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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相⻅，故⼈归

⼜是⼀年的暑假，⼜是⼀个炎热的夏季。

⼴州继仿佛满世界都在发霉的回南天之后，

已经⽉余没怎么下过⾬了，天⽓热到在户外

即使不剧烈活动只是静静呆着，亦会得到⼀

身湿透的⾐衫。

学⽣们对于这夏季⾃然是最有感情和怀恋的

那⼀拨⼈了，虽然屋外骄阳似⽕，但有了暑

假的加持，这反⽽是最悠闲舒适的⼀段⽇

⼦。按理说进⼊研究所已进⼊硕博阶段，没

了上课考试的压⼒，甚⾄还有⼯资补助可

拿，已经算不得纯粹的学⽣了，可毕竟尚未

完全步⼊社会，“恬不知耻”地说还保留着些

许⽩⾐飘飘年代的纯真，那便姑且算是半个

学⽣吧。

除开孩提时的⽆忧⽆虑疯跑疯闹，进⼊学⽣

时代后对于暑假和夏天印象最深的莫过于⼀

本本⻓得都⼤差不差、内容五花⼋⻔却年年

都按时降临的《暑假⽣活》了。作为⼀名光

荣⽽苦逼的“⽼师家的孩⼦”，我暑假的⻓度

基本上是⺟亲暑假⻓度的⼦集，其他孩⼦疯

玩⼀⽉半狂补作业⼀星期的幸福节奏在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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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灰⻜烟灭镜花⽔⽉了，只能是战战兢兢的认真完成。

甚⾄连流⽔账的⽇记也是每天定点打卡记录，即使看起来好像

并不是这样。

进⼊中学后暑假貌似就离我越来越远了，低年级时先修⾼年级

时备考，只不过是不⽤去学校，换个地⼉接着上课罢了。原因

⽆他，我⽣⻓在⼀个有“举国闻名”的衡⽔中学的省份，只有拼命

努⼒才不⾄于被拉下的太远。本以为⼤学的暑假应该是终于可

以轻松快乐的度过了，没想到阴差阳错的进了地⼤学了地学，

四年的暑假被三个野外基地的实习占去了四分之三。不过野外

的⽇⼦虽说是苦了点，有⼀群狐朋狗友作伴，倒也能苦中作

乐。

时及今⽇，细看度过的那些夏天和暑假，或悲或喜都已化作⼈

⽣中闪光的回忆，习惯了它如⽼朋友般每年的如期⽽⾄，想必

未来⼀定会⼗分怀念。

想来对于曾经的学⽣和如今的“半个学⽣”⽽⾔，这段⽇⼦的特别

之处其实在于恰好作为承前启后的新旧之交，既有着挥别故⼈

和往昔的不舍，也充满迎接新伙伴和未来的期许。正如本期的

跬步集，有宣告“故⼈”昊余师姐归来的⻄藏游记，也有两位“新

⼈”师弟师妹的精彩⼤作。

⼈⽣两⼤幸事：初相识，故⼈归。倘如纳兰性德所⾔“⼈⽣如只

如初⻅”虽然新奇美好，但私以为未免太过薄情，浅浅之交，不

如深情久伴。

⼜或许这两件事本就是⼀件吧，“与君初相识，犹如故⼈归”，平

⽩⼀点，“世间相遇不过是久别重逢”。

习惯了它如⽼朋友般每

年的如期⽽⾄，想必未

来⼀定会⼗分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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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初次相⻅，请多多关照。

你好，好久不⻅，你过得好么。

不过如此，⼜真希望如此。

                                                                           主编伯⻰
不过如此，⼜真希望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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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地利⽤回归（LUR）模型在⼤⽓污染物中的应
⽤进展

