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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 非

一

当里耶随着一所僻静的土家小学华丽
转身为一座光鲜的秦代古城之时，一切情形
便随之而改变。 里耶已经演变成一个神秘凝
重的湘西文化符号，让湘西历史变得完整厚
实，让湘西文明变得源远流长。

里耶秦城的横空出世，犹若盛夏时节的
霹雷豪雨，给人以震惊和清凉，亦如寒夜时
分的冉冉朗月，使人顿觉明亮和豁然。 里耶
秦城一度且一直为里耶这块久已平淡无奇
的土地，注入神秘的元素。

里耶秦城不大，却是目前世上唯一完整
的秦朝古城池。 古城处处散发着一种神秘，
神秘与神奇共处，神秘与凝重并存，神秘与
大美同在，里耶由此更加神奇、凝重、大美。

湘西籍现代乡土文学大师沈从文如是
说：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
里耶是湘西的里耶，它的神秘不仅仅体现在
民族性的特殊， 更反映在历史性的特殊，这
种特殊性就是里耶历史失落的重现，甚或是
失落的湘西历史、华夏历史的复活。

里耶，你不愧为从宇宙缝隙中走来的时
光使者。 你的苏醒送来了文化湘西的一个全
新概念———里耶文化，使已然断层的湘西文
化， 再次找到自家独一无二连筋带骨的源
头，使看似破碎的湘西文明，因你身世的发
现而连成一线、融为一体。 在你门前沿河两
岸不到三公里的狭窄区域内，居然接连倚叠
着人类文明遗址： 清水坪官山垉旧石器点、
溪口新石器文化遗址、大板刘家堡商代文化
遗址、马头山战国烽火台、秦代古城遗址、魏
家寨西汉古城遗址、 大板汉代古城遗址、湾
塘唐代文化遗址、溪口小河元代居民遗址及
里耶明清古建筑群……如此连续、 如此密
集、如此真实的文明遗存十分罕见，俨然就
是一个天然的历史文化博物馆。

湘西历史历来缺少史料的眷顾，你却还
原了湘西历史一个大写的真实，使湘西文明
链条更加紧凑牢实；你的到来，使得湘西在
历史长河里，更加坚信地锁定自己的身影和
归属。蛮烟瘴雨，不是湘西的代名词。 湘西称
谓，只是始于民国时期。 在此之前，湘西一直
有着鲜亮不俗的称呼：黔中郡、洞庭郡、武陵
郡、沅陵郡、溪州、永保宣慰司。

里耶，作为焕然一新的你，尽管你行迈
靡靡，姗姗来迟，但你终究要来，你毕竟是文
化湘西的灵魂，终将凝结在湘西子民的骨髓
里，流动在湘西文明的血脉里，闪烁在华夏
文明的长河里。

二

里耶，亿万年前天崩地裂的造山运动铸
就了你的体魄，一座船形般的八面山，是你
龙盘虎踞笑傲风云的胆气；一条玉带似的酉
水，是你雄姿英发固若金汤的底气。 在水运
主宰运输的年代，酉水无疑成了东连荆楚西
通巴蜀的生命通道，你也自然成了控制通道
兵家纷争的军事要塞。 当楚国初设黔中郡之
际，你便成为楚国西北边郡的防御门户。

战国时期是一个礼乐崩溃践踏生命的
战火纷乱年月，时至后期，各种力量拼耗最
终促成秦、楚、齐三极鼎立之势。 在这势均力
敌的危局下，智者的谋略就是既善于维持一
种假象的均衡，更精于不动声色破解这种均
衡假象的运筹。

秦国就是智者。
从秦惠文王到秦始皇，百年的良苦用心

带给楚怀王、 楚顷襄王的是百年的焦虑困
乏。 百年大计的实施集中到具体地域，就是
百年的黔中郡之争；几乎可以说秦楚之争核
心，就是黔中郡之争。

而里耶，你就是这黔中郡之争的风口浪
尖。

对于黔中郡地望争议颇多，但无论如何
现在的湘西都在其辖区，里耶无论如何都是
黔中郡的要冲之地。 黔中郡的得失关乎楚国
的国运，里耶的得失关乎黔中郡的安危。

三闾大夫屈原力主齐楚联盟， 矢志不
渝，反被楚王疏远流放，最后一次流放是放
逐黔中郡。 当楚郢都陷落之时，他一声长叹：
“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 ”带着凄
怨，壮怀激烈，怀沙沉江。

