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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别来⽆无恙

光阴似箭，⼀一晃⼜又是将近两个⽉月的时光了了。

因了了假期的缘故，上个⽉月便便“偷懒”休刊了了⼀一

期，不不仅⾃自⼰己能⼩小⼩小的休息⼀一次，也减轻了了

⼤大伙⼉儿对于我催稿的压⼒力力，两全其美。

坏处⾃自然也是有的，⼀一是⼤大家好像被邀稿就

失去了了动⼒力力，造成了了这期只有两篇稿⼦子，实

在是看不不下去的本主编只能临危受命，除了了

专栏还得再补⼀一篇，也算是换了了假期停刊⽋欠

下的“债”；⽽而是我本⼈人隔了了这么久才开始⼜又

投身于此，竟⽣生出了了些许疏离之感，⽂文笔也

好似不不如原来顺畅恣意了了。

总结起来就⼀一句句话：看来这⼈人就跟⻋车轮⼦子⼀一

样，还是不不能闲的太久，要不不就轴了了，再开

起来可就费劲喽。

内容虽单薄点⼉儿，可是质量量却着实不不差，这

期⾥里里除了了我的那篇拙作⽤用来抛砖引⽟玉之外，

还有刚从海海外交流回来的步⻘青的学习体验，

带给⼤大家更更⼴广阔的世界和全新的视⻆角，看看

国外的同⾏行行们是如何对待科研的，发⼈人深

省；更更有两期博后专题都没覆盖的了了的遗珠

之作-江⻰龙⻜飞师兄关于抗⽣生素抗性研究“两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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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的精彩论述，读来让⼈人⼝口⻮齿⽣生⾹香，有醍醐灌顶之效。

眼下是九⽉月底快进⼗十⽉月的时节了了，要是搁在北北⽅方的家乡，早已

是⼀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色了了，可南⾄至⼴广州，仍旧是短裤T恤，空调

不不能停的炎炎夏⽇日。不不过就在我写稿筹备的这⼏几⽇日，早晚的天

⽓气竟突然有了了些许凉意，看来秋天的脚步倒也加快了了不不少。

不不论南北北，这九⽉月都是收获的季节。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也是

相遇⼜又别离的时节。我们组送⾛走了了毕业的昊余师姐，也迎来了了

不不少新鲜的⾯面孔。

⽽而我竟在不不知不不觉间，从当年年群⾥里里“超⼤大号的⼩小师弟”变成了了“不不

那么⼤大号可能是中号的不不少师弟师妹的师兄”了了。

从⼤大⼆二下刚认识张⽼老老师，⼤大三第⼀一次来⼴广州跟我懿姗姐做实验

认识⼤大家算起，已经五六个年年头了了。犹记得那时刘昕⼩小姐姐还

在读博，组内的GC-MS还在306的隔壁，我和另⼀一位孟轲⼀一边

刷瓶⼦子⼀一边欣赏师姐专注认真的倩影，有些仰慕⼜又不不失猥琐。

⽽而如今刘昕⼩小姐姐已嫁为⼈人妇，how time flies!

也不不知我这主编还能当多久，不不过每⽉月⼀一期的陪伴倒仿似沙漏漏

般，时时提醒我时间的流逝，脚步也未敢停歇。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跬步集，好久不不⻅见，别来⽆无恙。

⽽而我竟在不不知不不觉间，

从当年年群⾥里里“超⼤大号的
⼩小师弟”变成了了“不不那么
⼤大号可能是中号的不不少

师弟师妹的师兄”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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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日本中部⼤大学访学记 
徐步⻘青

