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说，日本一半以上的路边摊都集中在福冈县内，即使
是初次见面的人，只要坐在同桌吃一碗拉面，伴随着“滋溜
滋溜”的声音，彼此之间很快就会熟络起来。还有一种更夸
张的说法：有些坐船旅游的客人，到福冈上岸就奔向面馆，
为的就是去吃那一碗拉面。

在福冈过海关后，迎面看到的第一个广告就是人们欢
天喜地地吃拉面。最后一个镜头里，吃面的人端起面碗一
仰脖子，面汤一滴不剩进入口中。一碗面在日本为何如此
受欢迎？

在福冈吃拉面，我们经常在“拉面擂台”前为可以选择
的太多而胃不够大而纠结。

我们第一次吃拉面是在一个家庭小餐馆，一间 10 平方
米的餐厅，一边是日式榻榻米，另一边是几个高凳子。一位
瘦小的日本妇女接待我们。墙上有图文并茂的拉面介绍，
有各种配料如马肉或猪肉的拉面，平均 800 日元一碗，
1000日元的套餐配有米饭和饺子。我们点了三份套餐。

日本妇女走进后厨，里面传来轻轻说话声，厨师是一位
男性。一会工夫，三份拉面套餐分放三个托盘端了上来。
碟子中的小菜装饰得像艺术品，三碗拉面冒着香喷喷的味
道，一个把子带钩的勺子挂在碗边，托盘中放着一双筷子。

我迫不及待地喝了第一口汤：鲜香无比，再吃一筷子
面，劲道有味。这就是福冈拉面的味道吗？我忽然想起，有
人说，日本人吃面讲究喝汤和吃面有先后次序，于是赶紧问
在东京的朋友。过了好一会才收到他回复：“哈哈，第一口
喝汤，之后随意。”他还特意写了第二句：“汤，最后不一定喝
完，咸！”我最后一口汤刚下肚，这时候才感到有些口渴。

吃一次一蘭拉面是我们此行的计划之一。一蘭拉面始
创 1960 年的日本福冈，开业之初，以当时非常稀有的会员
制拉面店进行经营。这个拉面现已在日本全国拥有 50 多
家分店(其在香港也有分店)，成为众多游客访日的“热门景
点”之一。来福冈的游客，大家见面相互会问“你吃一蘭拉
面了吗？”这句比广告更有诱惑力的问候足以吊出胃口。

我们晚上在繁华热闹的商业大街上看到一蘭拉面的大
幅广告，沿着箭头指，走过一条街，没有发现。返回去看那
条广告，路线和方向正确，为何找不到呢？我用英语问一个
在商业街上服务的小伙子，他用日语和手势指指点点，儿子
似乎听懂了他指的方向。我们再次出发，第一个路口一转
弯，眼前一亮，红色的“一蘭”两个字出现在眼前。众里寻他
千百度，蓦然回首，“一蘭”就在拐角处。

没有想到，那么大的广告，面馆却在地下室。我手扶着
栏杆，沿着陡峭的台阶下行两层到达前台。透过面馆飘起
的小布帘，我们惊讶地看到了从未见过的吃面阵势：极为狭
窄的长形房间里，背对着背坐着两排年轻人，每个人之间隔
着一个横板，相互不干扰，难道这是在考场上防止作弊吗？

有饭的人埋头吃面，等面的人看着手机。每个位置上
都发出“滋溜滋溜”的声音，但无人说话。我看着餐厅外记
录用餐人数的电子机，满格的红色“满”字。拉面随处可吃，
既然有这么多人来吃这口面，一定有好吃的道理。忽然，电
子牌子上跳出三个蓝色的“空”字，相继走出来三个年轻人，
一嘴的油光光，一脸的满足感。我们兴奋地在入口处的贩
卖机上开始选择。

贩卖机上有拉面底汤和配料如鸡蛋、香葱、豆腐、肉片
等的图片以及价格，顾客只要按下选择键，再根据价格投入
纸币或者硬币付款，就会拿到一张确认小纸条，厨房后台便
会收到配餐单号。

我的座位前面是一个窗口，坐定之后，服务员送进来一
张中文菜单和笔，这真像一场测验。每个人像是做问卷调
查一样，将自己对拉面的喜好一一挑选出来，比如底汤是否
浓淡的选项就有：无、清淡、普通、比较油腻、较油腻 5 个选
择！面条的软硬程度也有 5 个选项：特硬、较硬、普通、比较
软、特软⋯⋯这可要好好选，因为最后是自己吃。

尽管选择多样，我还是选择了普通一栏。但是在选择
葱白、青葱还是清白葱混搭这项，我选择了青葱和一点红辣
椒酱。饭桌上有一个按铃键，我点餐后按了一下铃，一个满
脸微笑的姑娘从窗口拿走了我的拉面问卷。

