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

站而成为了商旅之人的聚集区，那时，为贸易为而生的

道路才是关注的焦点。 

    为切身感受南丝绸之路，学术小分队前往考察玉璧

坡古道石板路。它位于腾冲坝子东山玉璧坡上，为古代

保山至腾冲官营驿道的主要

路段之一。驿道形成于元代，

清代嘉庆年间由腾越厅同知

伊里布组织过大规模扩修铺

设。古道东起芹菜塘西 2公里

玉璧山顶，向西沿山梁曲折而

下，至腾冲坝边玉璧村止，总

长约 6 公里。路面均以石块铺筑，一般宽约 2 米，路基

内侧有人工开凿的排水沟道。至山脚玉璧村后一段加宽

至 3米以上，并在中间用条石铺设路轴，以利人马通行，

规模颇为宏阔。 

    怀着期待，分队成员在小雨中乘车前往玉璧古道，

待到达后，发现政府保护古道的石碑已经被杂草掩埋，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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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锄头锄去杂草，队员才在石碑前完成了合影。石碑旁

的排水沟道还发挥着她的作用，雨水正在其中潺潺奔流，

与它作伴。然而，曾经繁华的古道，却不知已经落寞了

多少年。 

    等到雨停后，跟着向导，沿着崎岖湿滑的古道，拄

着就地拾取的树枝，队员们排成一队向上攀登，陡峭的

地方还需要队员之间的拉扶。尽管走路非常小心，还是

有一位队员在山路上滑倒。此时队长让没有体力的队员

先下山，其余队员继续攀登。在将食物与饮用水进行交

接后学术小分队兵分两路。 

    待行至半山腰时，一名背着巨大红色背包的外国人

从后面超越了队伍，队员们都对这名外国人感到好奇，

一位队员追上去用英语表达了想要采访的意愿，发现该

外国人并不擅长英语，反而会一点点中文，他拒绝了接

受采访的要求，甚至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国籍。但他还是

友好地用中文及手势告知我们小心路滑，小心蛇类，山

上有眼镜蛇，但是没有老虎。虽然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

的前来这人迹罕至的山林，但大家交流的氛围还算融洽。

这条曾经链接中缅沟通贸易的古道，又一次见证了不同

国籍人民间的友谊。希望这能让它在逐渐地没落中感到

一丝安慰。 

    感谢过外国友人的提醒后，大家提高了警惕。队员

们在之后的路途中没有碰到蛇，但攀登过程中一直走在

前面的向导曾在远处要求大家停下来，当时大家都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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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发生了什么，事后向导才告知我们他见到了一条一米

多长的黑色毒蛇。为了不吓到我们才让我们停下。 

    山中的天气变幻莫测，后半段的攀登途中又下起了

大雨，大家在一座山神庙中避雨，待雨小了一点便继续

前行。之后又碰到几次因小型泥石而倾倒的树木阻拦的

道路。多重困难都未能阻拦小分队的脚步。细心地队员

还发现了古道上因多次踩踏而形成的马蹄印，以及古道

边专门储蓄山泉供商人马匹饮水的地方。古道虽然失去

了往昔的繁华，但深深的马蹄印却记录着这一切，向后

人诉说这里发生的故事。 

    当大家到达山顶后，发现山顶是一个巨大的牧场，

与山林中的景色完全不同，水牛在高山湖泊里看雨水击

出的涟漪，黄牛在大雨中安静地站立，牧牛的老者静静

地坐在雨中，不知是在看牛，还是在看雨，或者是在思

考自己的一生。这古道上的石头是无数劳动人民实现生

命价值的见证者，而此时，其中的一块儿正在牧牛老者

的屁股下，看这山，这雨，这天空。也许它看烦了人生

的起起伏伏，却没有看倦这自然美景。 

    山的南面有许多朝南的坟墓，山的南方正是腾冲县

城的方向，先人的英魂正与这古道一起保佑着腾冲的发

展。 

    山路的攀登实属不易，不难想象古时的商人进行贸

易所面临的困难。而行路的困难又反映修路的困难，在

平均海拔 2000m 高原山地用原始工具修出一条官道，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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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至今仍能使用配套的排水与饮水设施，其中的艰险可

