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摇篮”是人们学会走路之前停留最多的地方。人类

的“摇篮”在哪里？当我们的祖先还没有完全进化的时

候，他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地方？非洲的土地上就有这

样一个地方，它因为保留了人类起源的化石遗存，被称

为“人类摇篮”

“人类摇篮”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西北部50公里处一

片幽静的山谷里。“人类摇篮”是系列考古遗址的总称，

其中最著名和最重要的是斯泰克方丹岩洞和毗邻而建的

玛罗彭展览馆。斯泰克方丹岩洞是南非最古老的考古发

掘现场，玛罗彭展览馆则是“人类摇篮”遗址的史料中

心和展示中心。在当地塞茨瓦纳语中，“玛罗彭”意为

“返回起源地”，这个寓意显然是欢迎人们踏上这片土

地，开启“寻根之旅”。虽然到目前为止，关于人类起源

“走出非洲”说还不被所有古人类学家认定，但非洲人，

特别是南非人依然坚持这个观点。

尽管距离非洲最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仅半小时车程，

这里的天地却是芳草青青、空旷静谧。保存完好的原生

态样貌无疑是为满足考古发掘工作需要而留存的，但这

也让访客禁不住联想到“老祖宗”们生活的年代。在荒

原旷野中，果腹取暖都很成问题，人类的祖先又怎么可

能想象到今天这样极为便利的物质条件呢！人类文明在

漫漫历史长河中取得的发展成就，大概是这个星球上最

动人的故事。

在“人类摇篮”发现的人类先祖化石约占全球总数

的一半，为探索人类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1924 年的一

个星期天，南非金山大学解剖系年轻的科学家雷蒙·达

特收到一份特殊礼物——一件头盖骨化石,这是在南非金

伯利金矿附近的汤恩小镇发现的。打开木质包装盒的那

一刻，雷蒙兴奋得不能自已！凭借专业素养和灵敏嗅

觉，雷蒙看出来，自己手中捧着的绝不仅仅是一块普通

生物化石，因为它“是狒狒大脑的三倍大小，也比成年

猩猩的大脑大得多。”雷蒙预感到，这将成为人类进化学

领域的重大发现，而且必将载入史册。

经过足足三个月时间，雷蒙才将覆盖在化石表面的

岩层剔除清理干净，在当年圣诞节前两天，让这一神秘

发现重见天日。雷蒙事后回忆道：“1924年的圣诞节，世

界上恐怕没有哪位父母像我一样，为自己的‘孩子’感

到那么自豪。”