2019年年5⽉月6⽇日，劳动节刚结束，在与张⽼老老

师匆匆⻅见过⼀一⾯面，简单的规划了了下⼀一步⼯工作

之后，我便便踏上了了前往⽇日本的⻜飞机。⼯工作计

划是在⽇日本中部⼤大学，河村公隆隆 (Kimitaka 

Kawamura) 先⽣生课题组进⾏行行为期三个⽉月的

访学。河村先⽣生是研究⼆二元羧酸类化合物的

⿐鼻祖，在这⼀一领域已经耕耘了了三⼗十多年年之

久。⾃自我⼊入⻔门以来，阅读过的关于⼆二元羧酸

的⽂文献⼤大多出⾃自他的名下。希望能在河村先

⽣生已经构建的⼆二元羧酸研究体系（浓度—稳

定同位素）下更更进⼀一步，引⼊入单体放射性碳

同位素技术的我，对拜会河村先⽣生已期待良

久。张⽼老老师也希望我能出去看看其它实验室

的⼯工作模式，多感悟⼀一些“形⽽而上”的东⻄西，

遂有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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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部⼤大学，

坐落于爱知

县春⽇日井市

——⽇日本近

畿地区的⼀一

座⼩小城。春

⽇日井⻄西南约

20公⾥里里，便便

是爱知县的

⾸首府，⽇日本

史中地位显赫⽽而有中京之称（地理理上位于东京和⻄西京之间）的

名古屋市。战国时代三⼤大名，横扫战国的织⽥田信⻓长，统⼀一⽇日本

的丰⾂臣秀吉，创建幕府的德川家康皆出⽣生于此。在名古屋市中

⼼心的热⽥田神宫⾥里里，供奉着传说中的⽇日本三神器器之⼀一的“草稚剑”。

从名古屋出发，沿着新⼲干线⼀一路路向北北，便便到了了中部⼤大学。

中部⼤大学在⼀一座名为“春⽇日丘”的⼩小⼭山包上，周边散落着农⽥田和零

星的村庄。学校不不⼤大，步⾏行行半⼩小时便便能环绕⼀一圈，学⽣生也只有

三千余⼈人，且⼤大多住在校外。到了了傍晚，学⽣生们踩着单⻋车蜂拥

飙下⼭山去。彼时⽇日影⻄西斜，⼈人影散乱，树林林荫翳，这⾥里里成为了了

群⻦鸟的天堂。确乎是适合闭关，净⼼心写⽂文章的佳处。

（⼆二）

河村先⽣生作为有机地球化学领域的⽼老老前辈，是⽇日本有机地球化

学学会的会⻓长。⾃自他从北北海海道⼤大学退休，回到中部⼤大学任职

后，每天都要驱⻋车50公⾥里里余，从隔壁岐⾩阜市的家中来校⼯工作。

彼时⽇日影⻄西斜，⼈人影散

乱，树林林荫翳，这⾥里里成

为了了群⻦鸟的天堂。确乎

是适合闭关，净⼼心写⽂文

章的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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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年年逾七⼗十，先⽣生依旧精神矍铄，

每天挺着笔直的腰板，穿着⻄西装，奔

波在办公室，会议厅，实验室之间。

学⽣生们都说，先⽣生唯⼀一的兴趣就是做

科研，写⽂文章。与先⽣生接触后，确实

让我深刻感受到他对科研纯粹⽽而极致

的热爱。

第⼀一天抵达中部⼤大学，是上午11点，

河村先⽣生即约我当⽇日下午两点⻅见⾯面⼀一

聊。简短的寒暄之后，先⽣生拿出笔记

本，翻出了了半年年前他在地化所访问，

听我讲报告时，做下的记录。我⻅见他

⽤用 铅 笔 在 ⾸首 ⾏行行 端 正 地 记 下 ⼀一

个“Xu”字，随后竟⼀一边听我汇报，⼀一

边承续上⽂文做起了了记录。在讨论过程

中，河村先⽣生展现出他对空⽩白、回收

率、不不确定度、精度这些质控标准的

极度苛刻，甚⾄至对有效数字、标点和语法上的⼩小错误也极其敏敏锐。这不不禁让我有些紧张，甚

⾄至有点汗流浃背。此后的⼏几周时间⾥里里，由于⼀一批数据迟迟没有拿到，我与他的下⼀一步讨论计

划也⼀一直没有落实。先⽣生每次遇到我，都会关切的问⼀一下我的进度，何时与他讨论，这让我

感到羞愧，甚⾄至有点害怕碰⻅见他。所幸之后，我们顺利利地测出了了数据，我也逐渐开始注意起

这些科研⼯工作中的⼩小细节。随后我⼜又与先⽣生进⾏行行了了数次汇报讨论，先⽣生也愈发满意了了起来。

离开前的最后⼀一次讨论，先⽣生表现得出对我们“⼆二元羧酸单体放射性碳同位素技术”的应⽤用结

果⾮非常兴奋，并认为我可以写出⼀一系列列很好的科学故事。这让我⼗十分感激，也倍感⿎鼓励。与

先⽣生相处，总不不免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又抑或是秉持了了⽇日本学者身上惯有的严谨