想而知。而愿意冒着如此的艰险去修路，去选古代择备

受轻视的商业，又可见当地人民的生存压力之大。在此

重压之下，腾冲人民没有选择沦为流寇，而是依靠自己

的劳动获得收入，并且在外出经商的时候没有迁居他乡，

而是把财富用于建设自己的家乡。著名的侨乡——和顺

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古腾冲人的这些精神值得尊崇。 

    如今腾冲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一站，县城

中正在大搞建设，几乎要把所有的道路翻修一遍，而在

暴雨天，县城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雨水积淹的情况。当

新路取代了老路，古人的修路态度却不该被取代 。认真、

细致、负责等态度应被继续传承。道路是一座城市血液

流动的脉络，应受到高度的重视。身为南丝绸之路上连

接中国与印度的纽带，腾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良好

的道路状况，正是腾冲在将来发挥其作用的基础保障。 

    古丝绸之路让腾冲受益良多，希望腾冲抓住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发展成为祖国西南部的一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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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文化中解读四川文化形象 

  （“天府茶探”团队 供稿 ）随着实践的深入，天

府茶探团队对本次实践的兴趣也愈发浓烈。在品味四川

茶文化的同时，也逐渐深刻的感受到茶文化对当地百姓

生活的重要影响。 

    文殊院作为本次实践的尾声，也被我们寄予了很大

的期待。那是一座古老的寺

院，坐落在成都的闹市区。

充满古意的建筑隐居在高

大的楼群之中，带给了这座

城市宁静祥和的气息。作为

成都最富盛名的寺院之一，这里也有着成都口碑最佳的

盖碗茶，四川人俗称“坝坝茶”。团队一致认为，这里

是探寻四川盖碗茶文化的最佳目的地。 

    行走于茶馆中间，茶桌多由黑色的大理石砌成，一

把大伞为每桌作为提供阴凉，围绕在石桌周围的则是传

统的竹椅。茶客们闲适地靠在竹椅上，摆着龙门阵。来

到前台，根据店员的推荐，点了三碗“碧潭飘雪”。经

过茶博士的介绍，这款茶主要由竹叶青茶叶和茉莉花搭

配组成。倒入热水后，竹叶青茶叶会沉在茶碗底部，而

实践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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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则会漂在上面，下绿上白，故此得名“碧潭飘

雪”。融合了竹叶青茶的馥郁与茉莉花茶的清甜。越泡

越有味道，百喝不厌。 

    后来经过我们的采访了解，原来像“碧潭飘雪”这

样由多种原料搭配合成的茶品在成都茶馆中占据了很重

要的位置。因为这样配制出的茶口感更加丰富，汤色也

会更加美观。而且香园茶馆还会根据不同的节气，运用

不同的原料配置茶品，以起到养生的效果。配茶室里有

一本小册子，上面是经毛笔手写的各个节气所对应的茶

叶所需的原料，茉莉、玫瑰、罗汉果、、等等。 

    茶馆中还有专门的茶艺馆，定期会有茶艺表演。各

式各样的茶壶映入眼帘，古代的长条式茶案横卧于正厅，

各式各样精致的茶具整齐的列于茶案。四周挂着四川当

地书法家的作品。漫步其中，对茶艺的敬意从内心油然

而生。 位于茶馆一侧的抄经室也是香园茶馆的一大特

色。作为佛教名寺文殊院的一部分，茶馆也蕴含着佛教

的烙印。抄经室位于一条木质长廊之中，低矮的长条木

案依次列于长廊，人们跪坐于蒲垫之上，静心抄经。而

位于香园阁楼中的素斋馆则更加带有佛教特色。茶客们

在品茶过后，可以在这里品尝精美的素斋。 

    通过在文殊院香园茶馆的体验，我们团队对四川茶

文化跟多了一层认识。其实茶文化并不是世俗文化的专

有名词，它同样可以和宗教结合起来，使人静心、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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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梦想，勇往直前 

——贸大创业学姐专访 

 （青春纪念手册 供稿）8 月 22 日晚，青春纪念手

册实践团队来到位于贸大东门外的馍馍哒，对其创办者、

大学生创业者张敏女士进行了采访。张女士与我们分享

了她的创业经历，并对当下的大学生创业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这次采访给我们在大学生创业方面带来了很多启

发。 

    馍馍哒是一家以经营西北风味面食为主的餐饮类店

铺，创办者张敏女士是我校 2009 级外语学院学姐。目前，

馍馍哒已经成为了广大贸大学生饮食的重要选择之一。 

    一进店门，我们便被店内简洁而温馨的陈设吸引住

了。据张女士介绍，这些陈设都是她精心挑选的，店内

的一些手绘装饰也是她亲手

绘制的，可见她的细致用心。

张女士热情接待了我们，我

们的采访正式开始。 

    谈及创业的初衷，张女

士表示，她是一位热爱美食的西北人，她很希望把自己

家乡的特色美食分享给大家。张女士在大学期间已经形

成了创业的初步想法，毕业后，她又实地考察了很多餐

饮店铺，了解其经营模式。在一番策划和准备后，张女

士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张女士坦言，在创业初期，由于自己经验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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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如菜品受众度较小、宣传不到位之类问题，这些

