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6中国广播 2007 年第 3 期

“玄奘之路”是为了庆祝中印友好年、弘扬玄

奘精神而举办的大型文化考察活动。2006年10月

15日，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媒体记者等40多人

组成的考察团，驾驶15辆越野车，沿着唐代高僧

玄奘西行取经的路线，历时近38天，行程14300公

里，途经5个国家，最后到达印度。2006年11月

22日，正在印度访问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了

“玄奘之路”考察团，并肯定了“玄奘之路”文化

考察活动对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所起到的作用。我

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驾驶9号车参加了这

次考察活动，并为《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

联播》等节目播发消息、做录音报道和现场连线。

一、从西安到乌兹别克斯坦

公元629年，唐代高僧玄奘从长安（今西安

市）出发，途经河西走廊、经过高昌国（今新疆吐

重走玄奘路 开车到印度

鲁番）、屈支国（今新疆库车），翻越凌山（今天山

山脉），来到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市

郊），穿越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兹嘎拉山口），

通过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进入阿富汗、巴基

斯坦，途中玄奘法师“历天险而愈慷慨，遭凶贼而

神弥厉勇”（《续高僧传》），三年后到达当年的佛教

圣地——现在印度巴特纳的那烂陀寺。公元645

年回到长安，玄奘的西行取经整个行程历时17

年，行程5万里，历经千辛万苦，把中国的传统文

化传播到印度，将印度的佛教、天文、立法带回中

国，开拓了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古国的文化交流。

回国后译经1335卷，并写成《大唐西域记》，记述

了17年所游历各国的文化政治、历史沿革、物产

气候等广泛内容。至今仍然是研究印度及南亚、

中亚等国家历史的宝贵资料。印度历史学家认为，

如果没有玄奘，重建印度史是不可能的。这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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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的美誉，但玄奘在中印文化的

保存和交融上确实具有重要作用。

一千三百多年后，“玄奘之路”

考察团再一次从西安出发，当天晚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

播》就播出了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玄奘之路’考察团今天（2006年10

月15日）从古都西安踏上重走玄奘

路、开车到印度的漫长征程，这次文

化考察活动将经过吉尔吉斯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玄

奘的足迹就是我们远征的路书。考察

团将日夜兼程，滚滚车轮过天水、武

威奔玉门关。”

玉门关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

玄奘当年在这里发出“宁可就西而

死，绝不东归而生”的誓言。车队从

玉门关过星星峡、流沙河，穿越吐鲁

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到达喀什。期间

考察了千佛洞、高昌古城和曾被称之

女儿国的苏巴什佛寺等佛教文化遗

址，并在玉门关附近举行徒步穿越戈

壁挑战赛。记者在现场用手机与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体育直播间》连线：

“⋯⋯参加徒步穿越戈壁的队员连续

三天，徒步穿越了约180公里、遍布

骆驼刺的荒滩和沙丘，许多队员双脚

磨出泡，两腿直发飘，途中还常常受

到蚂蝗的侵扰⋯⋯”

在国内路段约4000公里的行程，

走了将近10天，经历了2号车爆胎、

11号车燃油用尽、9号车发生剐蹭、7

号车翻入一米深的路沟车辆几乎报

废等种种考验，尤其是在沙漠中行

车，越野车犹如沙海中的孤舟，尘沙

飞扬，前路迷茫，任其颠簸，一路上

受到考验的不仅是驾驶技术和体力，

还有精神和意志。不知道未来的行程

将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险？考察团以

现代交通工具翻山越岭、穿行沙漠尚

且如此艰难，可以想见玄奘法师仅是

走完这段行程就需要多么坚强的意

志与坚定的信念。玄奘当年出玉门关

孤僧单骑面对八百里茫茫沙海，迷失

方向，打翻水袋，多日滴水未进，在

飞沙走石、狂风暴雪面前，走出戈壁

荒滩，翻越终年积雪的穆素尔岭（今

天山山脉），来到热海（今吉尔吉斯

斯坦的伊塞克湖），实现了西行途中

的第一次人生的超越。考察团队员著

名作家、学者周国平在接受采访时

说：“重走玄奘之路对玄奘当年的经

历有一种深刻的体会，而且这条路不

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之路，也是我们

的心灵之路。”