认真的特质，于涓流细微处影响着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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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验室、仪器器房和办公室都只有⼀一墙之隔，不不到五步的距离，这样的布置确为⽇日常琐碎的科

研⼯工作提供了了极⼤大的便便捷。简洁是实验室最⼤大的特⾊色，就连试剂瓶都缠绕着不不同颜⾊色的胶

带，可以⼀一⽬目了了然地了了解到其使⽤用⽅方式。每个⼈人都有⼀一⼩小块专属的实验区域，颇有“谁污染谁

治理理的原则”的意思，倒也⼲干净利利落，互不不影响。实验室⾥里里有不不少⾃自主设计，优化的⼩小装置，

为实验操作提供了了更更多便便捷，想必它们都是曾在这⼉儿⼯工作的前辈们凝聚下来的经验和智慧。

仪器器房⾥里里的仪器器都有些年年头了了，焕发着浓郁的“⽼老老地球化学⻛风格”。GC/FID连接着⼀一台泛⻩黄的

NEC打印机，依稀还能看出⽇日本80年年代半导体⾏行行业的最后荣光。谱图只能打印出来后，将峰

⾯面积⼿手动输⼊入PC中以处理理数据。⽽而GC/MS连接的电脑还是安装的Windows 98 的系统，且

主机没有USB 端⼝口，与外界的数据互通只能依靠⼀一张⼏几⼗十兆的软盘。反复⼋八次才把⾃自⼰己测试

的数据全部转移出来的过程缓慢⽽而⾟辛苦，总会让我回忆起⼩小时候⽤用⼀一张软盘从⼩小伙伴家往返

奔波⼗十⼏几趟才拷⻉贝下“仙剑奇侠传”过程中的那份期待。河村先⽣生认为每个进仪器器的样品都应

受到严谨的设计与监控，且需即时对结果进⾏行行评估，得到反馈，因⽽而要求所有的样品都采取

⼿手动进样法，实验⼈人员在旁实时监督。甚⾄至先⽣生下班前也时常会来检查各仪器器的运⾏行行状态。

仪器器房⾥里里有⼏几本厚厚的笔记本，清楚地记录着⾃自2005年年以来，在每台仪器器上⼿手动进样的每个

样品的信息，包括编号，测样时间，进样体积，样品含义等。每当我在识别Organic tracer谱

图遇到困惑时，总能通过翻阅记录本，从前辈们的经验⾥里里找到参考。在⾃自动化技术⽇日益发展

的今天，这样的要求不不免有些影响⼯工作效率，但也正得益于此，这些仪器器熬过了了漫⻓长的岁

⽉月，像步履履蹒跚却⽬目光坚定的⽼老老⼈人，坚守在科研的⼀一线，产出着严谨的数据，为后来者提供

可靠的⽀支撑和宝贵的经验。不不仅是仪器器，试验⽤用品也都保存得很完善。我使⽤用的tracer标

样，竟然还是2004年年王格慧⽼老老师在这⼉儿做博后时配制的，⾄至今⽤用来效果依旧不不错，免去了了重

配标液的烦恼。

或许要归功于⽇日本恪守秩序，讲求规则的习惯，加之河村先⽣生在领域内专精⼏几⼗十年年，对科研

⼀一以贯之的严谨认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样的实验室底蕴，成为了了来这⾥里里每个研究

者脚下的坚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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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办公室⾥里里还有三位博⼠士后，两位来⾃自印度，⼀一位来⾃自尼泊尔，皆在⽇日本留留学有六七年年了了。也