历史上秦楚双方对黔中郡都有过拉锯
式的反复争夺，第一次夺取黔中郡的是公元
前 280 年的司马错， 他选择的是经巴蜀、溯
乌江、登酉阳、穿酉水、克里耶的迂回路线，
随后是武安君白起、 蜀守张若再度征拔，最
后底定黔中郡的是秦大将王翦。

而今里耶古城的
面世和古城中残留的

依稀痕迹，都可以验证一个事实———司马错
大迂回战略，是通过里耶来实现的。

三

里耶， 你的神秘与神采魅惑实在难拒，
你有太多的文化堆叠， 你有太多的历史沉
淀，你有太多不解的玄奥。 在你所有的神秘
与神采中， 尤其是古井出土的秦简独领风
骚，光彩夺目。

但凡了解古代史的国人， 都熟知 2200
年前两场大火，使中华民族精神财富蒙受了
不可估量的损失。 秦始皇一把火，几乎烧尽
诸子百家之言；项羽攻入咸阳后，又火烧阿
房宫，把焚书中仅存的秦史也付之一炬。 两
场大火，给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磨
灭的疤痕。

大一统的秦帝国历史实在是短了些，当
史家们不曾来得及把墨迹未干的记事竹简
卷起时，战争风云就把一切记录的真实和真
实的记忆席卷而去。 幸好还有里耶秦简———
在淤泥层积的古井中奇迹般保存下来。 这不
仅是湘西文明的幸甚！ 更是中华文明的幸
甚！

里耶秦简从一、 二号井中出土的就有
3.7 万多枚，是以前湖北、甘肃、四川各地出
土秦简总和的七倍，字数达 20 多万字，足以
与殷墟甲骨文和敦煌文书媲美，堪称是“进
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考古界最为重要的发
现”。

里耶秦简是一部完完整整的地方官署
档案， 一五一十地记录了秦王政二十五年
（公元前 222）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 208）的
地方政务，正如专家所言，它复活了一段湮
没的秦史，为我们更加真切认识秦代找到了
里程碑式的珍贵资料，并提供了全景式的思
维空间。 里耶秦简的记述不仅澄清了诸多纠
结不清的历史问题， 改写了不少历史定论，
填补了《史记》《汉书》中许多有关秦代的历
史空白，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来战国
秦汉学术史的面貌。

我国是最早发明和使用“九九口诀表”
的国家，《战国策》《管子》《荀子》 等先秦史籍
多有记载，但一直未曾得到实物证实，是里
耶秦简对“九九口诀表”的完整记录给予了
引以为自豪的印证。

秦简精确载明迁陵县建于秦王政二十
五年（公元前 222），首次提出洞庭郡、苍梧郡
的地望，为《史记》所载秦朝三十六郡做出了
新的补充。

简文反复描述的秦户籍制度和乡里结
构，说明迁陵县城以外的长川大壑，并非是
无人管理的“化外之地”，湘西很早就是皇家
朱笔圈点的堪舆之地。

秦简记录的千里募兵经历，纠正了史学
界认为募兵制起于西汉汉武帝时期的习惯
说法。

秦简记录的范围远非这些，涉猎的内容
十分广泛，有户口登记、土地开垦、田租赋
税、地方物产、劳役徭役、仓储钱粮、邮驿设
置、兵甲物资、奴隶买卖、刑徒管理、祭祀先
农、地方官制以及教育、医药等。

秦简记录之宽泛之翔实，已经超出一部

官府档案的局限，而已成为一部大书———一
部大秦王朝的百科全书。

里耶，你因秦简而厚实，秦简因你而厚
重。 里耶秦简的意义，除了复活、填充、丰满
了秦代历史，使得秦兵马俑、秦长城、秦始皇
陵因秦简的写真和映衬， 而更加鲜活起来；
尤为重要的是，里耶秦简所折射出秦王朝的
暴政愈发催人沉思。