“玄奘之路” 车队刚从喀什进入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抬头就望见连绵

的雪山，气温也下降到零摄氏度左

右，一连翻过两座海拔约4000米的

雪山，驱车380公里，凌晨在吉边境

城市纳伦住宿。第二天，当车队绕过

巍峨的雪山，世界第二大高山湖泊伊

塞克湖突然出现在眼前。宽阔的湖面

在阳光下变幻着迷人的色彩，一路的

颠簸和辛劳顿时化为乌有。想必玄奘

当年到此也会感到神清气爽、物我两

忘。

告别了伊塞克湖，车队向碎叶

城遗址进发。碎叶城是著名诗人李白

的出生地。为纪念诗人李白，考察团

在离碎叶城二百多公里的比什凯克

人文大学汉语中心和那里的学生们

举行唐诗吟唱会，共同吟唱李白的

《将进酒》、《早发白帝城》等诗篇。在

这所大学挂着一幅温家宝总理“传中

国之文脉，播声教于四海”的题词，

中国各地的风光照片挂满了走廊。吉

尔吉斯斯坦华人联合会会长白玺介

绍说，在比什凯克市还有一条以邓小

平命名的大街，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所取得的成就。

考察团在风景如画的、被称为

中亚瑞士的吉尔吉斯斯坦走了五天

六夜之后，到达了乌兹别克斯坦，路

边的行人和路上的车辆纷纷向车队

友好地招手鸣笛，值勤的警察也立正

行礼表示欢迎。

二、穿越阿富汗

阿富汗是这次考察途中既让人

兴奋又让人忐忑不安的行程。截至

2006年10月阿富汗发生的自杀性爆

记 录
D O C U M E N T S



7 8中国广播 2007 年第 3 期

炸袭击已造成700多人死伤。当考察

团车队还行驶在国内路段时，遭美国

通缉的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马尔曾

发出新的威胁：“今后阿富汗的暴力

活动将达到惊人的水平”。各种消息

表明，庞大的车队进入动荡的阿富汗

是危险的旅程。穿越阿富汗之前，

“玄奘之路”组委会副主任薛继军给

组委会秘书长曲向东打电话，一再叮

嘱千万要小心，实在不行，不要继续

前行，原路返回乌兹别克斯坦。

11月4日上午，当考察团抵达乌

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口岸时，就感受

到一种紧张的气氛。坚守边关的士兵

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许照相，不

许随意走动。透过两道宽大的铁丝

网，能望见处于战乱的神秘的阿富

汗。流淌在乌阿边境的阿姆河在这紧

张的氛围中显得格外宁静。经过边防

军、边检站的层层检查，考察团车队

终于开上了乌阿友谊桥，几分钟后阿

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画像出现在眼

前。阿国会议员拉伊斯·拉夫桑贾尼

带着9辆武装吉普车和卫队前来迎接

车队。在阿境内，手持Ak-47冲锋枪

的卫队异常警觉，每到停车就举枪护

卫车队，疏散接近车队的人群。周到

的安全保护，让考察队员更感到不安

全。路上处处是关卡，过往车辆要受

到严格检查。

进入阿富汗之后，穆斯林的宗

教氛围非常浓厚，路上常见向真主祈

祷的人群。为了尊重当地的宗教习

俗，考察车队中5名女队员即使在高

温之下，也要把头、脸用面纱蒙住。

车队从阿富汗北部重镇马扎里沙利

夫向首都喀布尔挺进，在朗月映照

下，奔驰在兴都库什山高耸如云不断

延伸的山路之中，仿佛在时空的隧道

穿行，不知今夕何夕，不安的身心在

异国游荡。

喀布尔原是一座依山傍水的美

丽城市，古老的皇宫和清真寺交相辉

映，尤其在城市西北方的巴米扬河