许是担负着更更多国家和家庭的压⼒力力，与当地的中国留留学⽣生⼀一到周末、节假⽇日便便呼朋唤侣四处

旅游不不同，他们每天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研究⽣生活。从上午九点⼀一直⼯工作⾄至下午六点，中途极

少休息，也鲜在办公室中闲聊。虽说这样难免枯燥，但平均下来，它们每个⼈人都已⼿手握⼗十⼏几

篇⼀一作⽂文章，可谓是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了了。

⼏几位前辈都有多年年的⼆二元羧酸研究经历，故⽽而我时常向他们请教。他们对领域内的研究⽅方向

有着敏敏锐的感知，总是能旁征博引海海量量的⽂文献，对于年年份、作者、期刊如数家珍，每每让我

觉得⾃自⼰己的⽂文献阅读实在太过贫瘠。数据讨论上，他们也有不不少精辟的⻅见解，让我佩服不不

已。敬佩之余，更更多的还是感激。尽管总是不不合时宜地向他们请教，且⼀一聊就是数个⼩小时，

他们也总是愿意放下⼿手头正在撰写的⽂文章来帮助我，丝毫没有不不耐烦的情绪。经历了了⼏几个⽉月

的交流、锻炼，我也终于从被动接受观点到可以和他们谈笑⻛风⽣生。恰逢“⼭山⼤大留留学⽣生事件”的

持续发酵，我想，对于留留学⽣生，相⽐比⼀一味⽣生活上的帮助更更重要的还应是思想、学术以及⽂文化

的交流碰撞，这样才能彼此才能收获相互的尊重吧。

（五）

提笔⾄至此，想起周总理理昔年年东渡⽇日本时所作之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

年年图破壁，难酬蹈海海亦英雄。”，磅礴豪

迈，颇有祖逖中流击楫之势。置身在⽇日本这

个近⼀一百多年年与中国命运交织激荡的国家，

不不免⼼心驰神往起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济世

经国之业。时间再往前追溯，是鲁迅明悟医

者治⼈人，⽂文章济世的仙台，是陈天华奋⽽而蹈

海海的⼤大森湾，是孙中⼭山、⻩黄兴草创同盟会的

东京，是徐锡麟、杨度、李李⼤大钊、蔡锷⼀一众

爱国志⼠士为探寻救国真理理⽽而负笈留留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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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彼此政⻅见不不同，信仰相异，却都为国抱着鞠躬尽瘁之志，死⽽而后已。⼀一眼百年年，惊叹于⽇日

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家秩序井然，国⺠民素质⾼高，⽂文化教育先进，确乎还遥遥领先于我们改

⾰革开放40年年的成果之余，也不不免看到了了墙外世界那些⻄西⽅方国家的傲慢与偏⻅见。如今国内虽歌

舞升平，⼀一⽚片欣欣向荣，吾辈⻘青年年亦不不容卸甲。“海海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望与

诸君共勉勉。

                                                                                                                     7⽉月31⽇日于名古屋

9



Letter

抗⽣生素抗性研究领域的“两朵乌云”
江⻰龙⻜飞

抗⽣生素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在此之前，且不不说令⼈人闻⻛风⾊色变的结核杆

菌、麻⻛风杆菌、梅梅毒螺旋体，即便便是普通的

⽪皮肤伤⼝口都可能收割⼈人命。抗⽣生素直接改变

这⼀一窘境，横亘在⼈人类健康和病原菌之间，

靠⼀一⼰己之⼒力力将⼈人类的平均寿命提⾼高了了⼗十多

年年。遗憾的是，世间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

情，病原菌们从未屈服，反抗愈演愈烈烈，似

乎要将失去的⼏几⼗十年年加倍讨回来。这次，它

们携带了了新的武器器--“抗⽣生素抗性基因”，不不

再惧怕抗⽣生素。

抗⽣生素抗性基因对⼈人类的伤害直接且致命，

引发了了⼤大量量关注。有⼈人做调查，有⼈人寻机

制，科研⼈人员通过不不断努⼒力力，对环境中抗⽣生

素抗性基因的存在、迁移和归趋做出了了各种

解读，给了了我们相当多的启发。然⽽而，相较

于普通污染物，抗⽣生素抗性基因兼具⽣生物学

特征，给该领域的研究蒙上了了阴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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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而晴朗的天空却被两朵乌云笼罩”。当然，抗⽣生素抗性基因研

