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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企業投資開發喊沙

夫妻圓車夢
傣寨客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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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巖光早早開門整理售賣商品
巖光早早開門整理售賣商品。
。

一家人 一家親
巖（傣語音為 ai，編者注）

光是雲南德宏州瑞麗市喊沙村
的傣族村民，這個坐落於中緬
邊境、以傣族為主的自然村，
早在 2008 年就被列為雲南首
批鄉村旅遊特色村；自 2012
年以來，採取「政府+企業+

村民」的開發方式，整合並投
入資金蓋了孔雀舞傳習館、農
民畫院、潑水廣場、傣族文化
特色寨門、民族歌舞餐廳，實
施了村內道路硬化、村內景觀
路建設，完成特色民居改造、

雖然下了一夜雨，至早晨也未見
放晴跡象，但巖光還是早早打

民族旅遊商品集市改造、路燈

開三間店舖的門，將店中售賣的旅
遊商品依次擺放整齊，靜待遊客上
門。經驗告訴巖光：「目前已入旅
遊旺季，即使下雨也會有遊客上
門。」果然不出巖光所料，九點剛
過，一個旅遊團隊來到喊沙寨子遊
覽，遊客在飽覽邊

安裝、花果種植等工程，也因
此躋身「中國十大最美鄉村」
之一。
■文/圖：香港文匯報

帶旺旅業助村民致富

記者 丁樹勇、譚旻煦

寨風光、體驗傣族風情後，湧進巖
光的店裡。遊客們很快被琳琅滿目
的特色商品吸引，或購買東南亞特
色食品、或購買當地特色水果、或
欣賞色彩艷麗的傣族服飾。他的妻
子體用連忙從店舖對面的家裡跑過
來幫忙，夫妻分頭接待、介紹各式
商品，忙得不亦樂乎。
巖光的家原來在傣族另一聚居地雲
南西雙版納，幾年前隨施工隊來到瑞
麗，在喊沙村承建民居改造、建造寨
門工程。從事寨門孔雀浮雕製作的巖
光，結識家住寨門前的當地傣族姑娘
體用，兩人共墮愛河，結為伉儷。婚
後與體用父母同住的小兩口，耗資六
七十萬元（人民幣，下同）修建了傣
式新居，並在新居對面建起了三間舖
面，開辦了旅遊商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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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年輕人參與傳承

退休後，蔡小晃從省城回到家鄉，
專心從事傣文古籍的翻譯工作，已翻
譯出版 4 部傣文古籍，目前着手的有
傣族藥典和一部傣族農耕文化古籍的
翻譯與整理。她實施的「同卯地名調
查」課題，經數年間深入德宏和緬甸

譯中來。她說，雖然其任教的民族大學
也開設古傣文課程，但參與傣族古籍研
究和翻譯的年輕人並不多。年輕一代學
習古傣文並參與傣族古籍的研究和翻
譯，將有利於前人智慧更好地留存、傳
承，為後世所用，也令傣文化研
究後繼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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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圓車夢，巖光歸結於開辦了旅
遊商品店，「如果僅靠盤田種地，
到現在也買不上這輛車。」
小店開辦於寨門口，得佔地利之便
外，小兩口也經營有方。店中售賣商
品有當地所產水果，也有來自泰國、
緬甸等東南亞國家的果乾、香皂、藥
品等特色商品，更有雨傘等雖不起眼
卻能為遊客提供便利的日用品。最受
歡迎的商品，則是傣族服裝。心靈手
巧的體用從市場購來花布，自己加工
製作傣族服裝出售，遇有遊客稍不合
身，當場即可改製。許多遊客當即穿
上從店裡購買的傣族服裝，或拍照留
念、或潑水狂歡，十分盡興。
隨着喊沙旅遊日益興旺，小店的
生意也越來越好，遇到遊客多時，
體用的姐姐也會過來幫忙。體用記
得，今年 4 月 13 日潑水節當天，從
早上 8 點開門忙到下午 8 點打烊，團
隊絡繹不絕、遊客輪番上門，當天
賣出 8 套傣族服裝、數十袋各種果
乾，營業額達數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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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旅遊商品店兩年後
開辦旅遊商品店兩年後，
，巖光擁有
了屬於他的私家車。
了屬於他的私家車
。

