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
里拉
H E R E ' S

S H A N G R I - L A

在香格里拉的第二夜，我梦见自己从百鸡寺的方向眺望独克宗，月光之下反射着白色
光芒的建筑，那是传说中的“月光之城”。在我离开香格里拉之后，一抹隐约可见的白光
总是不断反复闪现在每个混沌的早晨，急着把我唤醒，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香巴拉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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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满周岁的小儿子搬到了这里。

告别咖啡馆时，我看到小雪写

花了大半年适应高海拔，小雪把咖

了一句话：
“没有遗忘，它只是被

啡馆撑了起来，一杯杯咖啡把一个

我收藏在角落，落了灰。”

20 世 纪 30 年 代，英 国 作 家

色而反射皎洁的月光，又有“月光

James Hilton 在《消失的地平线》

之城”的意思。以藏式民居聚集而

中虚构了位于青藏高原雪山峡谷

成的独克宗古城依山而建，年岁久

间的隐秘之处香格里拉。缘起于

远的旧石板路在修缮过程中被完

此，似乎每个去过香格里拉的人脑

整保留并散布于各处。

前跨页左上起顺时针 古城地标
大佛寺。／溜达农场中的法式
下午茶。／迪庆月光城英迪格酒
店的灯筒，灵感来源转经筒。／
在农场里忙碌的卓玛。
本页左上起顺时针 独克宗古
城的清晨。／牦牛酸奶和高原
辣酱。／自由放牧的草场。
对页上起 时轮坛城的雕梁
画栋。／唐卡老师正在作画。

部分。
酒店的餐厅也遵循藏地餐饮
文化，酥油茶、牦牛肉、热量满满的

个路人变成了单纯的“朋友”，他
们会专程为了这里，往返于各自的

店本身一样，已经是构成艺术的一

“月光之城”传说

点心和为不适应高海拔地区的客

生活和香格里拉，几年一次或一年

作为曾经繁华鼎盛的茶马古道上

人准备的轻饮食都有极为稳定的

几次。在我逗留咖啡馆的时间里，

的进藏重镇和马帮歇脚的温柔乡，

出品，我甚至拥有了比在家更好的

一位大叔来跟小雪告别，约定好

香格里拉的迷人气韵在千年间一

胃口。更惊喜的是，迪庆月光城英

10 月再来，“老朋友了，连续三年

直萦绕于雪山草甸之间。循着这股

迪格酒店给客人准备的惊喜远远

都来香格里拉”。

气韵，今年 3 月，英迪格在独克宗

超过了酒店本身。深知香格里拉的

作为自己的第一次创业，也见

古城西南端的山坡上启幕。我抵达

魅力不局限于古城，更隐匿在山水

证着她感情的颠沛和离合，这间屋

的第一晚，宽阔的大露台正对着灯

之间，我在这里找到了了解香格里

子积攒了很多回忆。比起初来乍到

光焕彩的大佛寺，一片漆黑让人只

拉的另一把钥匙——徒步旅行。

时宏伟的规划和澎湃的热情，小雪

得见脚下方寸，我像是站在岸上，

现在笑嘻嘻地谈论着的变成了“不

等待一艘船去往那个启明的岛。

向导弓步大哥十几岁时就远
赴印度求学，后来因为家中变故回

迪庆月光城英迪格酒店深受

到了川西的若尔盖。在做了几年的

茶马古道和藏文化影响，一砖一木

牧民后，他发现了徒步的兴趣，将

每天打交道的是咖啡豆，身边的朋

间都还原着藏地“月光之城”的传

其从一个爱好变成一项事业，弓步

友说起小雪的生活，多少带着一些

说。贯彻品牌本身对邻里文化的坚

大哥已经走了 20 多年。在接到我

遗憾，
“如果不来香格里拉，或许就

持，英迪格和古城的平面拉开了一

们之前，他刚刚结束了一个为期 4

不会经历这些变故”。但在小雪心

定的距离，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天的无人区徒步。
“联系他全凭运
气。”一旁的William 悄悄说。

