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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牧鸣

　　上次去新疆，还是本世纪初，残存的记忆只有
火焰山前的骆驼，葡萄沟的坎儿井，还有大巴扎的
羊肉串……此去经年，归来早不是少年。
　　 8 月下旬，记者随北京自然博物馆志愿者科
考团队，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汪
筱林老师带领下，一周内行及哈密市辖一区两县，
行程近千公里，“经历”夏、秋、冬三季。虽仍属走马
观花，但专家们一路护航解读，有幸窥见藏在哈密
瓜、哈密杏背后更为神秘、厚重又婀娜的哈密。
　　哈密古称西漠（西膜），汉称伊吾或伊吾卢，明
代以后才称哈密。这里是丝绸之路进入新疆的第
一站，素有“西域襟喉，中华拱卫”之称。文化交融
的影子在丝路映照两千多年间延绵不绝，史前风
暴的遗骸更是让时光倒流一亿年。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
玉门关”，这个当年戍边和流放的苦楚之地，成了
今人眼中无数的传奇和憧憬。

大海道探秘

　　此行第一处“险境”就是哈密魔鬼城，因其位
于古丝绸之路之一的“大海道”路上，也称大海道
魔鬼城。世人常说的魔鬼城，其实是一种长期风蚀
形成的地质奇观，即雅丹地貌。维吾尔族人称其为
“沙依坦克尔西”，意为魔鬼城。为什么这样称呼
它？一是造型奇特，犹如鬼斧神工；再者往往绵延
数十公里，仿佛八卦阵，别说古人，当代不少想一
探究竟的驴友，都可能深困其中；最后，也是我们
夜里露营深刻体验到的，狂风吹过嶙峋的石山，真
像鬼哭狼嚎一样。
　　《中国国家地理》曾评出中国三处最美雅丹，
不知为何大海道魔鬼城竟未入选。作为世界上最
壮观的雅丹地貌之一，这里的恢宏气势足以撼天
动地。也许因尚属无人区禁地，游客所到之处只能
管中一窥吧。我们车队在戈壁里的两天，几乎每辆
车都有陷进流沙等待救援的经历，要不是人多车
多，以及“带头大哥”汪筱林曾在这里“战斗”过十
余年，恐怕也不敢深入腹地。记者出戈壁后才发
现，全程一直紧抓扶手的那只手，居然磨出了茧
子。经历了大海道，此生再不怕海盗船。
　　“大海道”的名字，出自敦煌遗书中唐代作品
《西州图经》残卷。书中记载了西州（今吐鲁番盆地
一带）有 11 条道路通往各地，其中之一的大海道
是通往沙州（今敦煌）的捷径。《西州图经》对大海
道的记载非常简略，结合唐代《元和郡县志》，学者
们推测，大海道起点柳中县（今鄯善县鲁克泌镇，
其东南处曾有大沙海，这或许是“大海道”名字的
由来），往东南通往沙州，全长约 700 公里。今天，
在鲁克泌镇还有个叫迪坎儿的小村庄，据著名历
史学家岑仲勉先生考证，“迪坎儿”即汉语“大海”
的意思。
　　作为已知古丝绸之路中最隐秘的一条道路，
大海道启用于汉代，但由于环境实在太恶劣凶险，
唐以后逐渐停用，淡出人们的视野。
　　有意思的是，这条道路，会穿越一个叫“噶顺
戈壁”的地方。噶顺戈壁，史称“八百里瀚海”，还有
一个更响亮的名字——— 莫贺延碛。1300 多年前，
“唐僧”玄奘曾路过这里，《大唐西域记》记载：“莫
贺延碛长八百里，古曰沙河，目无飞鸟，下无走兽，
复无水草……四夜五日无一滴（水）沾喉，口腹干
焦，几将殒绝。”

　　因为“沙河”的称呼，《西游记》把这里演绎成了
汹涌澎湃的流沙河，让沙僧在此等师父。大海道核
心区，就位于噶顺戈壁深处。不过，玄奘并没有到达
大海道，而是从瓜州穿噶顺戈壁直抵哈密的伊吾
县，也就是历史上的“新北道”，位于大海道东北侧。
　　几年前看过电影《大唐玄奘》，将玄奘取经之
路的艰辛展现得淋漓尽致。如今于骄阳瀚海雅丹
间的艰难跋涉体验，让人不由得对所有丝路上的
行者都心存敬意。科学家们在这里多年的研究，追