⻢建初

1.引⾔

随着我国的⼯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空⽓污

染问题⽇益严峻，其引发的⼈群健康⻛险受

到了社会的⼴泛关注。2017年，我国仍有近

75%的城市PM2.5年均值浓度不能达到《环

境空⽓质量标准》(GB 3095-2012)的标准年

均限值。尽管已采取了严格的⼤⽓污染排放

控制措施，但⽬前我国仍是世界上⼤⽓污染

最严重的国家之⼀，并对我国居⺠的⽣命和

财产安全造成了巨⼤损失。⼤量研究表明，

⼤⽓污染不仅可直接导致⼈群死亡率升⾼，

还与多种疾病，如肺癌、⼼⾎管疾病和呼吸

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升⾼有关。2006年，我国

113个城市的居⺠因PM10污染造成的健康

经济损失⾼达3414亿元。2015年，我国近

110万⼈的死亡与⻓期暴露于⾼浓度PM2.5

有关。因此，精准模拟和预测空⽓污染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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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特征和健康⻛险，可为环保部⻔制定合理的空⽓污染物管

控措施提供科学⽀撑。

常规⾃上⽽下的排放清单预测⽅法常受限于清单的分辨率，多

以全国尺度或者区域尺度居多，在城区尺度的⼯作薄弱，不确

定性较⼤。国内的⼤⽓污染暴露或者流⾏病学研究，⼤多直接

将⼤⽓监测站的测量值作为⼈群暴露⽔平，忽略了⼤⽓污染物

的浓度空间分异，极有可能导致对⼈群健康⻛险估算误差。⽬

前，国内外模拟城市尺度⼤⽓污染物浓度空间分布的⽅法主要

有卫星遥感反演、⼤⽓数值模拟技术、扩散模型和⼟地利⽤回

归（Land Use Regression, LUR）模型等。虽然⼤⽓数值模拟

技术可精确模拟⼤⽓污染物的迁移及其在迁移过程中的化学反

应，但计算过程复杂。扩散模型具有同时考虑⼤⽓时-空变化的

优点，但对输⼊数据要求⾼，且在⾼空间分辨率的条件下误差

相对⾼。

相⽐之下，LUR模型对数据量及其精度需求较低，构建简单，

计算量少，⽆需输⼊污染物排放清单，只需获得城市下垫⾯信

息即可反映多种尺度的空间异质性，具有较好的应⽤前景。⽬

前LUR模型在欧美发达国家已⼴泛应⽤，但我国⽬前仅有少量

⼤⽓污染物的LUR实例研究。基于此，本⽂梳理了LUR模型近

期在⼤⽓污染物中的应⽤进展，探讨了其未来可能的改进和发

展⽅向，为其在健康⻛险评价和空⽓污染流⾏病学研究等⽅⾯

的拓展应⽤，提供了⽅法学参考。

2.⼟地利⽤回归（LUR）模型简介

LUR模型是⼀种模拟城区尺度⼤⽓污染物浓度空间分异的通⽤

模型，最早由Briggs等在1997年进⾏⼩尺度空⽓质量和健康分

LUR模型对数据量及其
精度需求较低，构建简

单，计算量少，⽆需输

⼊污染物排放清单，只

需获得城市下垫⾯信息

即可反映多种尺度的空

间异质性，具有较好的

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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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研究中提出。LUR模型可准

确定量⼩尺度下的污染物的时

空趋势，已在国外⼴泛应⽤，

是模拟城市街区尺度⼤⽓污染

物浓度及其时空分布最重要的

⽅法之⼀。通常污染物的空间

分布与下垫⾯环境和⼈⼝密度

等信息之间存在相关性，⽽

LUR模型基于⼤数据和数理统

计⽅法，建⽴空⽓污染物⽔平

与⼟地使⽤类型、⽓象因⼦、

⼈⼝密度等因⼦的关联，可预

测街区尺度下的空⽓污染暴

露，评估⼈群的健康⻛险。其基本思路是利⽤数⼗个采样点的⼤⽓污染物浓度作为因变量，

通过在地理信息系统（GIS）框架内获取站点周边的⼟地利⽤、交通、⼈⼝密度等数据作为

⾃变量，建⽴多元回归模型，以预测⼤⽓污染物浓度的空间分布，研究其影响因素。它对数

据类别和精度需求较低，模型构建简单，并且能充分反映⼩尺度污染物浓度的空间分异，具

有优良的转移性。LUR模型常⽤的变量类别包括⼟地利⽤类型、道路信息、⽓象数据和地理

条件四⼤类。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增加，变量类别中增加了卫星数据、污染物浓度、排放