餐桌左角有一个饮水器，食客可以直接接水饮用，也可
以用这里的水来调节拉面汤的浓稠度。不到 5 分钟时间，
一碗热腾腾的拉面就端上桌，白色拉面中间是红色的辣椒
酱，旁边有绿色小葱。面前的竹帘子被服务员放下来，我顿
时感到进入了一个可以毫不在意吃相尽情吃拉面的世界。

当然还是先喝一口汤，味道香得就想继续喝第二口。
我一口气吃完了这碗期待已久的一蘭拉面，像电视广告演
的那样，端起碗，喝完最后一滴汤，碗底露出一行日语，“喝
完这最后一滴，幸福至极”。

在体验经济时代，体验吃面过程也许比吃一碗面更有
趣。我们离开福冈的当天上午出去溜达时，只是因为多走
了一条街，在十字路口抬眼处，面前整整一座大楼挂满灯
笼，从上到下的巨幅广告，居然是红绿相间色彩独特的一蘭
拉面！原来这里是一蘭拉面本社，一碗面能整出这么大的
动静！

我们好奇地走进去，门口设计和我们初见一蘭拉面地
下室是一模一样，这就是品牌的统一性。一层面馆里已经
坐满了吃面的人。日本许多餐厅都是中午 11 点半之后才
开门，一蘭拉面用 24 小时营业打时间差，吸引了那些想吃
早餐却无处可去的食客。我们一家三口 7 天旅游共计吃了
21 碗日本拉面。我问儿子，哪一个品牌最好吃？他不假思
索地说：还是一蘭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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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丝绸之路是一条古代连通东西方的重要

商业贸易路线，今天又成为一条贯通欧亚的重要经济

带。这条经济带串起了欧亚数十个国家，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我们约请驻外记者撰写一组“丝路漫记”，从文

化和历史角度介绍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国家和地区，与

读者分享，敬请垂注。

哈萨克斯坦有一句俗语：“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
有的元素，我们都有。”这句话彰显了哈萨克斯坦人民发
自内心对其资源禀赋的自信。哈萨克斯坦国土面积排
名世界第九，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这里资源禀赋
佳，盛产石油和矿产。

许多人都知道，早在 2100 多年前，汉代的张骞两次
出使中亚，开辟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这条经
济通道便经过哈萨克斯坦。千百年来，这片古老而神秘
的中亚土地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兴衰，而这段丝路记忆也
深度融入了哈萨克斯坦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之
中。如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已发现开阿利克遗址、塔尔
加尔遗址、卡拉摩尔根遗址、阿克托别遗址、库兰遗址等
八处珍贵遗址。随着丝路旅游的逐步升温，不少人已踏
上了重走遗址的旅程，钩沉古丝路遗风，一窥昔日辉煌。

说起哈萨克斯坦不得不提两座标志性城市——阿拉
木图和阿斯塔纳。这两张“国家名片”犹如“双子星”分坐
哈国南北，遥相呼应。

阿拉木图是哈最大城市和前首都，这里宜静宜动亦
宜自然。漫步于整洁的林荫道、躲入街角的咖啡馆，体味
到的是一番宁静别致；冲进富丽堂皇的购物中心畅享买
买买的快感，跳入舞池感受酣畅欢快的夜生活，或许会让
人产生身在欧洲的错觉；畅游大阿拉木图湖，纵享满眼湖
光山色、体验纯净自然之趣，在传统毡房内享受最特色的
哈萨克传统美食——别什巴尔马克（意为“五个手指”），
即炖熟的马肉或羊肉佐以上汤和面片，我们感受到的又
是美食的滋味。丰盈的肉块与鲜美的面片激情碰撞，两种
香味极致融合，不仅能让你的味蕾过足瘾，还能体验一把
哈萨克人大快朵颐的豪情。

一座具有人文气息的城市总是令人动容的。阿拉木图

的阿尔巴特街是市民喜爱的步行街，空气中洋溢着浓郁的
文艺气息。沿街摆放的各式油画前，正在上演着一堂由商
贩主讲的艺术鉴赏课；作画艺人边谈笑边将眼前的模特儿
巧妙幻化成画布上或明或暗、或深或浅的线条；街头音乐
家们忘情地将奇妙的音符嵌入这幅绝美画卷⋯⋯不忍惊
扰眼前这一切的你，或许可以潜入街边的画廊感受油画艺
术的博大精深，也可溜进剧院欣赏一场芭蕾、听一部歌剧，
这个地方似乎总能在不经意间给你各种惊喜。