问题也给店铺的经营带来了一些挑战。在事业最低沉的

时候，张女士曾经想过要放弃继续创业，但是，她推广

家乡特色美食的梦想使她坚定了自己创业的决心，她不

想随意放弃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最终，张女士没有轻

言放弃。她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并积极应对，找出解决

方案，继续坚持着自己热爱的事业。 

    对于目前参与度越来越高的大学生创业，张女士也

提出了自己作为一个大学生创业者的看法。她认为，“创

业”看起来非常光鲜亮丽，但是想要成功，就必须付出

超乎寻常的努力。很多大学生都有非常美好的创业想法，

比如开分店、获取高额收益等等。然而实际上，创业并

不是只有美好的一面，那些创业成功者都有着不为我们

所知的艰辛历程。张女士表示，如果选择了创业，就必

须坚持下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退缩、放弃，一

定要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对张女士的采访加深了我们对大学生创业的理解。

张女士坚守梦想、勇往直前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这将成为我们未来创业之路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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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苏州 

——探寻苏州古老文化艺术积淀 

    （长三角包邮小队 供稿）2016 年 8月 10日，此次

社会实践，我们前往被誉为园林之城的江苏苏州市。实

践第一天，我们首先来到的是中国昆曲博物馆。 

    中国昆曲博物馆坐落于昆曲的发祥地江苏省苏州市

古城区平江路张家巷全晋会馆内。根据我们询问工作人

员和前期了解，了解到昆曲博物馆是经国家文化部和江

苏省人民政府立项批准，

于 2003年 11月正式挂牌

对外免费开放。中国昆曲

博物馆以抢救、保护、传

承、弘扬古老的昆曲艺术为宗旨，以展演、陈列、收藏、

研究、传承为主要工作内容，每星期有昆曲星期专场演

出。 

    我们进入博物馆以后映入眼帘的古戏台，古戏台是

观看古戏台演出的最佳地方。据工作人员说，就是全晋

会馆以前的戏台，人们可以坐在走廊里，或者天井里，

一边喝茶一边看戏。两厢墙上挂有昆曲文木雕、砖雕等，

既是陈列，又是装饰，两厢用竹廉隔成开放式包厢，观

行间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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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与游客既在此观看昆曲表演，亦可休闲品茶。古戏台

内的凳子均是由古色古香的木料制成，看起来极其雅致，

给了欣赏昆曲的观众极其享受之感。 

    离开古戏台，我们走到了作品厅，这里有相当多的

昆曲的脚本和资料。中国昆曲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昆曲的

演出脚本，听管理员说包括木刻、石印本、抄本以及数

以百计的昆曲艺人抄本，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该展

厅展示了馆藏珍贵脚本，通过脚本剧本介绍了昆曲史著

名的作家。目前许多小微企业和文创企业参与了关于昆

曲弘扬和传承的一些工作，据工作人员介绍，许多企业

的资金投入使得昆曲的发展更加多样化，也使得更多的

人参与到昆曲当中来。 

    离开昆曲博物馆，我们来到的是评弹博物馆。相比

昆曲博物馆，评弹博物馆的内容没有那么丰富，但也不

乏其独有的特色。 

    苏州评弹博物馆位于苏州市平江路中张家巷，建筑

面积 839 平方米。馆内藏有评弹各类珍贵历史资料 1.2

万余件，据说有各种评弹孤本、脚本几百部。值得一提

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女士捐

赠了陈云生前珍藏的评弹音像资料 560 多盘，为评弹博

物馆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评弹博物馆的门口就

立着一个平面图的架子，该馆共分三进院落，门厅展区

总体介绍评弹概况及参观路线；二进大厅以清代形式设

立书场，定期表演评弹书目；三进大厅介绍评弹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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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著名评弹艺人和文史资料等。 