源信息等。每个⼤类下根据不同研究的特点及数据的可得性⼜可衍⽣出多种⼦类变量，如：

⼟地利⽤类别下通常有建筑区、⽔体、林地等。表1总结了以PM2.5和NO2为代表的常规空⽓

污染物的LUR模型应⽤研究。

3.LUR模型的应⽤进展

近年来，LUR模型的研究和应⽤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持续完善，已⽇渐成为区域和城

市不同尺度下预测⼤⽓污染物浓度和时-空分布的有⼒⼯具，尤其适合为⼤⽓环境健康研究提

供更⾼的时-空分辨率的空⽓污染物信息。LUR模型近期的应⽤研究进展，主要包括更加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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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包容性更强的模型，如

扩展模型的预测变量类别、

通过联合其它⼤⽓污染模型

或利⽤其它建模⽅法构建模

型，进⼀步提⾼模型的时间

分辨率，以及应⽤于其它⾮

常规的⼤⽓污染物浓度预测

及其健康⻛险评估（表2)。

4 .LUR模型在我国的应⽤

我国的空⽓污染和城市⼟地

利⽤与欧美国家有较⼤差

别，尤其体现在污染源分

散、⼈群密度⾼、建筑⾼层

和⾼密度等特征上。我国关于LUR模型及其应⽤的研究⽬前研究⼤多集中在京津冀、⻓江三

⻆洲及⾹港等⾼速发展区域，研究结果亦⽀持LUR模型可⾏性与有效性。在⼤区域尺度上，

刘炳杰等和邱倩倩等为探索LUR模型在⼤尺度空⽓污染物模拟的适应性，分别构建了基于地

理加权的我国国家尺度LUR模型和京津冀地区LUR模型；宋万营等在对监测站点PM2.5浓度

进⾏空间化模拟的基础上，构建了湖北省区域尺度的LUR模型。在模型算法上，赵佳楠等利

⽤随机森林算法改良了LUR模型。李爽等[88]将主成分分析（PAC）与逐步多元线性回归

（Stepwise Multiple Line Regression, SMLR）相结合构建了LUR模型，以模拟区域PM2.5

浓度空间分布，其精度指标和制图效果皆优于常规LUR模型；陈雯君等采⽤⽀持向量回归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gression，SVR）改进了传统LUR模型，构建了预测PM10的

SVR-LUR模型。但总体来说，我国已有LUR模型研究多集中于常规空⽓污染物，鲜少关注多

环芳烃等持久性空⽓毒害物，对模型算法的改进有限，亦较少涉及环境健康⻛险评估和预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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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结与展望

⼟地利⽤回归模型作为⼀种重要的⼤⽓污染物浓度预测⽅法，具有对数据类别和精度要求较

低、模型构建快速简捷、能充分反映⼩尺度污染物浓度的空间分异，和转移性良好等优点，

⽇益⼴泛应⽤。随着新变量、新建模⽅法的⽇新⽉异，⽬前LUR模型还有较⼤的改进和发展

空间，如：如何改善模型在不同区域间和不同时间段间的迁移能⼒；如何在数据集规模和复

杂性不断的增加的情况下，同时提升模型性能等。相应地，可能通过利⽤已较为成熟的⼤⽓

传输模型与LUR模型联合建模，以提⾼模型的综合性能；通过利⽤⼤数据及物联⽹等新兴技

术，以⾼效及时地获取排放源信息；通过将机器学习技术运⽤在模型的构建上，以提⾼模型

数据的综合处理能⼒。此外，在LUR模型的应⽤上，过去主要⽤常规污染物的模拟和预测，

未来可以拓展⾄更多的有毒有害⼤⽓污染物及其健康效应的研究，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态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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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读《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有感