究⽅方兴未艾，问题何⽌止千万，由于知识有限，只能在两个⽅方⾯面

稍作解读。

⼀一、“抗⽣生素抗性基因”真的是抗⽣生素抗性基因么？

在环境研究领域，抗⽣生素抗性基因研究⽅方式主要有3种。第⼀一种

是⾼高通量量定量量PCR技术，根据已有抗⽣生素抗性基因信息，设计

引物，对样品中的各类抗性基因进⾏行行定量量；第⼆二种是基因芯⽚片

技术，同样是需要已有抗⽣生素抗性基因信息，合成⼀一段单链

DNA，通过碱基互补配对原则，特异性结合环境样品中的抗性

基因⽚片段，从⽽而对样品中基因的种类和数量量进⾏行行鉴定；第三种

是宏基因组技术，直接测定环境样品中所有DNA信息，再根据

已有抗⽣生素抗性基因信息，识别样品中抗性基因种类和数量量。

这三种⽅方法各有优点，第⼀一种定量量准，第三种信息量量⼤大，第⼆二

种则相对中庸。三种⽅方法也存在共同的缺点。⾸首先，信息不不

全，三种⽅方法均基于已有抗⽣生素抗性基因序列列数据库。其次，

难以界定获得的抗⽣生素抗性基因是否真的具有功能。要让基因

发挥预想的功能其实并不不容易易，⽣生物基因组中常常含有⼤大量量不不

表达或者没功能的基因序列列。有时候，简单的⼏几个序列列发⽣生变

化，整个基因的功能就会发⽣生巨⼤大改变。除了了基因结构完整准

确，上下游的调控序列列也会严重影响基因功能发挥。此外，当

我们考察抗⽣生素抗性基因起源时可以发现，微⽣生物中存在⼤大量量

与抗性基因序列列相似却不不具备抗⽣生素抗性的基因。它们仅仅作

为某些化合物的脱毒基因，或者外排泵编码基因。只有当关键

位置序列列突变后才会变成具有抗⽣生素抗性的基因。因此，⼤大家

⽬目前也⽐比较认同，我们研究抗⽣生素抗性基因只是研究对抗⽣生素

抗⽣生素抗性基因研究⽅方

兴未艾，问题何⽌止千

万，由于知识有限，只

能在两个⽅方⾯面稍作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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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性的潜⼒力力，是⼀一个间接结果，还不不能直接将其作为抗性指标。如何建⽴立⼀一套直接的评价指

标显得尤为重要。

在此，暂且定义⼀一个粗浅的指标——抗性传播⼒力力。若把环境中抗⽣生素抗性基因作为污染物看

待，我们最害怕的就是环境能将抗性基因转移给病原菌的能⼒力力。我们需要做的是对这种转移

能⼒力力做出定义。基于这⼀一⽬目标，单纯考察抗性基因是不不够的，我们显然⽆无⼒力力考察真正发挥抗

性功能的基因总量量及其活性，考察抗性微⽣生物数量量与种类的变化才是⼀一个合理理指标。⽬目前，

已有研究⼈人员利利⽤用荧光蛋⽩白偶联抗性基因进⾏行行了了相关研究，但是单⼀一基因、物种、质粒往往

导致研究结果缺乏代表性，也不不利利于评估未知抗性基因的传播能⼒力力。最近，我们试图结合本

课题组的优势，采⽤用稳定性同位素探针技术，考察原位环境中的抗⽣生素抗性微⽣生物，并对抗

⽣生素抗性传播能⼒力力定量量化。该⽅方法建⽴立需要解决3个关键问题：第⼀一，模拟菌群构建，已知

菌群测试可以提⾼高⽅方法的认可度；第⼆二，抗性微⽣生物识别，包括⼴广谱的抗性微⽣生物标记物的

选择，实验参数改进，识别准确度和精确度确认；第三，抗性微⽣生物与⾮非抗性微⽣生物基因组

拆分。希望能在不不久的将来解决这些关键问题，完成⽅方法构建。

⼆二、如何修复抗⽣生素抗性基因污染

污染物修复是环境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科研⼈人员通过探讨植物、堆肥等处理理

⽅方式对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影响，以期获得优良的修复⼿手段。部分研究结果也证明，相关处理理