四

里耶，你地处湘黔渝边陲，濒临酉水之
滨，自古就占据要津占尽地利，在凸显其战
略地位的同时，也彰显出其楚蜀通津的水运
优势。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实，酉水自古以来
就是一条国际贸易通道，是南方丝绸之路不
可或缺的线路之一，而你就是这条南方丝绸
之路上承接东西最具人气的中转码头。

众所周知， 现今对丝绸之路的外延，已
经有了新的认知和扩展。 丝绸之路除了西汉
张骞开通的北方丝绸之路之外，还有海上丝
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其中南方丝绸之路
开辟的时间最为古老。 暂不深究南方丝路如
何久远，单单从始于春秋战国来说就已经十
分古老了。 不言而喻，南方丝绸之路就是张
骞所言的“蜀身毒道”，是古往今来的的确确
存在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和中南地
区经缅甸、印度通向西亚、欧洲的国际商道。

有史以来， 湘西就与这条丝绸之路丝丝
相连。南方丝绸之路的线路除开西道（起于四
川成都的“旄牛道”）和东道（起于四川宜宾的
“五尺道”），应当还存在第三条路线，即起于
重庆涪陵的水道， 这条路线基本走向是：涪
陵—龚滩—酉阳—里耶—沅陵—洪江—凯
里—贵阳—安顺—曲靖，在曲靖与“五尺道”
融合。里耶古城的发掘、里耶秦简的问世以及

里耶商贸曾经的兴盛都为南方丝绸之路东道
的存在做出了有力的补充和诠释。

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蜀布之路”，因张骞
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发现来自四川的蜀布
而得名。蜀布是什么？蜀布就是苎麻细布，其
原料就是苎麻， 本是长江以南地区的特产，
西方称之为“中国草”， 因蜀地常用苎麻织
布，便有了蜀布之称。 重庆古代就是蜀地，湘
西从来就与巴蜀唇齿相依，山同脉，水同源，
族同根。《后汉书·南蛮传》 载：“秦昭襄王使
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 汉兴改为
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
布。 ”布即为蜀布，湘西自古就盛产苎麻布，
历来都是朝廷贡品。

里耶古城出土的棕麻编织物和陶纺轮，
为里耶乃至湘西盛产苎麻布做出了响亮的
回应。 可见几千年前万里之外的大夏国列市
叫卖的蜀布，未尝不是来自湘西。

里耶甚至现在的湘西区域，历史上都具
备了在南方丝绸之路上与西亚、欧洲各国进
行丝绸交换的实力和能力。 里耶古城出土的
西方战国时期玉石砝码、战国时期绿色琉璃
壶、西亚黄金佩饰三件稀世之宝，不容置疑
地佐证了湘西与西亚、欧洲通商流程久远。

土家人几千年口头相传的《酉水船歌》
对南方丝绸之路暗藏玄机：“四十八站上云
南，四十八站到长安。 ”这一声声祖祖辈辈力
透涛声的酉水号子，既为子子孙孙行酉水走
四方道明了方向，又喊出了湘西世世代代行
路难的辛酸和期盼。

如果说这些断断续续的描述，并不足以
反映里耶商业的繁盛；那么改土归流之后清
末及民国时期里耶码头的一度繁华景象，则
足以使人惊讶不已，发人深思。

里耶集镇七街八巷，马头墙民居鳞次栉
比，行人流水，居货山积，列肆招牌，灿若云
锦。 有裁缝铺 20多家，大染坊 10余家，纺纱
织布店 70 多家，铁匠铺 10 余个，旅馆伙铺
30余处，其中两层四合大院的绿园最受人青
睐———供商人娱乐的烟花之地。1919年里耶
商会正式成立，1928 年里耶开始发行“凭票
兑现”的商会票币，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
一带边区市面广泛流通，享有盛誉。

里耶商贾辐辏，百业兴旺，尤其是桐油
行业兴盛一时，里耶桐油的年出口量最多时
在 10万桶以上，2000桶以上桐油大户有 20
多家，协昌和、李同发、何惠祥等商号每年存
油不少于 5000桶。其中李同发家大业大，宅
心仁厚，在抗美援朝时与梅兰芳、常香玉一
样捐献飞机一架。