    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该馆的设计理念是贴近民众，

雅俗共赏。在重点展示评弹历史发展全貌和名家流派表

演特色的同时，利用高科技手段体现评弹艺术的历史演

出场景和行业习俗。根据我们的直观感受，感受到中国

评谈博物馆与昆曲博物馆的典雅风格形成一种鲜明的艺

术对比，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层面。 

    离开两个博物馆，我们感觉受益匪浅，也感受到了

这两座博物馆的活力。昆曲和评谈作为中华文化的璀璨

精华，我们相信它们在企业和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下一定

能得到发展和传承。我们也期待未来中华民族的宝贵的

文化遗产将会赢得更多国人的喜爱。 

 

 

探白瓷史话，寻文创真 

——记访德化陶瓷博物馆、卓越陶瓷有限公司 

    （醉美闽瓷 供稿）8月 20日，进入实践的第三天，

“醉美闽瓷”小组一行人来到了有着“世界陶瓷之都”

之称的德化县，德化制瓷历史悠久，其白瓷做工精良，

在世界上享有“中国白”的美誉。在驱车前往德化陶瓷

博物馆时，司机叔叔在听闻我们是专程来学习德化瓷的

历史演变、生产过程、胎釉特点等从而设计代表福建的

文创产品后，十分热情的给我们介绍了德化瓷最独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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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便在于其“白如雪，润如玉，透如绢”，在陶瓷体系

中自成一派；在快到达博物馆时又细心嘱咐我们在买德

化瓷时一定要注意从声音，颜色等方面多加辨识；进入

博物馆后马上又有相应

的工作人员引导我们参

观并耐心的为我们实时

解说，回答我们的问题；

下午在陶瓷街门店采访

时店长姐姐也给予了我

们充分的讲解与支持，足以见德化县民风淳朴善良，人

民热情好客。 

    德化陶瓷博物馆位于唐寨山森林公园内，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展品陈列以历史发展为主线，系统地表现德

化县古今瓷器的发展面貌和伟大成就，分为“水土宜瓷、

千年窑烟”、“宋元瓷器、崭露头角”、“明代白瓷、

独树一帜”、“清代青花、诗情画意”、“海丝瓷路、

蜚声宇内”、“民国瓷器、承袭传统”、“瓷国明珠、

百花齐放”七个单元。在德化陶瓷博物馆里，我们学习

到一个瓷器的生产过程需要经历瓷土开采、瓷泥加工、

制坯成型、坯体干燥、装窑烧成五个过程方能成型；进

而又了解到德化瓷的主要烧制工艺分为正烧、叠烧、覆

烧、支烧。博物馆通过一个个做工精美的人物雕像、香

炉、烛台等日常陈设供器完整地展示了德化陶瓷生产工

艺艺术特色、贸易状况及其人文内涵，阐明了德化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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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位和作用，反映了瓷都人民勤劳智慧和开拓创新

精神。 

    下午时，我们来到德化陶瓷街的卓越陶瓷有限公司

门店访谈调研，店长专业细致的为我们讲解了德化瓷相

对中国诸多窑口生产的瓷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面

向海外，德化窑的工匠们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十分注意

吸引外来文化，研究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不断对产品的釉色、造型、装饰进行设计，使之尽量投

合消费者的爱好和要求，因此其产品始终得以在国际市

场上销路大开。正是由于赢得了如此广阔的销售市场，

从而又推动了德化窑瓷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店长又向我

们介绍道现代白瓷艺术品已经进入时尚化、多元化的发

展阶段，他们的公司发展也更致力于满足客户需求，实

现个性化定制陶瓷需求。店长还特别为我们介绍判定真

伪德化瓷器的一个重要方法即在仰光透视观察时，不管

其厚薄，迎光或灯光透视全部均应透光，如不透光就是

赝品。 

    在这次实践中我们也明白了文创产品应该是“日用

品”而不是“摆件”，市场需要更多接地气的文创产品。

这也启发我们在我们的设计中应该尝试着把福建的本土

文化元素掰开来，在寻找到可挖掘的文化元素后，由内

而外地去放大这个元素的一点来做文章，并对每个点进

行延伸，甚至可以把手机 APP客户端也拉到自己的文化

创意里面，融入电商思维。以此更好地发挥文创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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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和功能性。 

    德化瓷见证了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繁荣，见证了中

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地位。被评价为“中国瓷器

之上品”，更在国际上享有“东方艺术”之声誉。我们

的实践成果也将选用德化白瓷这一享有“中国白”地位

的丝路元素作为文创产品载体，多元运用佛教、安溪茶

叶、福州寿山石等福建代表元素打造属于“清新福建”