求的同样是对未知的探索，对内心的叩问，以及人
类永恒的好奇心。曾有人将宇宙比喻为魔术师从
帽子里变出来的兔子，多数人都是躲在兔毛深处
的虱子，而有好奇心之人总想爬到兔毛尖上看看
魔术师是谁，哪怕历尽艰险。

戈壁滩寻龙

　　一直以来，哈密的戈壁大漠上时有“鸟类”骨
骼被发现。2005 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的邱占祥院士等前往哈密和吐鲁番地区
考察巨犀化石，与时任哈密文物局局长亚合甫江
排都拉在野外发现了几小块非常破碎的骨骼，既
不是巨犀也不是恐龙。最后由汪筱林鉴定为翼
龙，从此揭开了天山哈密翼龙重大发现和研究的
序幕。
　　翼龙叫“龙”，却不是恐龙，而是一种与恐龙有
亲缘关系、会飞的爬行动物。翼龙和现今的鸟类类
似（最新的研究与分类学认为鸟类就是恐龙的后
代，但不是翼龙的后代，因为它们的骨骼结构不
同），骨骼细小且中空。所以，此类化石极难保存，

故而翼龙化石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少有发现。先
前发现的中国翼龙化石，多集中于辽西。

　　我们此行的领衔专家汪筱林，从 2006年起率
队在此进行了近十年的连续野外考察，足迹遍布
上千平方公里，就在我们团队脚下的戈壁滩上，发
现了已知世界上最大、最富集的翼龙化石分布区。

经多方合作研究，在 2014年 6月 5日出版的国际
期刊《细胞》子刊《现代生物学》上，以封面文章形
式发表了这一重大发现，在国际古生物界引起巨
大反响。新发现的化石命名为天山哈密翼龙，被认
为是翼龙研究 200 多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随
后该科考队又在此发现并抢救性采集了一件包括
200 多枚翼龙蛋、胚胎和骨骼化石的三位一体标
本，其中 16 枚翼龙蛋含有三维立体胚胎化石，在
全世界尚属首次。2017 年 12 月 1 日，研究成果再
一次被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科学》刊载。
　　进戈壁前，记者和志愿者们“打卡”的第一站
就是哈密博物馆前让人震撼的“翼之巢”。作为哈
密翼龙动物群的缩影，巨石伫立在博物馆院内最
醒目的位置，向来人诉说着亿万年前的秘密。
　　站在“翼之巢”前，汪筱林介绍，该标本重 16
吨，长约 6 米、高约 4 . 5 米、厚 0 . 8 米到 1 米。“当
时去了一个大吊车加大卡车，因为戈壁地面风化
严重，一下子全陷进去了，最后用挖掘机拉出来
的。”整个标本面积约 20多平方米，有 300多块骨
头，仅头骨就有十几个。
　　“一平方米至少有一个个体，分布面积上千平
方公里，富集面积大概七八十平方公里，而且不止
一层。大家算一算，当年得有多少翼龙？”“这些翼龙
的食物来源是什么？”“什么样的环境能提供这些食
物？”汪筱林抛出一个个问题，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测
和讨论，似乎忘了身处夏日新疆的正午阳光下。
　　据推测，翼龙的食物来源是湖里的鱼，而死亡
原因则是湖泊风暴。通过沉积物范围估算，这个当
年雄踞新疆腹地的湖泊有上万平方公里，远大于
青海湖的面积。
　　 1亿多年前，这个最干旱的内陆地区，是怎样
一派烟波浩淼的景象，又经历了几度暴风骤雨？又
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超过龙卷风破坏力的湖面风
暴？那些同期存在的鱼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考证。这也是古生物学，这门听
上去略显“陈旧”的学科，反而时时“爆料”的精彩
之处。汪筱林笑称：“古生物学家特喜欢突发事件，
非正常死亡往往能形成大量化石，给我们提供更
多的研究素材。”
　　记者一行人在戈壁滩上，也幸运地发现了一
些翼龙碎骨，或者说主要是中空骨管的黑色填充
物。靠在滚烫的雅丹上，不禁感叹：一亿年前的空
中霸主，撕裂你们的风暴是否盘桓于此舍不得离
开，以余波刻画出变幻莫测的魔鬼城，等待后来者
解密？