肖⾬薇

最近看了⼀本新书，是万维钢⽼师解读的

《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读完就

觉得⼼旷神怡，万般感慨原来物理学也可以

这么浪漫。相较于其他的科普类读物，这本

书仅六万字的内容，两个⼩时不到就可以读

完，也完美印证了它的名字——给忙碌者

的。这本书的作者尼尔· 德格拉斯·泰森是⼀

位以从事科学传播闻名的美国天⽂学家，主

持了近年来⼤热的科普纪录⽚《宇宙：时空

之旅》，还在著名美剧《⽣活⼤爆炸》⾥客

串。从书名就能看出，这是⼀本写给外⾏⼈

看的天体物理学读物，拨开浅显易懂的⽂

字，整本书的⼝吻轻快到它仿佛只是在讲⼀

个宇宙的故事，顺道向你炫耀间接证据的⼒

量。

利⽤间接证据来判断⼀堆复杂的事实，已经

是⽬前⼈类知识⽣成的⼀种常态了，天体物

理学这个领域太庞⼤，太模糊，很难做到直

接研究，只能选择间接证据这种“隔⼭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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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知识⼯具。问问⾃⼰，你是不是拥有利⽤间接证据、从⼀

两个迹象判断复杂事物的能⼒？《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这

本书更像⼀本范本、⼀个参考，我们每个⼈都应该想想，⾃⼰

能否将⾏业知识写成⼀本《给忙碌者的xxx》？当你已经可以把

厚书读薄、⽤最凝练的⽂字总结出⼀个⾏业的核⼼知识时，你

就已经相当于罗列了⼀个⾏业的间接证据清单，甚⾄是建⽴了

⼀个间接证据系统。

从⼤爆炸到⿊洞，从夸克到量⼦⼒学，从搜寻宜居⾏星到寻找

地外⽣命，这本书除了解释⼀些例如太空的空究竟有多空？银

河系⾥有什么？暗物质和暗能量是什么？等这样的宇宙问题，

更意在为读者搭建⼀个宇宙视⻆。

摘录⼀段基于宇宙视⻆的反思：“该说⼀下宇宙了。宇宙中的恒

星数⽬⽐任何海滩上的沙粒还多，⽐地球形成之后经历的秒数

还要多，⽐曾经⽣活过的所有⼈写下的⽂字和发出的声⾳还要

多。想看过去的全景吗？宇宙的视⻆将带你去那⾥。光从太空

深处到达地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看到的天体和现象并不是

它们现在的样⼦，⽽是它们曾经的样⼦，⼏乎能够追溯到时间

本身的开端。在这个可推算的范围内，宇宙进化的全景连续不

断地展开。想知道我们是由什么构成的吗？⼜⼀次，宇宙视⻆

提供了⼀个⽐你的预期更让你震惊的答案。宇宙中各种化学元

素是在⼤质量恒星尤其是其⽣命结束时发⽣剧烈爆炸的⽕焰中

锻造出来的，这些元素丰富了它们所在的星系。结果呢？宇宙

中四种最常⻅的活跃元素氢、氧、碳和氮，也是地球⽣命体中

四种最常⻅的元素，碳更是⽣物化学的基础。我们不只是⽣活

在这个宇宙之中，宇宙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中。”

当你已经可以把厚书读

薄、⽤最凝练的⽂字总

结出⼀个⾏业的核⼼知

识时，你就已经相当于

罗列了⼀个⾏业的间接

证据清单，甚⾄是建⽴

了⼀个间接证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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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段，你可能对“宇宙视⻆”有点感觉了。⽐起细菌、动