被雷蒙称作“孩子”的这块化石，可要比他本人年长得

多。这块后来被命名为“汤恩幼儿”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

距今至少已经 200 万年。我们此行所探访的南非“人类摇

篮”，在199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汤恩幼儿”等举世闻

名的代表作功不可没。

除了“汤恩幼儿”，这里出土的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至

少还有两项：一是 1997 年出土、距今约 330 万年的南方古

猿“小脚”化石。它被称为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先祖骨

架。二是 1947 年出土的“普莱斯夫人”头骨化石，距今 260

万年至 280 万年。它是首例完整的成年南方古猿非洲种头

骨化石。

眼前陈列着的各类化石复制品，述说着人类先祖的

演变进程：从早期猿人到晚期猿人，再从早期智人到晚

期智人；从直立行走到使用工具，从钻木取火再到开始

创作岩画⋯⋯今日的我们肤色、民族、文化、信仰各不

相同，但人类毕竟拥有共同的祖先。如果不是彼此守望

相助，“老祖宗”们怎么能一路前行？人类发展的历史没

有在“摇篮”止步，但是，不管我们走出多远，都需要

记住我们祖先这种守望相助、团结前行的精神。和平才

有发展，历史需要发展！

去山谷里看“人类摇篮”
□ 郑彤彤

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如果不是彼此

守望相助，怎么能一路前行？不管我们走

出多远，都需要记住祖先这种守望相助、团

结前行的精神。和平才有发展，历史需要

发展！

如今的吴哥寺人们喜欢叫它为“小吴哥”。相

对于大吴哥的城市而言，它是“城中之城”，是世界

各地观光客造访的热门景点。因为它的结构、比

例、均衡和雕塑上的完美，成为了世界上完美的古

迹之一。同时，它也与埃及金字塔、中国万里长

城、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千佛坛并称为东方四大

奇观，而它跟金字塔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玄秘，迄

今无法解释。

高棉民间传说认为，吴哥的寺庙和金字塔都

是由天神的建筑师“维斯瓦卡玛”所建。我开始对

这个同时被叫做“小吴哥”的地方不以为然，可是

一旦走进去，靠近它触摸它嗅到它的气息之后，我

不由脱口而出：这才是真正的吴哥窟！

从西面走向吴哥寺，人们很容易被眼前空间

的伟大所震撼。沿着宽阔笔直的石板大道，人们

远远就被巍峨耸立的寺塔所吸引，一股精神的力

量在无形地牵引着人前行，敬畏而又谦卑地越来

越靠近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神殿。经过一道又

一道石阶、门槛、通道、长廊，在迷宫一样的内墙外

围中间徘徊，看着已经被严重风化、崩塌损坏了的

一砖一石，你会感念起从前帝王的威严，抑或感叹

岁月剥蚀的残酷？

大 举 建 造 庞 大 的 陵 墓（高 棉 人 俗 称 的“ 葬

庙”），是苏利耶跋摩二世当年的伟大举措之一。在

统治期间，他不惜倾国力为自己建造吴哥寺，也就

是自己的陵墓。吴哥王朝历代君王生前都要为自

己修建一座陵墓。这个习俗起源于阇耶跋摩二

世。然而，建造吴哥寺前后历时八九十年才完成，

也就是说，苏利耶跋摩二世国王自己根本没有能

够等到那一天就去世了。直到他死后 50 年，阇耶

跋摩七世在位的 1201 年，苏利耶跋摩二世才得以

被安葬在神殿里。

很多柬埔寨人至今相信，吴哥寺曾经发现的

大量金银、宝石等宝贝被运到海外去了。不过，据

法国人在后来挖掘调查的文献记载中显示，从中

央殿正堂下方 30 多米处，出土了直径大约 30 厘米

的金盘，是镇殿之物，为供奉镇地的土地神或地灵

而埋在地下的供品，并非人们传说的金银财宝。

苏利耶跋摩二世于公元 1150 年前后去世时，

他的王国已经因为过度扩张和国力丧失殆尽而岌

岌可危。其中一个原因是，吴哥载不动沉重的建

筑负担。因为吴哥寺，后人只记住了这位人称“太

阳王”的国王，而几乎淡忘了他当年神勇善战、开

拓疆土的伟业。

印度教崇拜东方，认为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

方，是吉祥的方向，象征着光明和幸福，所以其建

筑都是面向东方的。吴哥寺却一反常规，采取坐

东朝西，西城门为正门。为何会有这样大胆的决

定呢？不得而知又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陵

墓，而不是寺庙，故此朝向日落的方向；也有人

说，它的东边是暹粒河，很难有举行仪式的广场

等等。

事实上，关于吴哥的建造前人没有留下任何文

字记载，后人只能从古印度神话故事当中，窥探当时

婆罗门如何建造和规划一个新城市。这是一个关于

英雄黑天带领雅度人建多门城的故事。

相传，雅度人在高大的帐篷里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他们举行了规定的沐浴仪式，向神仙