的文创产品，以此宣传福建当地历史文化，注入传统丝

路地新鲜文化气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走进闽台古镇 

    （仲厦织梦 供稿）今天是仲厦织梦团队在厦门进行

实践的第六天，经过前几天的走访和考察，我们已对我

们自己要设计的文创产品有了更为清晰的思路。为了使

产品的设计理念更加贴合“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和“一带一路”的主题，我们按照预定的行程在今天去

了闽台古镇，寻找一些历史的结晶和更多的设计元素。 

    闽台古镇分城内和城外，其中城内就是大名鼎鼎的

“霞城”，在清康熙元年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将军在

海滩上修建而成。古城池占地面积有 50亩，是椭圆形的，

东西南北设立了四座城门，且城门边分别设置了观音庙、

王爷庙、玄天上帝庙和城隍庙四座古庙护卫城池。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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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闽南原有的民俗文化，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致力

于霞城原有的历史底蕴，2012年初由政府牵头，台商投

资，共同开发了有闽台两岸民俗特色的古镇，故命名为

闽台古镇。闽台古镇是政府颁发的第一个对台两岸交流

基地。 

    今天出门较早，太阳还尚被蒙在晨雾中朦朦胧胧，

一段时间后，我们一行人乘车抵达闽台古镇城外。城外

是一个比较新的建筑群，而古建筑多在城内。我们一行

人陆续浏览了其主要景点：功德牌坊、霞城城隍庙、白

蛇乐堂、霞城电影院。古

镇街道很干净，路旁的建

筑风格简约大气又不失精

致的细节，部分古建因为

历史久远以及保护不当已

经被破坏，但仍能从仅存的古建筑中感受到当年将军的

决心与人民对家园的爱。村外的田野间，有河流蜿蜒流

过，绿树葱茏，蜂蝶翩飞，一派安宁祥和。 

    在游览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景点，第一是霞

城城隍庙，导游介绍说这座城隍庙是台湾台北霞海城隍

庙的祖庙，也是台湾台北、屏东等地大多数城隍庙的源

头，代表着闽台文化的一脉相承。每年农历 11月 22 号

均会举行大型的庙会节。第二个是白蛇乐堂。由于福建

省的简称“闽”,门有“虫”，“虫”在古代指的就是

“蛇”，所以古闽越地区就是以“蛇”为图腾，闽台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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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里厦门唯一留存古城门“拱辰门”的护城庙上也还保

留着“白娘子传奇”的故事画，“白娘子”与“小青姑

娘”刻画得栩栩如生，可见蛇图腾在闽台民众的内心世

界的重要地位。 

    参观古镇中，还能体会到闽台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

闽台民俗是中华文化一体多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闽台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在共同的文化精神基

础上共同创造的，并具有了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除了

城隍庙庙会，我们还了解了闽南地区特有的饼文化外延

的一种民俗活动——“博饼”。博饼是在中秋节时用于

娱乐的一种游戏，用六粒骰子投掷结果组合来决定参与

者的奖品。传统的奖品为大小不同的月饼，专有名为会

饼，相传这种游戏可以预测人未来一年内的运气。《福

建风物志》记载：在厦门、漳州、泉州、金门一带，中

秋节有“夺状元饼”的习俗。 

    我们的队员都对这项特殊的民俗产生了极大地兴

趣。优秀的素材总是能激发好的灵感，大家都想把这项

民俗活动体现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中，一方面有历史传承，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闽台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又能使产品

兼具观赏性和娱乐性。我们围坐在村中那棵巨大的古树

下，激烈的讨论着，最终一名同学提出把博饼规则与套

杯结合起来的创意令大家纷纷赞许，这就是我们设计的

其中一项文创产品的形成过程。 

    时间已至傍晚，我们告别古镇，返回市区内的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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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步行在海边栈道上，海风清爽，眺望对岸的灯光，

听着路旁酒吧的慢摇，我们文创产品的几种方案与细节

也渐渐成形。大家的创意无穷无尽，思想的火花激烈碰

撞。伴随着漫天星空与粼粼大海，我们的仲夏之梦越来

越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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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支教小分队: 志愿者们的公开课再次开始。志愿者

们在熟悉了华山中学的情况之后，与学生间的互动逐渐

增多，课堂氛围良好。志愿者们同时根据不同的班级层

次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使

学生能够有效地了解和学习

志愿者们所带来的新资讯和

学习方法。部分学生还会在

公开课结束后，主动向志愿

者提问。 

 