魔鬼城露营

　　托科学家们的福，记者和自然博物馆的志愿
者们体验了真正的晓行夜宿。但这一夜“险象”环
生，最后沐沙而眠。
　　营地是一处三面雅丹环绕的高地平台，车队
围成马蹄形圈住大家的帐篷。固定帐篷的压根就
不是原配的地钉，而是四枚长过一尺的钢筋。庆幸
的是，记者的帐篷被司机师傅用来做示范“教具”，
得以躲过队友们经历的夜半风波。
　　狂风随着夜幕一起降临。三角架被刮倒几次
后，记者终于放弃了拍摄银河的梦想。之后大家保
守估计风力有九级，也只有这么猛烈的风，卷着沙
粒，才能造就今日的雅丹盛景。
　　白天曾把一个温度计放在岩石上，读数高达
51 摄氏度。即使入夜，地表白天积蓄的热量也让
人无福消受棉被和睡袋。和衣而卧，本想敞着帐篷
帘子享受过堂风，但伴随过堂风的还有粗盐一样
的漫天黄沙。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拉紧帐篷帘。
即便如此，几分钟一轮的阵风高潮还会带来哗哗
沙雨。半夜 12 点，测了下帐篷里的温度——— 35 . 9
摄氏度。汗津津睡去，早起时发现汗水和着沙粒的
“定型效果”，头发用手指都梳不开了。抹把脸，就
像做了面部磨砂。
　　不过看到自然博物馆志愿者陈小娓的随感，
才知道自己的遭遇已经是最温和的了。
　　“由于风大，我们的帐篷被风刮塌了无数回。
第一回坍塌，多亏徐晓亮老师帮忙，重新支了起
来。第二回，大家基本都睡了，不好意思再麻烦别
人，自己爬出帐外，仔细研究了一下帐篷顶端支架
的结构，其实挺简单的，就像伞的骨架向上翻过去
了一样，再拼命用力将它掰过来即可。第三次坍塌
连帐篷灯一块掉了下来……再次支好了撑杆，回
到帐内，（同帐篷的）董晓毅也回来了。之后，据晓
毅估算，那倒霉的帐篷又塌了 10 回。每次坍塌我
用脚一顶，就顶回去了。我就这样一塌就顶，一塌
就顶，如同杂技演员在表演蹬坛子……那天晚上
塌帐篷的不止我们一个吧，听说汪筱林学生李阳
的帐篷也塌了，他懒得收拾，只能头朝下趴着，在
塌帐篷里睡了一夜，搞得满嘴沙子……”

东天山溯源

　　行程紧凑，刚刚因波折爱上戈壁，转瞬又开始
翻越天山，领略另一个季节的哈密。
　　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极大地拓宽了汉
人的地理认知和视野。在汉朝人的传统观念中，天
山是祁连山的延伸。“祁连”在匈奴语中就是“天”
的意思。《史记》中，两者经常混用，如《匈奴列传》
中写作“天山”，而《李将军列传》中则写作“祁连天
山”。《汉书》中混用也时时出现。或许在古人眼中，
这本来就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正如《清史稿·
地理志》在介绍镇西（今天哈密的巴里坤）时写道：
“天山支脉迤逦南部者为祁连山。”生动说明了二
者的关系。哈密也因横亘其间的东天山，从地形气
候上都成为新疆的缩影。

　　天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生代，最初由海相沉
积及其褶皱隆起形成，经历了中生代和第三纪的地
质变化，以及第四纪冰期和间冰期的反复作用，形
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山体。天山沿线出土的大量古
生物化石，见证了此处地质变化的沧海桑田。
　　天山脚下何时开始有人类活动？在清代新疆
第一部官修通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曾记载
过一个离奇的故事：“乌鲁木齐附近深山中，每当
红柳吐花时，有名红柳孩者，长仅一二尺许，结柳
叶为冠，赤身跳入山谷间。捉获之，则不食而死，盖
亦猩猿之属，特不常见耳。”此后纪晓岚在《阅微草
堂笔记》中，也屡屡提及“红柳娃”的传说。很久以
来，“红柳孩”一直被视为怪力乱神而为世人忽视。
近年，古人类学家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发现了距
今两万年的丹尼索瓦人化石，它们的体貌特征均