祈祷和贡献祭品，然后就动手干起来。一开始，酋

长们标出地界，画出建筑要塞的地盘，用绳子量出

了笔直而宽阔的街道，标出房屋、宫殿、庙宇、市

场、作坊和马厩等等，然后工人们就干起来。根据

黑天的请求，上天的建筑师毗首竭摩前来支援，帮

助他们将各个街道与各个广场连接起来，并用树

林、水池和花园来点缀这座城市。

玄秘的

小吴哥
□ 陈丹苗

在摩洛哥，遍地都是古老的遗迹

博物馆，从一个城门走向另一个城

门。

在摩洛哥四大皇城中，梅克内斯

是最年轻的。这座位于摩洛哥北部的

古城，1672 年由阿拉维王朝的第一位君主穆莱·伊斯梅尔

定为首都。阿拉维王朝至今仍然统领着摩洛哥王国，穆

莱·伊斯梅尔堪称今天摩洛哥皇室的祖先。

摩洛哥有着天天不变的蓝天白云，阳光灿烂，映衬着

大地上用黄色的泥土夯成的古老城墙。导游诺德先生等

在城门外，穿着正式的西装革履。他说摩洛哥人对导游

的要求很严格，不仅必须学习旅游专业并通过导游考试

拿到证书，而且在工作时还得穿戴整齐，表达一种对自己

国家历史文化的尊重和敬仰。在一群背着双肩背包、T 恤

衫短裤打扮的游客中间，穿西装的导游的确与众不同。

诺德先生说，摩洛哥四大皇城都有自己的颜色。红

色，是马拉喀什的色彩；蓝色，属于百转千回的非斯；白

色，是首都拉巴特的纯彩；黑色，则是梅克内斯独有。为

了与这座城市融合起来，我穿了一件黑色服装，尽管我并

不知道为何梅克内斯是黑色的。入乡随俗也是一种渴望

融入当地生活、尊重并学习当地文化的具体表现吧。

在我们等待买票进入参观景点时，一个高个子摩洛

哥人用中文问我从哪里来。他说自己也是一个导游，接

待德国旅游团，正在努力学习中文，因为从 2016 年 6 月 1

日起，中国人去摩洛哥不用再办签证了。

梅克内斯古城建于公元 10 世纪，在 9 世纪时是一个

军事小镇。后来有游牧民族迁徙至此，见这里水土肥沃、

风光秀丽，遂定居下来并建立了城市。1672 年，伊斯梅尔

君主将梅克内斯定为首都。

据史料记载，伊斯梅尔君主一生骁勇善战、东征西

讨，曾收复了被英国人占领的丹吉尔、被西班牙人占领的

休达、阿希拉等，还统一了摩洛哥，并使其达到前所未有

的繁荣和富足，因此被称为摩洛哥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伊斯梅尔君主之所以能如此所向披靡，靠的是一支几乎

全部由黑人奴隶组成的 15 万人的“黑色禁卫军”。原来黑

色的源头在这里。

当诺德先生从艳阳中带我们走进梅克内斯壮观的

“皇家粮仓”，我被眼前的壮观场景惊呆了。如宫殿般的

石头大厅紧密相连，每个大厅都有高高的穹顶和高大的

拱门。这座建于 17 世纪的粮仓保持着屋顶原样，只是把

用石头和黏土夯的墙进行了加固和保护。屋顶留下黑色

痕迹，每一道印记都像一双眼睛，保护着粮仓的安全，见

证着这里面发生的事情。

谁吃这么多粮食呢？诺德先生的回答更是令人惊

奇：“这些大厅是为上万匹阿拉伯马储藏饲料的粮仓，最

多时贮存的草料，足够这些战马吃 15 年。粮仓里终年保

持在 15℃恒温。现在每年 3 月，梅克内斯举办节庆月时，

这个场地还会用来办演唱会、展览和电影播映。”