确实可以降低环境中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含量量。然⽽而，抗⽣生素抗性基因不不同于其他污染物，其

以微⽣生物为宿主，在极端适宜条件下可以以指数⽅方式增殖，令污染修复蒙上阴影。举个极端

的例例⼦子，假设存在对氨苄敏敏感和耐性的两种⼤大肠杆菌A和B。我们通过⼀一定⼿手段，令耐性菌B

数量量从99%降低到1%，相应的抗性基因也会降低99倍，从表⾯面上看，这是极富效率的修复

⽅方式。此时，向培养基中添加氨苄并在37℃下进⾏行行胁迫培养，敏敏感菌含量量不不再增加，⽽而耐性

菌最快可以以20分钟两倍的速度增⻓长，200分钟可以增加⾄至1024倍（营养允许的条件下）。

可⻅见，抗⽣生素抗性基因污染修复的关键不不在于数量量多少，⽽而在于其有⽆无。鉴于抗⽣生素抗性基

因的特殊性，暂时尚未看到也未想到真正有效的修复⽅方式。做⼀一个猜测，也许可以从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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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抗性基因的⽣生态功能⻆角度⼊入⼿手，尝试营造合适的环境，增加抗性基因带来的负担，降低

其⽣生存进化优势，让微⽣生物选择丢弃抗性基因。

⼈人类对⾃自身健康的重视必然导致抗⽣生素抗性基因研究⻓长盛不不衰。现有情况下，要么解决新型

抗⽣生素筛选问题，要么解决抗性基因污染问题。前者是医药⼈人的领域，他们有的开发⼩小分⼦子

抗菌肽，有的向海海洋等新环境索要有效药物，从⽽而为⼈人与微⽣生物的战争提供更更多武器器；后者

则是我们环境⼈人的专场，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抗药性问题。然⽽而，⽬目前这两个战场都打

得⼗十分艰⾟辛，这是憾事，也是好事，我们环境⼈人⼤大有⽤用武之地。

道阻且⻓长,⾏行行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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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

⻄西游记

张伯⻰龙

加着我微信的朋友们或许有些印象，趁着⾼高

温假的空闲，我到祖国的⼤大⻄西北北旅游了了⼏几

天，⾜足迹踏及⼭山⻄西、陕⻄西、⽢甘肃和⻘青海海等省

份。祖国幅员实在太过辽阔，便便是如我⼀一般

爱玩之⼈人，⾃自幼每年年少则⼀一两次，多则数次

的出游，也尚未涉⾜足于此。

恰逢跬步集暂时休刊后的第⼀一期，⼤大家可能

还沉浸在假期的闲适愉悦中，投稿的不不多，

本主编⼀一时技痒，便便班⻔门弄弄斧、抛砖引⽟玉的

来上⼀一篇，取名“⻄西游记”，是为题。

⻄西北北地⼴广⼈人稀，景点间的距离⼤大都相距甚

远，即便便是城市之间也是动辄⼏几百公⾥里里的路路

程，所以游览的⽅方式⼤大多是租⻋车或⾃自驾，我

们也并不不例例外，这⼀一圈从河北北出发⼜又回到温

暖的“国际庄”，⼤大约跑了了5000公⾥里里有余。路路

线的选择上，除开偶尔的“故意跑偏”以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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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戈壁的荒凉之景，⼤大家基本上都⼤大致是沿河⻄西⾛走廊来⾏行行