谷，以巴米扬大佛为代表的佛像石窟

举世闻名。如今的喀布尔荒芜凋敝，

巴米扬大佛已面目全非，巨大的石窟

曾被塔利班作为弹药库。城内游弋着

美军的坦克，匆匆行走的是美军士兵

和为谋生而忙碌的阿富汗人，在难民

营还能见到行乞的老妪和儿童。曾经

美丽的国家阿富汗，现在就像风雨飘

摇中的风筝，不知命运掌握在谁的手

中？不禁令人叹人事之沧桑，发思古

之幽情。

当天夜里12点半，考察团入住

喀布尔洲际酒店。这个酒店因阿富汗

战争期间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都以

此为据点而闻名于世。第二天早晨，

有人就被远处的枪声惊醒，随后就听

到阿帕奇直升机傲慢的吼声。上午考

察团车队在向巴基斯坦边界进发的

途中，路上有不少美军和有UN标志

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车辆。

当天晚上考察团有惊无险地通

过阿富汗到达巴基斯坦，受到巴基斯

坦官员和当地长老的热情接待。在巴

境内，考察团在白沙瓦、伊斯兰堡、

拉合尔等重要城市探寻玄奘当年留

下的脚印。全体队员参观了白沙瓦的

博物馆和伊斯兰堡具有2000年历史

的塔克西拉佛教遗址。最后从拉合尔

进入印度瓦嘎口岸。这个口岸不对中

国人开放，考察队员因持有印度外交

部的特许批文才得以过关，但车辆却

遇到麻烦。由于从来没有中国车辆从

这里通关的先例，负责办理通关手续

的领队晁阳跟海关人员解释说：“我

们正在做一件突破中印两国先例的

事情，不可能有先例可循，所以需要

共同努力。”在苦等了11个小时之后

车队终于进入印度。当时考察队员的

心情正如在录音报道中所说：“考察

团的口号是‘为坚持喝彩’，在考察

途中虽然遇到许多困难，大家一直都

在坚持，而这最后的坚持，让我们终

于实现了开车到印度的梦想。”

三、抵达印度

11月12日晚上，玄奘之路考察

团抵达新德里，受到了印度方面的热

烈欢迎。象征吉祥的大象身披华丽装

饰也在酒店门口迎接我们。在欢迎仪

式上，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说：

“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在印度家喻

户晓。玄奘可谓中国驻印度的首位大

使。如今‘玄奘之路’考察团以重走

玄奘之路的方式来庆祝中印友好年，

进一步促进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

考察团在新德里参观了印度建

筑史上的奇迹——泰姬陵，并拜谒了

印度国父甘地的陵墓。甘地的后裔坐

着轮椅特意来到墓地。在接受众多媒

体记者采访时，她说，我非常敬仰玄

奘，希望你们能像玄奘那样走遍印

度。

考察团在印度的瓦拉纳西、菩

提珈耶、巴特纳等地进行文化交流和

考察活动。瓦拉纳西是佛教四大圣地

之一，释迦牟尼曾在这里讲经说法。

玄奘到印度后曾专程到此拜谒佛祖。

菩提珈耶是释迦牟尼成佛之地。大菩

提寺的方丈介绍说：“1861年英国考

古学家在考古发掘中，正是参照了玄

奘《大唐西域记》中的记载，才确定

了这里是佛祖觉悟处。”印度的考古

学家也是根据玄奘的这部著作，发掘

出了一系列埋没了一千多年的古印

度佛教遗址，中世纪的印度历史从此

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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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巴特纳的那烂陀寺是考察