我想起在大粮仓外面见到的深 4 米的水塘。诺德先

生介绍说，在非洲缺水的地方，那个水塘储蓄的是“战备

水”，用于当年为全部马匹保存一年可用的饮水。

更令人惊叹的是粮仓外辉煌的巨大马厩。这是伊斯

梅尔君主特殊的爱好——嗜马如命。为此，他亲自参与设

计并下令修建了这个堪比皇宫、超级豪华的大型马厩。

诺德先生说，在鼎盛时期，这个马厩里曾同时饲养着

15000 匹马。目前这个举世无双的

“国王的马厩”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是这座城市最著名的古迹。但

非常遗憾的是 ，马厩主建筑已在

1755 年的里斯本大地震中损毁，目

前在庭院中仅遗留几十排拱门和石柱。

阿拉伯马身材小，骁勇善战。伊斯梅尔君主驰骋疆

场打下江山，这些战马立下了赫赫战功。我站在空无一

马的“国王的马厩”内，空旷的大厅仿佛回响着战马嘶鸣，

荡气回肠⋯⋯

探访“国王的马厩”

关于吴哥的建造前人没有留

下任何文字记载，后人只能从古印

度神话故事中，窥探当时如何建造

和规划一个新城市

这位中国僧人在朝圣之旅中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将自己对佛陀的

虔诚之心与个人坚持不懈的巨人品质传播到了世界

追寻法显的足迹
□ 丁 方

伊斯梅尔君主驰骋疆场打下江山，这些战马立下了赫赫战功。我站在空无

一马的“国王的马厩”内，空旷的大厅仿佛回响着战马嘶鸣，荡气回肠⋯⋯

□ 陈 颐

图为“国王的马厩”遗址。 陈 颐摄

上图为当地小学

生团体参观斯泰克方

丹岩洞

右图为“人类摇

篮”考古遗址公园。

蔡 淳摄

在公元五世纪的中国，有一位65岁

的老人，以只身西行求法的朝圣之旅，行

程近五万公里，他就是史书记载的第一

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高僧——法显。

公元399年春天，逾花甲高龄的法显从长安出发，过河

西走廊，出阳关，涉戈壁，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横跨帕米

尔高原，先后到达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周游北、东、中

印度，参礼佛迹、寻找经律，并从海路经斯里兰卡、印度尼西

亚的苏门答腊、爪哇，最后漂流到青岛崂山登陆返乡，历经

当时30国，首尾共计15年。与他同行者先后增加到11人，

死的死、留的留，不少人中途折返，最后惟他一人完成壮

举。他的行迹不但远超西晋朱士行、东晋支法领，即使中

华最远行者西汉张骞、东汉甘英也叹之弗如。纵观东方历

史，以如此高龄水陆两栖兼行，勘踏陆地、海上丝绸之路，法

显为第一人。

法显堪比《山海经》《昆仑神话》中那些伟大英雄，他以

个人生命能量复制远古时代翻山越岭、征服艰险的精神，

将中华民族上古迁徙史浓缩为一个中古神话版本，独立完

成了“一个人的山海经”。他在东方历史上塑造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形象——西行求法的“创辟荒途”者，“一带一路

的先行者”。

从信史角度来看，法显亦是中西交流的开宗之人。公

元413年9月17日，79岁的法显回到故乡土地，他首先在彭

城（徐州）建立了第一座印度风格的佛教寺院，同时促成犍

陀罗佛像达成“褒衣博带”“薄衣透体”的风格转换；在译经

方面，法显历经千难万险带回中国的六部佛教哲学经典，

全部译为中文，首创了中国人不靠第三者转译而直接将梵

文译为中文。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优秀文

化的强大包容力与转换力。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首次提出，

要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

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新的行动纲领。这“五个之路”指明

了“一带一路”的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

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

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一带一路”着眼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大舞台和国际关系演进大格局上

谋划人类和平发展，推动全球人文交流，促进人类发展，实

现文明融合与创新。

这位中国僧人在朝圣之旅中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

融合，并将自己对佛陀的虔诚之心与个人坚持不懈的巨人品

质传播到了世界。它作为中华民族血脉气质深处大写的精

神之塔，如圣湖玛旁雍错般纯洁清澈，如神山冈仁波齐般亘

古永恒。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院长）

图为吴哥寺远眺。 陈丹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