物、甚⾄是组成我们⽣命的每种粒⼦的概率，我们应该觉得特

别幸运；但对⽐宇宙中的数量、尺度和规模，我们⼜显得格外

渺⼩。我们好似知道⾃⼰从何⽽来，但⼜在⽣活中不知去往何

处。尼采说：“那些听不到⾳乐的⼈，以为跳舞的⼈是疯⼦。”⾯

对加速膨胀的宇宙、存在于星系中的暗物质，还有太多确实存

在但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这种宇宙视⻆能让我们看问题更

谦虚、更⻓远、更⾃由。

读完这本书的⼏天⾥，我总在画CAD图的时候有些失落，⿊底

⽩点的界⾯，也算是另⼀个星空了。宇宙的发现⼀次⼜⼀次使

我们对⾃身的看法降级，曾经科学家们推测太阳是独⼀⽆⼆

的，直到后⾯得知，夜空中⽆数恒星其实都是太阳。

幸好这个宇宙没有义务让我们理解，在地球这个星球上短暂停

留的这段时间⾥，我们仍保有好奇去探索宇宙的知识，不⾄于

只局限在⾃⼰的⼀亩三分地上。对我⽽⾔，宇宙视⻆所伴随的

隐藏的代价，就是容易忽略平凡事物的内⼼世界，那些个曾经

不成熟的观念也是让⾃⼰看的更⾼的垫脚⽯，毕竟⽣活也是由

细碎⽽普通的细节组成嘛。

今年的7⽉23⽇，是我国⾸次⽕星探测任务天问⼀号发射成功的

⽇⼦。这次⽕箭发射，绝对是重拳出击，是中国想要去往更远

的星球所需要拿下的起点。

也正如泰森所说的那样：“我们是获得了⽣命的星⾠，然后被宇

宙赋予了发现⾃我的使命--⽽我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对我⽽⾔，宇宙视⻆所

伴随的隐藏的代价，就

是容易忽略平凡事物的

内⼼世界，那些个曾经

不成熟的观念也是让⾃

⼰看的更⾼的垫脚⽯，

毕竟⽣活也是由细碎⽽

普通的细节组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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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遇格桑拉

蒋昊余

⼗三年前，刚结束⾼考的我随⽗⺟⾸次造访

⻄藏拉萨、纳⽊错和林芝，⾃那起，我对⻄

藏的印象始终停留在那个戴着红⾊头纱将脸

掩住的藏族卓玛上，姑且叫她格桑拉吧。她

只露出⼀双充满灵⽓的眼睛，内⼼的单纯⽆

暇⼀览⽆遗，却⼜如此神秘莫测，体内那股

像格桑花⼀样顽强迸发的⽣命⼒量直叫⼈着

迷。此次⼊藏，许是随岁⽉推移和⼼性增

⻓，记忆中的格桑拉已取下⾯纱搁在肩膀，

露出⼩⻨⾊健康光洁的肤⾊，朴素、漂亮、

美⽽不艳，笑靥盈盈地对着我伸出⼿来，虽

不再如从前般神秘，但眼中那不变的纯净和

迸发的热情仍令⼈⼼⽣向往。

⼋⻆街和⼋廓街

站在熙熙攘攘的⼋廓街，⼀眼望去是⼀排排

暗红新漆醒⽬的藏式建筑，每⾛⼏步便有⼀

家拍摄藏式写真的店铺。穿⾏的⼈流中，游

客⼩姐姐们身着各⾊华丽藏服,头顶巴珠,条

条发辫排列披散在背后，围绕着⼤昭寺，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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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个⼜⼀个精⼼设计的姿势，对着摄影师⼿中的相机灿烂地