团的最后一站，也是玄奘西行取经的

目的地。那烂陀寺是印度6～9世纪

最大、最著名的佛教寺院。玄奘就是

在这里长年苦修，取得真经，并在那

烂陀寺的大法会上与各路高僧公开

辩论，名震印度。直到现在，印度人

依然将他礼供为神。考察团在那烂陀

印度玄奘纪念堂前举行盛大抵达仪

式，将历史上首部从印度翻译和传播

到中国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以及玄

奘翻译介绍到印度的首部中国文化

经典《道德经》等国礼赠送给印度。

抵达仪式结束后我们前往巴特纳博

物馆瞻仰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1956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为表示中

印友好关系，将玄奘法师头部灵骨的

一部分送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后来被

巴特纳博物馆珍藏，这一次是首次对

外展示。

当考察团回到新德里的时候，

正在印度访问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

泰姬酒店接见了“玄奘之路”考察

团，他向考察队员询问了“玄奘之

路”文化考察活动的出境路线和途经

国家。胡锦涛主席对这种文化交流的

形式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经济交

流、政治交流最根本的还是两国人民

之间的文化交流。

四、探索玄奘精神

重走“玄奘之路”， 是“中印友好

年”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历史上第

一次以集体阵容组成的中国车队穿

越阿富汗进入印度，并在印度的五个

城市进行为期10天的考察和采访。

考察团通过与各界人士的友好接触，

加深友谊，促进文化交流、纪念有着

悠久历史的中印关系，进一步丰富了

两国关系。

重走“玄奘之路”，对于探索玄

奘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此次重走玄奘

之路，我们不仅体验到路途的艰辛和

完成报道任务后的快乐，而且深刻而

直观地感受到玄奘坚韧执著、不畏艰

险的精神。一万多公里的行程，近40

天的日日夜夜，让我们觉得离玄奘

很近。我们用身体去体会，用心灵去

验证玄奘之路。在沙尘四起的荒漠，

在高海拔大雪纷飞的山路长途奔波，

雪地里喝冷水、荒野中吃干粮。许多

记者既要开车，又要及时完成报道

任务，只能在途中休息和夜里到达

旅馆的时候匆匆发稿，有些路段由

于手机信号不好或网速太慢，为了

在第一时间报道考察活动的最新进

展，经常是白天匆匆赶路，晚上苦苦

熬夜，虽然遇到诸多坎坷和意想不

到的艰难险阻，我们不断前行，玄奘

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们，他仿佛在前

方指引着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忘我

地投入。投入使人单纯，单纯使人快

乐。苦与累之中，我们体会到玄奘精

神的可贵和我们追寻玄奘足迹的意

义，也体会到风雨路万里，月夜酒一

杯的乐趣。

走完玄奘之路，我们又觉得离

玄奘还是很遥远。我们靠车轮代替

双足，还无法完全体验玄奘当年的

艰辛，无缘完全领略玄奘所经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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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圣地，也未能与印度等国家进

行全面的文化交流，留下许多遗憾，

与玄奘相比我们是渺小的。现在越

来越多的人只知道胆怯懦弱、人妖

不分的唐僧，却少有人知道唐僧的

原型——西行取经百折不挠、励志

奋进的玄奘。因而让更多的人在精神

上接受玄奘的洗礼显得非常必要。许

多队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

应该更广泛地去宣传玄奘，让更多的

人了解这位伟人，进一步发掘玄奘精

神对我们精神世界的影响。

玄奘不只是一个佛教徒，他更

是一位伟大的信仰者和学者，他九

死一生西行印度的意义，不只是取回

佛教真经和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他体现了追求真理的精

神。玄奘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

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在当今中

国经济逐渐挺直腰杆的时候，既要具

备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更迫切地

需要追寻埋头苦干、“舍身求法”的

中国精神，坚持中华民族的根基和内

涵。挺直中国文化的脊梁，全面塑造

中国的形象。让世界真正发现中国的

文化精神的魅力，让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能怀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

是蓬蒿人”的豪情走出国门。

（作者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