与“红柳孩”的记载非常相似。尽管迷雾重重，但
在考古学家眼中，新疆的石器时代比“红柳孩”
还要神秘。
　　根据新疆的考古发现来看，从公元前 2000
年的天山北麓遗址到后来的焉布拉克文化，东
天山地区的哈密一直都是西域史前文化的一个
中心区域。
　　西北大学的考古专家习通源，读研究生时
就在巴里坤做调查了。他于 2006 年至 2007 年
参加了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领导的石人子沟遗
址发掘，这一发掘被评为 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
发现之一，同期获评的还有今年刚刚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的浙江良渚古城遗址。
　　我们团队在巴里坤湖畔遇到了黝黑健壮的
习通源，他介绍，以往都认为游牧人是搭帐篷的，
其实他们也会定居。石人子沟遗址就揭示了游牧
文化如何与农业文化互动。“遗址群东部红山口
那边，石头垒的路已经三千多年了，这条 S型的
路通往一个祭天的天台，我的婚纱照就在那拍
的……”而现在，习通源又开始主持“中国最早的
湖景房”——— 海子沿遗址的挖掘研究工作了。
　　在那条拍过婚纱照的“巨石路”上，志愿者
们也蜿蜒而立，朝天上的无人机挥手，亦或向古
人隔空致意。

巴里坤访古

　　根据地理方位，天山山脉可分为北天山、中
天山和南天山三个支系。其中北天山全长 1300
公里，以乌鲁木齐—吐鲁番为界分为西段和东
段，科考队此行所翻越的就是由博格达山、巴里
坤山等组成的东段。
　　天山中有许多山间盆地，因海拔高度的不
同，呈现出不同的自然景观和气候特征。石人子
沟遗址群所在的巴里坤盆地处于山北迎风坡，

气候凉爽，有大片的草原和山间森林，是天山
“三大牧场”和“五大草原”之一。由于盛产羊肉，
这里的羊肉焖饼更是味道鲜美。里面用的饼不
是北京鱼头泡饼中厚重的烙饼，是类似烤鸭饼
那样软软薄薄的，但远比烤鸭饼大且韧。互不粘
连的几层叠放着盖住满满一大盘焖羊肉，最特
别的是，做饼的面掺了当地所产青豆磨的粉，被
热腾腾的羊肉一烘，散发着特别的香气。
　　据说这道菜始于清朝，纪晓岚因故遭贬乌
鲁木齐，途经巴里坤县，县令非常崇拜他，想要
好好招待一番。但又迫于纪晓岚是戴罪之身，不
能公然向其示好。情急之下，脑洞大开地在焖羊
肉上盖了几层饼，外人看来不过是白饼奉上，实
际饼下暗藏玄机。从此，羊肉焖饼“横空出世”。
时至今日，已成为巴里坤餐桌上一道名菜。
　　当然，除了羊肉的鲜美，面饼的劲道也功不
可没。巴里坤是新疆小麦主产区，农业生产历史
悠久，号称“东疆粮仓”。1959 年，石人子乡的一
处考古探沟中，就发现大量马鞍形石磨和炭化
麦粒层。早在唐代，巴里坤已是中央在西域屯田
的重要据点。巴里坤仍然保存着规模宏大的清
代粮仓。
　　巴里坤县文旅局局长蒋晓亮的讲解就像说
评书：“我们现在看到的粮仓有八座，是清代乾
隆三十八年修建的，叫‘八王议政’。东边四座，
西边四座，里面的结构和北京的‘南新仓’是一
样的。‘南新仓’建于明朝，体量比这个大一些，
我们这个叫‘常平仓’，相当于‘中央储备库’。”
　　蒋晓亮还介绍，巴里坤是蒙语“老虎前爪”

的意思。在天山沿线，出土过大量与虎图腾有关
的历史遗迹遗物，连古代岩画中，都有大量虎形
图案和纹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谓“四神”之说，即
代表东方的青龙、西方的白虎、南方的朱雀和北
方的玄武。为什么代表西方的图腾会是老虎呢？
长久以来缺乏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在新疆东天
山一带，存在大量虎的图腾崇拜，或许两者之间