笑着。⽽此刻⼋廓街的安检⻔外，隔⼏百⽶就有⼀辆装甲⻋，

解放军同志们随处巡视着，保障着⽼百姓的安全。

记忆不由⾃主回到曾到访过的那个⼋廓街，那时⻘藏铁路刚刚

开通不到⼀年，⼤街⼩巷都播放着《天路》，去往⼤昭寺的路

上是⼀个个⼩摊贩摆成的集市，⼈们管这⾥叫⼋⻆街。那时的

⼋⻆街⽆围栏，⽆武装安全保障，⼀切都是鲜活的藏族市井模

样。⼩摊贩们身着颜⾊朴素的传统藏服，腰间别着藏⼑，操着

很不流利的普通话，向来来往往的游客兜售着摊上闪闪发亮的

藏银器、光滑温润的天珠、⾊彩艳丽的唐卡之类的⼩物什。随

处可⻅的⼤⼩喇嘛们⼿握串珠，诵念着经⽂，提着紫红⾊的僧

服，经过⼀个个⼩摊，⽬光坚定地在通往⼤昭寺的这条路上⾏

⾛着。虔诚的信徒们，围着⼤昭寺⼀圈⼀圈⻓拜，⼝中念念有

词，磕⻓头，匍匐前⾏。由于⻓时间伏地跪拜，这些⽤身体丈

量⼤地的朝圣者们身上的⾐服看上去破烂不堪，裤⼦的膝盖处

都磨破了，⼿中握着跪拜⽤的护具也都快磨⽩了。还有⽩发苍

苍的耄耋⽼⼈，⼀⼿摇着转经筒，⼀⼿拄着拐杖或由家⼈⼩⼼

搀扶着，双腿颤颤巍巍，也坚持转下去。这些信徒往往不远万

⾥、历尽艰险来到拉萨，他们疲惫的⾯容总是洋溢着不轻易察

觉的兴奋。

⻛吹动⼤昭寺⻆铃发出来的当当声把我拉回了现实，看着眼前

膜拜的信徒们，我⼜想起《冈仁波⻬》来，和电影⾥的朝圣者

们⼀样，没⼈知道他们究竟经历了多少艰⾟，那份对神灵的敬

畏，似乎⽐⽣命更重要，朝圣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也因

此有了意义。抬眼望，清澈的蓝天下，雄鹰在不远处的⼭头展

翅盘旋，继续守望着这⽚⼤地上⾟劳的⼈们，守护着他们坚韧

没⼈知道他们究竟经历

了多少艰⾟，那份对神

灵的敬畏，似乎⽐⽣命

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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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与强⼤的精神⼒量，守

卫着永不褪⾊的信仰。

318国道和珠峰108拐

318国道始于上海⼈⺠⼴场，

终点为⻄藏聂拉⽊县樟⽊镇友

谊桥，是中国⽬前最⻓的国

道，沿途⻛光⽆限，美景尽收

眼底，被《国家地理杂志》评

为“中国⼈的景观⼤道”，但同

时⼜是中国路况最险峻、通⾏

难度最⼤的公路。沿途印度板

块和亚欧板块的分界线——雅鲁藏布江，奔腾翻涌着⻩沙滚滚向前。我们从拉萨出发，沿着

江边公路，穿过峡⾕，经⽇喀则⼀路向珠峰进发。过了雅鲁藏布⼤峡⾕，道路边的⽥间景致

时⽽是⼤⽚的油菜花，时⽽是⼩块的紫⾊格桑花铺成的绒地毯，远处时⽽是经岁⽉侵蚀⽽留

下⿊⾊印迹的光秃秃褐⾊⾼⼭，时⽽是喜⻢拉雅⼭脉雪峰露出的⼀⻆，时⽽是“云⻘⻘兮欲

⾬,⽔澹澹兮⽣烟”的壮美奇丽。路边⻛光虽然秀丽，但道路总归是险峻的，不时出现真⼈⼤

⼩的交警模型，乍眼看去，仿佛真⼈在指挥交通，提醒着司机注意前⽅险隘。牦⽜和⽺群也

常常不⽢示弱，跑到⻢路上站定，低下头发出声响，甚⾄意图⽤犄⻆抵着汽⻋做“拦路⻁”。

此时我们还得耐着性⼦待他们⾃觉⽆趣悻悻⽽归后继续前⾏。⾏⻋所经海拔时⽽⾼时⽽低，

⼀直维持在4500⽶以上，2⼩时跋涉后，我们终于抵达5290⽶，进⼊珠峰国家级⾃然保护

区，很快迎接我们的是著名的险途——108道拐。

108拐⾼差约800⽶，道路全部是回头弯，呈螺旋式整⻬排列盘⼭蜿蜒。每⼀个急转弯都极⼤

地考验着师傅的⻋技和乘客的忍耐⼒。⼀路急转弯着左拐右拐向上，到达加吾拉⼭⼝观景

台，往下⼀望，数不清的转弯让⼈看的晕头转向，却蔚为壮观，再⼀抬起头来远眺，玛卡鲁

峰、洛⼦峰、珠穆朗玛峰、卓奥友峰等4座8000⽶级世界之巅的雪峰在远处的云层中时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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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招呼着你继续向前。汽