进，只是顺或逆时针的区别。

千百年年来，技术在不不断进步，交通⽅方式今⾮非昔⽐比，就连朝代都

更更迭了了不不知多少遍，⽽而我们却依然在沿着古⽼老老的河⻄西⾛走廊⽣生

活、游历，这不不禁令⼈人感慨。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它却有如

定海海神针⼀一般，静默的看着从我们的先⺠民⾄至今的悲欢离合，不不

动如⼭山。为避免落⼊入⼤大部分游记流⽔水账的俗套，我想不不如便便由

这河⻄西⾛走廊讲起，由它来串串起这次美妙的旅⾏行行和数千年年⾎血泪与

欢笑的历史。

翻开⽢甘肃的版图来看，你可能会疑问它的形状为何犹如哑铃⼀一

般，⻄西北北和东南各占⼀一块⼴广袤的区域，⽽而却只有中间柳柳叶般细

细⼀一绺的通道来连接。这通道不不是别处，正是因位于⻩黄河以⻄西

得名的，伟⼤大的河⻄西⾛走廊。

千百年年来，技术在不不断

进步，交通⽅方式今⾮非昔

⽐比，就连朝代都更更迭了了

不不知多少遍，⽽而我们却

依然在沿着古⽼老老的河⻄西

⾛走廊⽣生活、游历，这不不

禁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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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带来的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隆隆

升，⾼高耸⼊入云的祁连⼭山脉挡住了了⼤大洋湿润的⽔水汽，造就了了⻄西北北

⼴广阔垠的沙漠⼽戈壁，但也正是由于祁连⼭山融雪的灌溉和冲积物

的覆盖，使得⼭山麓绿洲连⽚片，沃野良⽥田，⼈人们逐⽔水草⽽而居，经

年年累⽉月便便形成了了这窄窄⼀一条的咽咽喉要道——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得名于汉代，彼时此地由匈奴把守，河⻄西⾛走廊恰好能

使东北北内蒙古⾼高原⼀一带的匈奴和⻄西南的羌⼈人得以联通勾结，不不

时进犯中原烧杀劫掠，成为汉朝的⼼心头⼤大患。情况终于在汉武

帝时得到了了转变，经由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和卫⻘青等⼀一批猛

将连年年征战，匈奴的势⼒力力⼤大⼤大被削弱，汉朝正式将河⻄西⾛走廊完

全的纳⼊入了了⾃自⼰己的版图。

河⻄西⾛走廊成为联结中国

和⻄西域的重要甚⾄至是唯

⼀一通道，经贸往来、⽂文

⼈人商贾皆有赖于此，甚

⾄至成为将来丝绸之路路的

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了

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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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开重要的军事意义不不说，河

⻄西⾛走廊成为联结中国和⻄西域的

重要甚⾄至是唯⼀一通道，经贸往

来、⽂文⼈人商贾皆有赖于此，甚

⾄至成为将来丝绸之路路的重要组

成部分，发挥了了巨⼤大的经济和

社会价值。

沿着这历经千年年⻛风霜的河⻄西⾛走

廊游历，不不仅可以领略略到雄奇

壮美的⾃自然⻛风光，更更可以探寻

到先⼈人祖祖辈辈⽣生活于此的种种痕迹和灿烂精美的⽂文化遗产，甚是精彩。

雪⼭山.⻘青草.湖泊

这确乎是⼀一条神奇的通道，沿着它慢慢⾏行行进，你⼏几乎可以找到这个星球上除了了海海洋之外所有

的地形地貌，从⾼高⼭山到平原，从草地到沙漠，不不⼀一⽽而⾜足。

伟⼤大的祁连⼭山在聚居于此的少数⺠民族的⽂文化⾥里里向来占有极其神圣的地位，⽽而它也确实如同⺟母

亲⼀一般，滋养孕育了了脚下的⼟土地，给⼈人⺠民以肥沃的⼟土壤和丰沛的⽔水源，在这茫茫⼽戈壁中独占

那⼀一缕清凉和绿⾊色。这⾥里里有全世界第⼆二⼤大军⻢马场⼭山丹丹军⻢马场，也有万亩的⻔门源油菜花海海，漫

步于此你会忘了了身处于⽓气候严酷的⻄西北北，仿若丰饶富庶的江南。

由于深处内陆⼜又降⾬雨稀缺，蒸发量量⼤大，河⻄西⾛走廊上的湖泊⼤大都为咸⽔水湖甚⾄至盐湖，但味道的

苦涩丝毫不不能影响它们景⾊色的甜美，这⾥里里有⾼高原上的蓝宝⽯石、我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海湖，也