坐镇北方的首都阿斯塔纳年轻、前卫，却不失传
统。“具象”于哈萨克民间神话的“巴伊杰列克”观景塔时
刻见证着首都的快速发展，神似哈萨克传统乐器冬不拉
的中央音乐厅为城市注入别样柔美，形同哈萨克传统毡
房的超大型购物中心“可汗之帐”展现传统与现代和谐
共生的艺术⋯⋯

行走在这座年轻的首都里，人们很容易被眼前形形色

色的建筑所吸引，为这片空间的和谐氛围所感动。中亚第
二大清真寺哈兹拉特苏丹清真寺，凭借对伊斯兰建筑神韵
的传承、大量哈萨克装饰图案的运用以及东方式建筑风格
的融入成为了阿斯塔纳最特殊的景点。就在哈兹拉特苏丹
清真寺北面，坐落着中亚最大的东正教教堂——圣母升天
大教堂，它以白色为主的“低调”外表蕴藏着非凡内涵。眼
前的一切同样会令人屏息凝神，体会心中的宁静。

当你“迷失”于阿斯塔纳各种各样的建筑之时，穿梭
于市中心的传统“巴扎”（市场）是个绝佳选择。随意品
尝琳琅满目的特产小食，信手摆弄传统服饰，徜徉在这
市井之地，自当别有一番乐趣！

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传统与前卫的辉映、都市与自
然的协同、文艺与市井的共生⋯⋯正是这些“混搭”成就
了哈萨克斯坦的多元魅力，而哈萨克斯坦人民的热情与
好客也为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平添丝丝暖意。

哈 萨 克 斯 坦 的 魅 力
李遥远

笔者到瑞士作了一番短暂的旅行。虽然仅仅是浮
光掠影地走过，但也感到瑞士这个“小而美”的国家引人
入胜。这样的感受，可以从几个“关键词”说起。

“欧洲屋脊”与“世界公园”。瑞士地形地貌以山地
为主，有“欧洲屋脊”之称。从南边的意大利乘大巴，越
靠近两国边境，山也越来越高，与笔者熟悉的“蜀道难”
差不了多少。流动的都是风景，大巴穿行在阿尔卑斯山
狭窄的盘山公路上，远处的皑皑白雪举目可见，俯视则
是湖泊和森林，不但不觉得惊险，反而心旷神怡。近现
代以来，瑞士并没有依赖传统发展模式，成为周边发达
国家的产业转移承接地，而是另辟蹊径，利用丰富的旅
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滑雪、爬山、休闲⋯⋯好风光
吸引许多人到此观光，当地还非常注意保持生态平衡、

爱护资源环境，逐渐有了“世界公园”的美誉，高山真成
了金山。通过缆车登上 2000 多米的瑞士皮拉图斯山顶
时，虽然空气略显稀薄，但游客能看到山下几十公里的
风光，许多人兴奋地跑来跑去。这让我们对世界公园的
魅力有了不同的感受。

“小国寡民”与宜居之都。瑞士国土面积有 4 万多
平方公里，是北京市的两倍多；全国人口 800 多万人，不
到北京一半，说“小国寡民”似乎不过分，但瑞士人“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瑞士的小镇颇有特色。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笔者来到因特拉肯小镇。这个镇
因位于图恩湖和布里茵茨湖之间又被译为“湖间镇”。
近处绿草如茵，远处群山环抱，镇上人口不多、房屋稀
疏、道路清爽，汽车礼让行人，行人悠然漫步，鸽子和野

鸭在水边嬉戏，处处体现着轻松惬意。瑞士没有加入欧
盟，拥有自己的货币，居民竞争感不很强，对游客来说雪
山下的依云矿泉水等尤其便宜，且常年空气清新。这真
是“好山好水好风光”。

狮子纪念碑与和平国度。山区不利于发展经济，这
在哪儿都一样。古代的瑞士地瘠民贫，经济落后，许多
人靠出国当雇佣兵谋生。登上颇有名气的金色山口快
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旅途，我们傍晚来到了琉森（卢塞
恩）。这是个位于瑞士中部的美丽城市，但夜幕中的参
观却难免有些沉重。小湖边有处雕刻作品——狮子纪
念碑，别的狮子往往被塑造得威武雄健，而这只狮子却
面露痛苦悲伤的神情，濒临死亡的它背上被深深地插进
一支箭，前爪按着盾牌和长矛。据介绍，这是为纪念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巴黎死亡的数百位瑞士雇佣
兵所建，意在铭记苦难、祈求和平。这座雕像曾被美国
作家马克·吐温称为“世界上最悲壮和最感人的雕像”。
对于瑞士而言，几百个青壮年的全军覆没是惨重损失，
此后瑞士禁止国民接受外国军事雇佣。能够让生存竞
争从“武斗”变为“智斗”，是瑞士痛定思痛后为人类发展
贡献的一种解决方案。