■體用
體用（
（右）接待選購商品的遊客
接待選購商品的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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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兩度與民潑水聯歡
傣學研究學者江曉林介紹，周恩
來總理和緬甸兩任總理與兩國邊民
潑水聯歡，被傣族人民傳為佳話。
1956 年 12 月 15 日，結束對緬甸
訪問的周恩來總理，與緬甸時任總
理吳巴瑞一起，從陸路乘車抵達中
緬邊境畹町橋，攜手步行進入中國
境內，共同參加在德宏潞西（今芒
市）舉行的、1.5 萬人參加的中緬邊

■傣族擁有其獨特的歷史
及文化。
及文化
。圖為傣族對歌
圖為傣族對歌。
。

傣族服裝最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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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看場電影；而到了旅遊淡季，
索性關上小店，一家三代五口遊遍周
邊城市和旅遊景點。當然，遊玩之
餘，一家人也不忘考察旅遊商品市
場。他們必進所到的景區景點旅遊商
品店，觀察旅遊商品種類、經營情況
和遊客喜好，從中獲取啟示與借鑒，
以增加自己的商品種類，改善經營方
式。

民聯歡大會。聯歡期間，周總理身
着傣族服裝，與吳巴瑞總理及中緬
邊民潑水聯歡，兩國總理還親手種
下兩棵緬桂花樹，寄語「胞波情
誼」開出新花。
1961 年 4 月中旬，恰值傣曆 1323
年新年，也是傳統的潑水節。周
恩來總理與緬甸時任總理吳努相
約，到景洪會見並與西雙版納各

族人民聯歡。在潑水聯歡現場，
周總理穿着傣族服飾，頭紮水紅
色綢巾，笑容滿面地端着銀碗，
用鳳凰樹的一枝綠葉蘸水，向周
圍人群輕輕地潑灑雨點般的水
珠，民眾也以同樣方式向周總理灑
水祝福。期間，興致正高的周總理
向吳努總理潑水，吳努總理哈哈大
笑連喊：「胞波，胞波……」（意
為同胞兄弟），也向周總理潑水祝
福，現場水花飛揚、歡笑蕩漾，成
為歡樂的海洋。

★ 共 和 國 檔 案

鐵路技術世界領先 里程70年擴近五倍
一百年前，中國人自主設計並修建的
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通車運行；一
百年後，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能夠在
各種氣候環境和複雜地質條件下修建高
速鐵路的國家。新中國建立 70 周年，中
國鐵路的運營里程從僅有 2.2 萬公里發展
到 13.1 萬公里，擴大了近五倍，其中高
鐵佔2.9萬公里以上。
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提出了
建設十萬英里鐵路的宏偉設想，在一代
又一代鐵路人的努力前行下，這已經不
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目前，中國鐵路
網「四縱四橫」規劃已變為現實，「八
縱八橫」藍圖正緊鑼密鼓實施。
除了密佈的鐵路網，中國鐵路的技術

也在一次次刷新歷史。世界上第一條穿
越高寒季節性凍土地區的哈爾濱至大連
高速鐵路；世界上運營里程最長、跨越
溫帶亞熱帶、多種地形地質和眾多水系
的北京至廣州高速鐵路；世界建設里程
最長的戈壁沙漠鐵路——蘭州至烏魯木
齊高速鐵路；世界上第一條熱帶環島高
鐵——海南高速鐵路；世界上運營列車
試驗速度最高、時速達486.1公里的北京
至上海高速鐵路……

復興號通達 23 省市區
目前，被稱之為「新四大發明」的
「中國高鐵」，已經初步形成覆蓋時速
350 公里、時速 250 公里、時速 160 公里

等不同速度等級，適應各種運營環境需
求，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復興
號」系列產品。截至 2018 年底，中國裝
備動車組3,285組，其中「復興號」動車
組 292 組，通達 23 個省會以上城市及香
港特別行政區。
中國高鐵不僅改變着中國，也影響着
世界。在「一帶一路」建設倡議指引
下，印尼雅萬高鐵、中老鐵路、匈塞鐵
路、巴基斯坦拉合爾橙線輕軌等一批國
際鐵路合作項目順利推進。中歐班列成
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的標
誌性成果，已累計開行 15,000 多列，通
達15個國家50餘個城市。■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來往於成都與匈牙利
首都布達佩斯之間的中
歐班列。
歐班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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