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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从泥石里走出，带着自然的密码和久藏的神
性。水涌的地方，就唤出鸟，精灵一样。成群的遗
鸥飞舞，撑起生命的领空，是没有边际的蓝。轻轻
落下来，落出红碱淖。

中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红碱淖就藏在陕西省
神木市的怀抱里，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带、
毛乌素沙漠与鄂尔多斯盆地交汇处。

去往红碱淖的路上，身上包裹着的酷热，在不经
意中徐徐散开，一丝丝凉意沁入心窝。凉下来，就意

味着红碱淖愈来愈近了。车窗里，瞭望到湖面，在视
线里铺开，40多平方公里。百草仿佛冲进湖里，更加
疯长，只见碧绿，没有了边际。有气垫船不紧不慢在
观景，还有水上自行车在赏美。视线被旅游小飞机抬
高，越飞越高，越飞越远，越飞越惊心。你看吧，红碱
淖跟着也飞了起来，湖水映衬，从高旋的彩云里，天南
地北的游客相视而笑；在如洗的碧空中，五颜六色的
花朵点头致意。

你不得不惊异红碱淖，大漠生出的一颗夺目的
明珠，让长城内外的人心动，神往中多了一份水灵、

机敏和健美。它是榆林和鄂尔多斯的“肺”，给了一
方百姓更远的生命里程，清幽而祥宁的呼吸，宏阔
而激扬的品格。

不得不惊异，红碱淖的来历。它的形成在传说
里扎根。汉元帝时，令王昭君和亲，从长安沿秦直
道北上，走到这里，烈日炎炎，想到将要告别大汉疆
土，她回望中原，伤心落泪，感动了王母娘娘，派七
仙女下凡，各持一条彩带，从七个不同方向走去，竟
生出七条季节性的河流，神奇般地汇聚在一起。当

时周边漫漫沙土，远观仿佛一张赤色的脸庞，老百
姓亲切地称之为红碱淖。

红碱淖是鸟类的家园，美轮美奂得似乎走不出
梦境。你看吧，白天鹅、鸬鹚、白鹭、金雕、鱼鹰、鸳
鸯等 50 余种国家保护的珍禽，仿佛不同用意的画
笔，蘸着性灵的湖水，在天空辉映的大地上绘出妙
美的彩卷。你看吧，在时光中跃出的鲤鱼、草鱼、鲫
鱼、鲢鱼等十几种野生鱼类，轻盈地舞动着湖面，粼
粼的波光，一圈追赶着一圈，一圈比一圈有神韵，闪
耀着乐趣。

不得不惊异，全球总量80%的遗鸥，相伴红碱淖，
两万多只在充满美意的湿地中，创造着它们的爱
情。遗鸥就是红碱淖迎娶的新娘，黑头白身，翅膀阴
雨天似的，站卧时浅灰，一旦飞舞起来，翎尾仿佛泼
上了浓墨。真惊奇啊，它们都抹着口红，新鲜得像沾
上朝阳的色彩，竟把全部的腿脚染红。它们涂着枣
红的眼线，两弯月牙儿，飘着雪白的绒毛，显得眼睛
格外有神。你看吧，一只比一只俊俏，一只比一只高
妙。是的，大地上的神迹，一只只遗鸥似乎是破译
者，一只只遗鸥就是大美的使者。

视线被美景牵走，紧攥着游客的心。向南看，水
产品繁殖与养殖基地就在眼帘，生命在这里孕育。
转向西，快艇“哗哗哗”拍打着水花，一股脑儿追赶着
夕阳，惊呼中，你会瞭到更辽阔的湿地保护区，感受
到尔林兔草原的落日之美。加速行进，“嘟——”你
就向北冲锋，沙地战场似的，滑沙、滑草、沙地摩托、
沙地卡丁车、沙地越野车、沙漠骆驼、草原骏马……
像听到号令，以不同的战术，迥异的战姿，猛烈进攻，
雄壮的声音进入心里。

畅游者忘倦，陶醉者忘归。搬出身体里的暮色，
愈来愈沉静，愈来愈恬淡。你已不再是你，你就是红
碱淖了，红碱淖就是你了。你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一
部分中的你，就是无数个你，是自然美的呈现和升华，
以红碱淖的方式，创造着生命的另一种传奇，在每一
滴水中，从每一颗沙上，在每一朵云里。

看看红碱淖，其实就是一次次地看自己。

去往安徽省休宁县木梨硔村，我是一路走着上去的。
上木梨硔有很多级台阶。这些台阶，与我在其他山上

见到的石阶不同，大部分台阶都用一根两米长左右的树木
在下边做固定，上面铺着一些碎石。印象中，过去是没有
这些台阶的。我问了一个上山的村民，他告诉我，这些台
阶是近几年为方便游客才修的。