品牌林立与特色鲜明。瑞士人专攻小而美，经济总
量排在世界前 20 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遥遥领
先。为人们所熟知的“记忆点”有很多，特色产品方面有
瑞士手表、瑞士军刀，展会方面有鼎鼎大名的达沃斯论
坛，瑞士的银行服务业广有声誉，制药、机械产品方面等
也独具竞争力。瑞士拥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及拉丁
罗曼语等 4 种官方语言，这个看上去不利于国内交流的
因素，也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长项。瑞士利用语言优势，
广泛吸引世界各国人
才 交 流 和 文 化 往 来 。
这 样 ，瑞 士 发 展 差 异
化、特色化的城市，苏
黎世、日内瓦、伯尔尼、
洛桑等城市虽然都不
大，但因为在国际事务
中发挥独特作用而有
了很高的知名度。

从 几 个“ 关 键 词 ”看 瑞 士
石振勇

还记得 2010 年南非世界杯期间，在赛场内外出尽
风头的乐器“呜呜祖拉”（vuvuzela）吗？一根不足一米
长的细长塑料喇叭，轻轻一吹，就足以发出惊天动地的
壮观音效！当时的世界杯官方赞助商南非电信公司
MTN 集团向球迷散发了数百万支呜呜祖拉，以协助宣
传第一次在非洲大陆举办的这届赛事。于是，南非球迷
们用它在球场上表示加油、呐喊、庆祝，赛场中充斥着激
情和喧闹。对于喜爱者而言，呜呜祖拉是对非洲足球精
神最好的礼赞。

在世界杯赛场上一“吹”成名后，呜呜祖拉也从此走
向了世界。有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认为，呜呜祖拉是南

非祖鲁人的发明。因为 vuvuzela 这一名称正是从祖鲁
语来的，而 vuvu 在祖鲁语中，就是“噪音”的意思。据
说，这种喇叭最早是由非洲大羚羊的角制成的，因为能
够发出超高分贝声音，被人们用来驱赶不时前来袭扰的
狒狒。

祖鲁族是南非现今最大的黑人部族，人口约 1000
万，占南非人口总数五分之一左右，主要居住在南非夸
祖鲁—纳塔尔省。现年 67 岁的古德维尔是第八任祖鲁
王，至今已在位 46 年。1994 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后，新宪法承认了包括祖鲁王在内一批传统领袖的王室
地位，祖鲁王享有宪法所保障的优厚待遇，具有相当崇

高的威严与社会地位。即便是同为祖鲁族出身的南非
总统祖马，在祖鲁王面前也必须毕恭毕敬。

祖鲁族的另一著名文化特点，则非“芦苇节”莫属
了。每年 9 月初，在祖鲁王位于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
祖鲁兰地区的王宫前，成百上千祖鲁族少女聚集欢度庆
典。她们按照祖鲁族传统习俗，手持芦苇秆，上身裸露，
下身着五彩短裙，载歌载舞，向祖鲁王古德维尔致以敬
意，也纪念历史上英勇神武的祖鲁王国创始人沙卡
国王。

历史上，祖鲁族创造了璀璨的文明，为南非留下了
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祖鲁族人也发挥了勇于拼
搏、积极进取的精神，为新南非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笔者身边有一位祖鲁族朋友莫罗帕，年轻时白手起家，
从家具搬运工到啤酒销售员，一点一滴积攒财富。今
天，他已经成为了一位非常成功的建筑商人。莫罗帕平
常操着标准腔调的英语，衣着打扮已经完全西化，不过，
他家里最喜爱的收藏，还是各种含有串珠、兽皮、长矛和
盾牌等祖鲁元素的艺术品。莫罗帕说：“那是我们的文
化。无论身处何方，那都是我满心向往的家园。”

那是我们的文化。无论身处何方，那都是我满心向往的家园

“呜呜祖拉”和南非“祖鲁族”
郑彤彤

3 月 22 日，在哈萨

克斯坦阿拉木图，人们

载歌载舞庆祝纳乌鲁斯

节。

纳乌鲁斯节是中亚

国家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之一，标志着春天的到

来 和 新 的 一 年 开 始 。

2009 年，纳乌鲁斯节被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华社发
（米赫耶夫摄）

瑞士因特拉肯小镇风光。 石振勇摄

在体验经济时代，体验吃面过程

也许比吃一碗面更有趣

人类文明百花园中，

有花团锦簇的大写意，也

有吐露芬芳的“小清新”

历史与现实交织、传统与前卫辉映、都市与自然协同、文艺与市井共生⋯⋯这些“混搭”成独特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