@春光灿烂闪电豹子：曾有人说，阳光使人失真，阳光好

似模糊了时间的界限，我们好似穿越回了七八十年代，

是阮玲玉在袅袅婷婷，还

是张爱玲在款款而来。很

少有时间有机会安静下来

体验中华之美的我们，觉

得自己被同化了，化为那个自主清丽的女性。我们组美

美的 PYR同学～试穿采访齐上阵！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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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蚂蚁车协远征队：大理古城里不仅有漂亮的洱海，

美味的傣族手抓饭，还有好多帅气美丽的歪果仁哦～这

些帅哥美女们不仅配合我们

的问卷调查，对我们的扎染

布也是赞誉有加呀！果然长

得好看的人做什么都让我们

开心～ 

 

@ uibe 琴韵鹭岛实践团：上午实践队群策群力完善了访

谈问题。带着这些问题，下午

小队去了一家厦门当地的贸易

公司调研。叔叔非常热情地接

待了我们。从普遍的行业内竞

争的不公平，到企业在当今社

会的尴尬地位，再到这家贸易公司具体的投融资问题，

叔叔非常耐心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收获颇丰。 

 

@猴年要做瘦猴子：41度的西

安热下我们的西天取经小队，

第一站钟楼参观。下午在大唐

西市博物馆的参观及馆长采访

中，真正体会到了西市，这一

重要的一带一路组成部分的深远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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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大理之初印象 

    （云南小分队 供稿）八月。大理。     

    聆听一曲七彩云南，邂逅一场风花雪月。 

    如期而至的时刻表，不紧不慢的把我们带入了云南

的节奏。虽然旅途遥远，几经周折，但踏出车厢的一刹

那，所有的阴霾一扫而空，剩下的便是满心欢喜，和对

接下来一周的实践活动浓浓的期待。 

    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的今天，在中国文化影响力日

益扩大的今天，云南，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带着问题和思考，就这样，我们上路了。 

    洱海之边，清凉之夏。有多少迁客骚人曾经吟诗作

赋，有多少风花雪月曾经一片繁华，有多少历史文明暗

河涌动，又多少丝路故事熠

熠生辉。然而，历史的小河

在人类脚下流淌不息，今日

的云南被时代赋予了新的

意义。作为中国内陆重要的

贸易城市，大理的文化底蕴自不必多说，而它的文化发

展与文化传播，确实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作为

边境省份，云南偏居西南，当地民族众多，文化交织。

在多样性文化的背景下，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文明的

实践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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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和介入，国际友人日益增多的贸易和旅居现象，无

不影响着大理，影响着云南。丝路之美，美在交融。美

在文化的碰撞和交织。贸易，带来的远不仅仅是经济上

的互利共赢，而是更为深远的文化影响力的推广，乃至

中华文明的传播。茶马古道，开埠通商，互市……一串

串名词在脑海中闪烁而过，随之带来的深深的沉默和思

考。因为曾经的闭关自守，中断了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联

系，而今天，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引来了新的机遇和

挑战。 

    我们一行几人在洱海边租车代步，一边感受清凉的

夏日，一边在惬意之中仔细观察，发掘和思考。当沿途

碰上他国游客的时候，我们便停下来和他们聊聊天，从

他们口中看到这个城市不同的美，以及在他们视角下不

一样的云南。通过短短的几次采访，我们发现全球不同

视角下的人们对于中国都有着不一样的思索和见解。云

南，在他们眼中不仅仅是一个旅游图上的地理概念，更

是中国的一个剪影，是和大都市工业化商业化喧嚣之下

不一样的风采。诚然，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相对片

面，对于中华文化知识和历史知识的积累也远远不足，

但就是这样的真实打动了我们，我们就是要像胶卷相片

一样把他们的样子刻在脑子里，慢慢体会他们眼中的中

国和我们眼中的中国有什么不同，这些差别又是如何产

生的，我们又将如何去传播推广中国的文化。也许有些

误解是我们的讲解能够解决的，但更多的，绝不是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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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两语的灌输。也许我们习惯了填鸭似的方法，然而对

于外国人而言，一味的向他们去解释远不是最好的方法。

也许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是你给了他

们什么样的感受，当他们回到各自国家的时候，向朋友

讲起自己的中国之行，会记得这里的友善，这里的温暖，

这里的文化气息和路人有涵养的沟通。而不仅仅是你所

想表达的中国之好，文化之精。有些事情不在于宣传，

而在于感受。 

    旅途才刚刚开始，所有的故事才刚刚启程。 

    八月一日，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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