商业兴盛，则水运兴盛。 里耶码头多达
12处，里耶船帮桅杆林立，细分三个帮口：长
水帮、短水帮、上水帮，驾船业队伍庞大，鼎
盛时， 航行水上的大小船就有 200 多只，从
业人数在千人以上。

别的不敢多言，在桐油作为战略物资十
分紧俏的二战年月，每年至少有大量的桐油
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东线销往欧美的。

当时下丝绸之路话题再次聚焦的时候，
当丝绸之路经济带即将舞动的时候，我们将
以怎样的心态来回眸历史上丝绸之路上的
里耶呢？

无论怎样，文化始终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血脉，文化会通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畅
通的基础。 里耶文化古来就是丝绸之路的一
个缩影，而今理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
灵魂。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里耶文化都
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血脉相连，更何况里耶
秦简已经走向世界。

里耶乃至湘西，正位于亚太经济圈和欧
洲经济圈之间“经济凹陷带”的中国西部，湘
西没有理由不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没有理
由不际会人类文明繁荣向欠发达地区扩散
的历史机遇。

沁园春·里耶组词
凌 宇

其一 里耶发现
亘古山川，酉水蟠龙，八面擎天。 看白

岩映日，鸭龙戏水；柳坪沁绿，河鲤飙滩。 酒
肆扬旗，雕楼转角，古镇长蛇走北南。 叹千
载，竟默然失语，独处湘边。

谁言此地荒蛮？忽石破天惊现大观。喜
城浮地表，气兼雄姽；简呈古井，神领乾元。
秦楚边城，明清商埠，华夏文明血脉传。 从
今后，引寻秦之旅，旋踵深山。

其二 里耶怀古
远古洪荒，里耶梅茶，辟地开天。 有初

磨石器，飞矛猎虎；新刓独木，荡桨飘滩。 岩
洞乾栏，春蚕夏黍，一路欢歌别野蛮。 越千
载，创文明一线，烛照天南。

谁知睦睦家园，引历代枭雄三尺涎。 似
朝秦暮楚，十更国号；后吴先蜀，两易旗幡。
王霸争雄，黎民涂炭，满谷滩声诉苦酸。 更
何忍，反蛮夷视我，化外孤悬。

其三 里耶新篇
红日中天，海晏河清，往事如烟。 已新

街剪彩，横延镇宇；故城出土，雄视湘边。 长
练横空，一桥飞架，笑别千年行路难。 逢清
夜，赏长河弄影，天水婵娟。

天行默默无言，育睿智良能世代传。 有
手挝溜子，音旋宇内；机输卡普，彩靓人寰。
胆识情怀，风骚文采，亦敢中原试比肩。 迎
春日，共土家摆手，举族翩跹。

沁园春·里耶战国古城怀古
次韵凌宇先生

黄 叶
盘古开篇，五溪形胜，别有洞天。溯千年

史迹，后秦先楚；一川月色，沉碧浮滩。 蜀道
通津，烟波横岸，酉水涛声唱北南。 繁华尽、
更风吹雨打，孤鹤悬边。

文明朝别荒蛮，喜旧地迁陵现大观。 有
井藏简牍，翰香隶篆；秦王韬略，独领乾元。
往事依稀，星河旋影。 华夏风流竞代传。 至
今日，正笔飞墨舞，图画江山!

雪狮儿·八面山云顶感怀
黄 叶

舟行大地，问盘古，胜境谁开。 天高云
阔。几处烟霞，际会人间仙阙。瑶溪清洌。且
洗尽、俗尘凉热。 恐日暮，三杯两盏，难酬风
月。

砉然千年穿越。记曾经，浴火凤凰槃涅。
沧海横流，老子未逢时节。 梦飞千蝶。 多少
事，终成冰雪。 风尘绝，一缕残阳如血。

游里耶西拉部
黄 叶

天上玉泉飞镜湖，
一川新渌抱村孤。
心闲只与云来去，
四面青山似有无。

，神秘凝重的湘西文化符号里耶

（本版摄影 曾祥辉）

里耶古城

里耶古城俯瞰

里耶古城和八面山远眺

里耶秦简博物馆

里耶秦城遗址

里耶古城的渔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