有让⼈人分不不清天上地下的天空之境茶卡盐湖，还有尚待开发但绿得让⼈人⼼心醉的翡翠湖。⼀一连

串串的湖泊如同珍珠项链般绕于这⻄西北北⼤大汉的脖颈，为这粗糙狂放的⽓气质平添了了⼏几分妩媚与优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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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壁画.城关

作为沟通中原和⻄西域的重要

往来通道，河⻄西⾛走廊沿线形

成了了中⻄西合璧、融汇交融的

独特⽂文化。即便便是虔诚的宗

教信仰，于这⾥里里似乎也并⾮非

⼀一成不不变，反倒是具有了了⼀一

丝包容万物的宏⼤大⽓气象。

中国的四⼤大⽯石窟这⾥里里独居其

⼆二，开凿于后秦的⻨麦积⼭山⽯石窟和兴盛于隋唐的莫⾼高窟交相辉映，精美的造像和栩栩如⽣生的壁

画不不仅反映了了当年年国⼒力力的强盛，更更体现了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成为佛教和建筑艺术的⽂文

化宝库。由于名⽓气实在太过远扬，莫⾼高窟的⻔门票⼀一向是⼀一经发售便便被抢购⼀一空，此番我费尽

⼼心⼒力力⽅方抢到⼀一张能观赏四个代表性⽯石窟的B类⻔门票，虽⼼心有不不⽢甘但能近距离欣赏已是⼼心满意

⾜足；⽽而同组的刘昕⼩小姐姐与我不不谋⽽而合，也来了了⻄西北北，却专⼼心扎进莫⾼高窟的⽂文化海海洋中徜

徉，报名了了研修班的她除了了向公

众开放的⽯石窟之外，还能进⼊入⼀一

些尚未⼤大规模展览的洞洞窟，实在

令⼈人羡慕嫉妒恨了了。

除开阳春⽩白雪的造像壁画，守护

着灿烂却⼜又脆弱的⽂文明的便便是这

铁⾎血的城关了了。循着坑坑洼洼的

台阶⾛走上关⻔门，眼前“天下第⼀一雄

关”的牌匾告诉你这是曾经我⼤大汉

辽阔疆域的尽头。远望为雪⽩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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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山⽯石窟(shot by Bolong)

嘉峪关.⻓长城.祁连⼭山(shot by Bolong)



的巍巍祁连和绵延不不绝的⻓长城，回想当年年的⾦金金⼽戈铁⻢马和铮铮铁

骑，不不禁⼼心⽣生苍凉之意。此时此刻，我终于能理理解幼时书本上

那些开阔悲凉的边塞诗是如何⽽而来，那思乡家国的情怀是因何

⽽而起，身处于此，唯祈愿我泱泱中华从此不不再为外族侵扰，奋

⼒力力⾃自强。

说来有趣，这⼀一趟⻄西北北之⾏行行给我留留下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那些充

满古意的城池的名字，即便便仅仅只是读出他们你也仿佛能感受

到当年年的豪情壮志、意⽓气⻛风发：张掖——“张国之臂掖，以通⻄西

域”；武威——“扬我⼤大汉武功军威”；酒泉——“城下有泉，其⽔水

若酒”，敦煌——“辉煌盛⼤大，灿烂夺⽬目”。

这篇游记该如何结束呢，洋洋洒洒的写了了不不少，我仔细地想

着。

唯祈愿我泱泱中华从此

不不再为外族侵扰，奋⼒力力

⾃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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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雄关(shot by Bolong)



再⻓长的旅途也终有结束的⼀一天，即便便是⻓长如⼈人⽣生。这次⻄西北北之

⾏行行带来的不不仅是感官上的愉悦体验，更更是⼼心灵和精神的深刻感

悟。

趁着年年轻，那就别结束了了，接着出发吧。

最好的旅⾏行行永远是下⼀一次，⼼心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路上。

再⻓长的旅途也终有结束

的⼀一天，即便便是⻓长如⼈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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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寺(shot by Bol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