⻋向下继续蜿蜒前⾏，再往

前是平坦⼤道，珠穆朗玛峰

就在不远处。可此时有些乘

客已晕⻋得完全承受不住

了，抵达巅峰的路向来都不

是那么好⾛的，更何况在如

此⾼海拔的蜿蜒公路上。

这两条公路，与⽣命的起伏

和时间流转颇为相似，带着

我们穿越⼈间俗世、探索⼼

灵和追逐梦想，路旁时有各

⾊各样的诱惑和或⼤或⼩的阻碍，都在妄图迷惑着你的本⼼，促使你知难⽽退，忘记来路。

⼈总是偏好选择⾛容易的路，内⼼那个巅峰的⾼度也随着⼈的经历和⼼性变化着，⽽最开始

给⾃⼰⽴下的那个巅峰，唯有坚韧静默、隐忍不拔和不惧乘⻛破浪的⼈，⽅能抵达。

纳⽊错、珠穆朗玛和星⾠

“三⼤圣湖”之⼀的纳⽊错是⻄藏第⼆⼤湖泊，也是中国第三⼤咸⽔湖。奇怪的是，湖⾥的

⽔，尝起来竟是甜的，没有丝毫咸味。此次造访，我们沿着纳⽊错北岸⼀路⻄进，最终抵达

圣象天⻔。冷⾬疏⻛，不少⼈出现严重的⾼反，⽽要在最佳位置眺望这⼀景点，还需要⼀直

往⾼处⾏⾄悬崖边。景点尚未完全开发，悬崖边⽤于遮挡的巨⽯只到⼤腿处。⼀路攀⾏，我

略微感觉头昏眼花、⼼跳加速，不断调整呼吸以适应运动状态下的缺氧环境，⼩⼼翼翼缓慢

攀爬，终于⾏⾄⼀豁⼝，眼前豁然开朗。⼀池⻘⽔，两弧⽉湾，远近彩虹悬挂，天然形成的

巨⽯象尽收眼底。在⼀旁的⽯头坐下，彼时太阳从云层中逃出，云朵在湖⾯上的倒影增加了

这颗海蓝宝的颜⾊层次，映衬得更为动⼈、摄⼈⼼魄，恍惚间觉得⾃⼰正遨游在眼前这⼀抹

波光荡漾的蔚蓝⾥，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与造物者同游。

18



游罢圣湖，我们继续⼀路颠簸，两天后终于抵达此次旅⾏最重

要的⽬的地——珠穆朗玛5200⽶⼤本营。据说，珠峰常年披着

薄雾浓云的⾯纱，得凭缘分才能睹⼀眼她的真容。⽽幸运的我

们刚下⻋，⼀时疾⻛劲吹，⾼傲冷峻的珠穆朗玛就渐渐摘下了

她薄薄的⾯纱。望着近在咫尺的珠穆朗玛，⼤伙⼉都顾不上⼭

⻛凛冽、寒彻⼊⻣，忍不住加快了脚步，想更近距离观看这位

举世闻名的⼥神。斜阳初上，⼀束追光灯正正打在珠穆朗玛的

脸上，她开始披上霞光，慢慢地开始有些许泛红，光也随之往

峰顶上移，缩⼩范围，越来越灿烂，越来越鲜艳，最后光逐渐

收缩⾄峰顶的1/5处，鲜红似⽕，看得令⼈出奇。乍然间，追光

消失，珠峰忽然就看不太清了，⼀切⼜恢复了静谧，仿佛刚刚

的即兴演出只是⼀场午后酣睡时闯⼊的梦，余味深⻓。众⼈呆

⽴了好⼀会⼉，寒⻛呼啸，这才意识到夜幕降临，四肢末梢已

失去知觉，⽅恋恋不舍回到摆渡⻋上。

珠峰常年披着薄雾浓云

的⾯纱，得凭缘分才能

睹⼀眼她的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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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这⼀湖⼀⼭时，我们两晚