要规划太远，先过好今天”。
曾经共享梦想的人分道扬镳，

海里都能勾勒出雪山、草甸、峡谷

高踞山顶的龟山公园是眺望

的剪影，还有对金顶、经幡的想象。

独克宗全景的制高点，据说沿着大

里，从学做咖啡，到雨崩徒步，再到

从外墙到屋檐都延续着独克宗整

寻找香格里拉是一种很奇怪

跨步的台阶上下三次就相当于爬

回香格里拉开起咖啡馆，“现在的

体的风格，又暗藏着自己的心思。

的执念。我明知道故事来源虚构，

了一次布达拉宫。山顶上最耀眼的

生活比想象中更好”。

公区大堂的镂空屋顶迎合高海拔

像我一样一时兴起的游客，有的只

却又隐约觉得，它真的存在。

莫过于巨大的鎏金转经筒。在晨光

地区饱和度极高的蓝天，光影直直

为了去山里感受自然风物，还有一

熹微之间，它被兴致盎然的游客合

地洒在嵌满绿植的四壁上，呈现出

个特殊的群体——植物爱好者和

力转动。

一幅生机盎然的奇景。

植物学家。因为香格里拉所处的海

地图上的“香格里拉”有两个
地方：一个是四川甘孜州稻城县
的香格里拉镇；另一个是云南迪
庆藏族自治州的首府香格里拉市。

“灯火通明的古老村落”

从这里出发的人中，有的是

设计师的心机总是半遮面地

拔给了诸多世所罕见的植物生长

显露在不经意之间，比如那个具有

和繁殖的空间，各式各样的高山杜

去年 5 月，我在雨夹雹中爬上

Hilton 笔下“千山飞雪间灯火通

几何线条的藏牦牛摆件，或是走廊

鹃、随处可见的狼毒花，还有我们

了稻城的五色海和牛奶海，又吊着

明的古老村落”在一个醉鬼引发的

边看似不经意堆砌的箱子，保持着

甚至不知道它的学名的“桃儿七”，

一口气登上了垭口，眼前的景象让

大火后“消失”了近 2/3，修旧如

当年马帮驮运的模样；五彩经幡

这些花在弓步大哥的眼中，是香格

我突然理解了书中所描绘的“消

旧的重建同样也打开了进入这座

的配色被巧妙地运用在各处，精彩

里拉自然的语言，也是季节更替留

失的地平线”。今年在同一天，我赶

古城的缝隙。

不俗；狩猎文化里少不了的动物

下来的标签，
“今年雨水少，不然这

到了迪庆，飞机落地时已经夜色浓

在古城的仓房街上，有一家和

元素也被造进了各个细节。最令人

一片的杜鹃会非常震撼”。在这里

重，独克宗古城的模样不得见真

四周建筑风格格外不协调的咖啡

着迷的是房间开敞的大露台，哪怕

行走，所有人都会不自觉地避开这

切，传说中的“月光之城”也只见

店——漫香咖啡。今年是店主小雪

只是团缩在被窝里，你也能一览独

些若隐若现的生命痕迹，沿着马蹄

得那被五彩霓虹紧裹着的大佛寺。

来香格里拉的第 6 年，在一次偶发

克宗古城的十二时辰。龟山公园和

的印记或是溪流的岸沿行进。这一

“独克宗”在藏语中是“建在石

的云南远途旅行之后，她告别了原

那条清晰的地平线是宛若油画一

路上有佛寺，有村庄，有沼泽边的

头上的城堡”之意，古城因通体白

本稳定却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带

般的景象，和迪庆月光城英迪格酒

小心试探，也有顺畅的水泥大道。

对页左上起顺时针 迪庆月光城英迪格
酒店的地板配色源自经幡。／神秘的佛
像。／祈福经幡铺满山头。／迪庆月光
城英迪格酒店房间里的窗中带景。／准
备落日后的篝火。／长明的酥油灯。／
农场中的老物件。／来自法国的火
腿。／独克宗白塔。
本页 在夜幕下，村民们开怀地跳
锅庄舞。