存在某种暗合。
　　发现楼兰古城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称，
在新疆时曾多次目击老虎。在《我的探险生涯》
一书中，斯文·赫定收录了一张自己素描的新疆
虎画像。他写道：“塔里木河三角洲中芦苇高大，
有老虎在此捕捉野猪。”

　　我国古代典籍中对于新疆虎的记载并不详
细，但可以确定，至清代中期，新疆虎仍然广泛
分布在新疆各地。
　　尴尬的是，新疆虎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走向
灭绝，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乾嘉时期清代在新疆
屯垦的兴盛。这一时期的屯垦活动主要为军屯，
以后陆续兴办旗屯、遣屯、民屯和回屯。这种大
面积的屯垦让新疆地区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系统
雪上加霜，使得新疆虎的生存领地大量缩减。
　　所幸，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进步，
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由“征服”转变成“共处”。
中科院也启动了“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科技
工程”，希望新疆虎的悲剧今后不会再重演。

伊吾城往事

　　人类社会如何改变地球的例子比比皆是，
以至于考虑到这些巨大影响，诺贝尔化学奖获
得者、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本世纪初就
建议，称我们正在经历的时期为“人类世”。
　　今年 5月，由 34名科学家组成的人类世工
作组（AWG）投票决定，地球已进入新地质时
代———“人类世”，并指出 20 世纪中叶是“人类
世”的起点。虽然国际地层委员会（ICS）尚未批
准这个新术语，但 AWG 将在 2021 年之前向
ICS 提交一份正式提案，以定义我们当前的时
代。“人类世”概念的核心在于，人类活动对地球
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了自然变化的影响。
　　虽是绕不开的必然，还是让人们心有戚戚
焉。有心理学家认为，焦虑的与日俱增和自然缺
失密不可分。感谢哈密，记者在伊吾县淖毛湖
镇，在这片中国境内分布最集中、同时也是世界
仅存的三大胡杨林里，尚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力
量，与人类的渺小。
　　胡杨，别名异叶杨，因为叶片形状变化很大
得名。幼树和嫩枝上是披针形，中年树枝上就变
成卵形或肾形。志愿者陈小娓回京后把采集的
不同形状叶片塑封起来，直接用在北京自然博
物馆植物展厅讲解里了。
　　胡杨 6000 多万年前就开始在地球上生存，

是随青藏高原隆起而出现的古老树种。和大家
熟知的银杏一样，也是“活化石”，一棵胡杨的主
根，可以穿透地层一百多米。其“生而不死一千
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的“标
签”早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在此看到胡杨林多数
主干不高，且干枯如盘龙如根雕，其间还有无数
倒下的树干和散乱的残枝。神奇的是，在一些干
枯的树干根部又看到细嫩如柳条的新枝叶，在
夕阳中摇曳多姿。
　　 47万多亩的壮观胡杨只看到边角，足以洗
刷心灵。没有小桥流水，只见枯藤老树，古道西
风中，人在天涯，却是万丈豪情。归来路上，打开
车窗还忍不住拍。
　　随科考队到达伊吾县城时已是晚上 10 时
许，回房间就觉得院子外黑魆魆的不只是夜色，
第二天天光大亮，这一望去，才发现一墙之隔竟
是伊吾保卫战的主阵地——— 英雄峰。
  回溯到 1950 年 3 月 30 日清晨，一个本该
阳光灿烂的日子，被一阵枪炮声震碎了。此后
40 天里，伊吾这个小县城成为解放军高级指战
员关注的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保卫战之凶险
不再赘述，光是那匹沉着机智完成了危险的送
水、送粮、送弹药等重任的枣骝马，就已永载史
册与人心。可惜将赴归途，无暇拜谒。
　　拉拉杂杂，仍道不尽哈密无尽风情。每每回
味，如饮纯酿，在这秋风沉醉的夜晚，梦回天山。

  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东部的哈密市，由于东天山

横亘其间，其地形地貌和气

候特点基本代表了新疆全

境的风貌，有“新疆缩影”之

称。虽然作为“城市”的历史

并不长（ 2 0 1 6 年撤地建

市），但距今一万年前就有

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了。在史

前，更是书写了龙腾天下的

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