夜宿于附近的⺠居。由于缺

⽔，离开城市和县镇的藏区⽣

活如今依然艰苦，仅有冰川融

⽔和雪⽔可作使⽤，许多同⾏

者亦经历了严重的⾼反，头痛

欲裂，⽓逆呕哕，寝⻝难安。

然⽽，也就是在这些鲜有⼈居

住的地⽅，少了城市灯光的⼲

扰和云层遮挡，晴朗寂静的夜

空中才出现那令⼈沉醉的璀璨

星汉。呵，上⼀次⻅到这漫天星

⽃和迢迢银汉已是2年前在南半球的弗雷泽沙岛上了，壮丽的⻨哲伦星云、南⻔⼆、⽼⼈和

亘古不变的南天明星⼀度成为了我对南半球星空的记忆。⽽今如数家珍地辨认着北半球熟悉

的星座们，太⽩、天狼、岁星、荧惑、⽟衡、天枢、瑶光等星官纷纷在夜空中争奇⽃艳，偶

尔⻜星划过，三垣⼆⼗⼋宿在珠穆朗玛⻛⼑霜剑的夜晚也变得有趣起来。等待相机曝光时，

我忽然不合时宜想起来那位热爱吉他弹唱却常常跑调的卷胡⼦⼩哥来，他那会⼉正在沙岛夜

晚深邃的海边打着⼿电给我们指认天上的星，同时给我们发表他⾃⼰那⼀套“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粟”的英⽂版哲学演说。谁⼈不爱这浩瀚星⾠和宇宙梦幻呢？⽇⽉之⾏，星汉灿

烂，在⼴袤的⼤⾃然⾯前，我们每个⼈都是追星⼈。正如，宇宙的终极是浪漫的终极，宇宙

的终极浪漫是我们每⼀个⼈。

在世界屋脊追寻这⼀⼭⼀湖⼀⽚浩瀚星⾠，啧啧称叹之余，沿路的艰⾟跋涉不免令我⼼⽣与

王安⽯“世之奇伟、瑰怪，⾮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相似的感慨。热爱旅⾏仿佛是⼈类的天

性，⼈们总乐于探索未知的世界，热衷于追寻⼤⾃然的⻤斧神⼯。于我⽽⾔，旅⾏是当下的

我去寻找的过去与未来，是⽆名的我与有名的⼈、事、物跨越时空的重合，是探索未知的刺

激，是跳脱⽬前眼界的局限，是从另⼀个⻆度和层⾯认识和丰富⾃⼰……⽽所有这些，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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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亦步亦趋、⼈云亦云、⾛⻢观花式打卡便能让我⼼满意

⾜的。旅⾏是短暂的⼈⽣出⾛，真实的旅途往往让⼈失望，灵

魂和身体也很难完全步伐⼀致，但正是因为以探索世界的⽅式

来探索⾃⼰，旅⾏才有了意义。余秋⾬说，我们总是太多概

念、太多预设、太多追随、太多知识、太多传闻，⽽舍弃了本

来最值得珍惜的⽿⽬直觉和具体细节。旅程中，不必执着于⻅

过什么，不必拘泥于形式，不必在乎俗世的纷争，带上身⼼，

去⻅天地、⻅众⽣、⻅⾃⼰，⾏千⾥，致⼴⼤。

此刻，我⼜忆起格桑拉来，唯⾄⼈乃能游于世⽽不避，顺⼈⽽

不失⼰，遂记。

2020年7⽉15⽇

旅程中，不必执着于⻅

过什么，不必拘泥于形

式，不必在乎俗世的纷

争，带上身⼼，去⻅天

地、⻅众⽣、⻅⾃⼰，

⾏千⾥，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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