农场里的牛羊、路边的藏香

跨国恋让她放弃了昆明的生活，为

猪、树荫下的鸡都是一种莫名令人

爱奔赴远方，却又因为一场意外，

羡慕的、舒适的姿态。我们总是能

让人来不及告别，故事就突然改变

遇到好奇的小牛犊、小马驹追上来

了方向。人类最大的谎言就是“来

招惹一下这群陌生人，又快速跑

日方长”，对于来不及“行乐”的时

开，眼神里透露的调皮和好奇把万

光，就让它留在原地，别回头吧。

物有灵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还在

更深露重，结束了帐篷中的饱

木桥下救起了一只因贪玩掉队被

餐，在空地上生起篝火，我们和热

卡在木桩间的小羊羔。

情的村民手挽手，我笨拙地学跳锅

徒步的歇息地是一个农场，
法国作家康斯坦丁7年前和夫

庄舞，觥筹交错间，恍若梦境一般
的快乐把夜色拉得很长很长。

香格里拉
三天两夜
如果你也是在夜幕之下抵
达香格里拉的，先在迪庆月
光城英迪格酒店好好睡上
一觉，这是对高原的尊重。

Day 1
喝一碗酥油茶，帮助身体适
应高原；爬上龟山公园，和
本地居民一起煨桑祈福；
在独克宗古城的街头巷尾
溜达，编一个脏辫，试试不
一样的造型；康巴牧人的
牛肉火锅让人食指大动，
二楼的景观位更是可遇不
可求；去时轮坛城听听佛
经中的生活哲学，围绕着唐
卡，也有许多故事可以诉
说，时间充裕的话，一定要
亲手画一幅唐卡。

人一起创办了这个农场，也顺带

今时今日，寻踪香格里拉早已

做起了徒步的马帮“Caravane

不再是苦行，你可以在密林间徒步

Liotard”，马帮只为少数人提供

探访僧侣修行的古寺，也可以去古

不为人知的秘境路线，而农场供应

城里最有名的两家西餐厅Flying

纯正的法式下午茶，一口南瓜芝士

Tigers 或The Compass 尝一杯

蛋糕治愈了一路的辛劳。这种跨越

鸡尾酒。夜幕垂下，我借着面前的

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无人不爱的，

红酒，面对熄灭霓虹彩灯后的大佛

Day 2

未知的惊喜让人沉迷其中且欲罢

寺而坐，回忆着小雪、Qilian、弓步

不能。怪不得反反复复总有人再回

大哥，就像每个人都在喊着“人类

从迪庆月光城英迪格酒店
出发，你可以直接前往徒
步，单日往返的短途能够让

到这里。

的悲喜并不相通”。我怀有好奇，却

农场里穿梭忙碌的Qilian 是

无法感同身受——在这里继续好

一个让人一眼惊艳的姑娘，连我这

好生活，这也是香格里拉给予选择

个女生都没能躲过她。Qilian 的故

它的人的回报吧。

事开头很“俗套”：一段上学时的

好好再见，不负遇见。

你初识香格里拉的山林，
也不会有过大的身体负担；
午餐往往是草原上的简单
三明治和热茶，向导的手艺
远比看起来更好；继续徒
步，静悄悄的大宝寺值得你
喘着气爬一趟；抵达溜达
农场，尽情享用高热量的点
心吧；晚餐会是精致的法
餐，那一道猪扒，让我至今
难忘；回到迪庆月光城英
迪格酒店，叫上一杯大藏秘
的红酒，青稞和葡萄相互缠
绕，别有滋味。

Day 3
独克宗古城里的咖啡和西
餐都保持着很高的水平；
趁日头不辣，找一个室外的
座位，享受阳光；迪庆不只
有香格里拉，香格里拉不只
有独克宗，它还有许多为人
称道的美丽，如松赞林寺、
普达措国家公园、梅里雪
山……似乎 3 天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