我继续上山，终于来到了被誉为“黄山最美的高
山村落”——木梨硔村。太累了，我先来杯茶，再欣赏美
景。正得意间，有位背着相机的老兄对我说：“看景要到村
对面的观景台。”于是，我接着走，好在观景台不远，很快就
到了。这里才是最佳观景点。在村里，只能看到美景的局
部；在这里，才能看到全部，才能看到那被满山的翠与绿烘
托出来的木梨硔。面对美景，我不由得赞叹自然的伟力与
神奇，那被粉绿、嫩绿、翠绿衬托出来的白墙黛瓦，就是大自
然泼洒出来的青绿山水。那不经意间飘来的云雾，又给这
幅青绿山水涂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距离产生美，距离同样也萌生渴望。在这个叫木梨
硔的云上村庄，我突然有种天上人间、无论魏晋的恍兮
惚兮。我用手机一阵狂拍，想把美景永远的留在记忆里。

坐在客栈的露台品茗是最享受的事。茶是雨前采的，
茶园就在露台前。这是名副其实的高山云雾茶。茶是这
里的特产，云雾也是这里的特产。木梨硔终年云遮雾绕，
一年里有一百多天被锁在云雾中。这里的茶醉人，三杯后
你就会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惬意与醉意。

我与隔壁客栈几位客人攀谈起来。他们已来了四五天，

都有些乐而忘归。这里不但山美、水美，村民们也长寿，这可
能是得益于干净的空气和慢下来的生活节奏。其实有时候
让时间慢下来，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才会被唤醒。闲聊
中，他们告诉我，这里最美的时候是有月光的晚上，在月光下
漫步，就如同走在云上，走进梦境里。

我突然想起前些日子看过的一本书《借山而居》。作
者二冬是位画家，他在终南山租下一个院子，过着一种回
归山林的生活。我最喜欢书中一句话：终南山的云彩，不
但可以盖宫殿，还可以揪一块嚼着吃。在木梨硔，你不但
可以揪一块云彩嚼着吃，还可以用它来做茶点。二冬说，
若有“隐”之心，处处皆是终南山。下次来木梨硔一定要多
住几天，什么都不带，最多只带一本书，也过几天这种借山
而居的生活。我特
别喜欢这个“借”字，
让我一下子有了一
种从客人到主人的
自豪感。这是汉语
的美妙，亦是这片山
水的美妙。

借 山 而 居 ， 过
一回云上的日子。

大漠明珠红碱淖
梦 野

中国海洋旅游近年来发展迅速。自然资
源部近日发布的《2019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
公报》显示，滨海旅游业已成为海洋经济发展
的支柱产业。2019年滨海旅游业实现增加值
180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9.3%，占主要海洋产
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0.6%。

中国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星罗棋布的海
岛，海洋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滨海和海岛是人
们观光休闲、度假疗养、回归自然、放松身心的
理想空间。

滨海游 从观光到休闲

一脉青山，山光积翠；一汪碧水，水色含
青。夏季是渤海明珠北戴河最美的时节。北戴
河是中国传统四大避暑胜地之一，苍翠的青山
和浩瀚的大海相映。在这里，很多北方人第一
次看到大海、享受沙滩和日光浴。30多年前，我
爬到鸽子窝山坡上第一次看到海上日出，红日
从山海相接处跃出的情景永久定格在记忆中。

向南行3000多公里，在三亚看日出，又是别
一番景色。壮阔碧蓝的南海为旭日提供了无边
的舞台，晨光恣意洒向海的每个角落，椰树倾斜
着婀娜的身姿，伸向海中感受第一缕朝阳。

大连、北戴河、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
舟山、厦门、珠海、北海、三亚……从北到南，风
格各异的滨海城市珍珠般分布在漫长蜿蜒的
海岸线上，既有中温带、暖温带的海上景致，更

有热带、亚热带的海洋风光。滨海游是中国最
早发展的海洋旅游，目前正从观光转向休闲度
假，尤其是一些滨海城市将滨海游和城市游融
为一体，大大增强了对游客的吸引力。

濒临渤海的天津，围绕海洋主题打造了东
疆湾沙滩、国家海洋博物馆、海昌海洋公园、邮
轮母港、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等文化休闲娱乐景
点，适合家庭游和自驾游。城在海上、海在城中
的厦门素有“海上花园”的美誉。今年，滨海旅
游浪漫线吸引了最旺的人气，沙滩一边是浩瀚
的东海，一边是红蓝相间的马拉松赛道，沿线融
吃喝住行文体活动于一体，集合了海洋休闲的
诸多元素。珠海是珠三角地区海洋面积最大的
城市，除了风光旖旎的沙滩和海岛，珠海长隆海
洋公园、港珠澳大桥、珠海大剧院等为珠海留住
了更多游客的脚步。发展滨海旅游应以休闲度
假为核心，结合滨海城市的地域文化特点，与城
市休闲同步发展，积极开发海洋文化体验游、海
洋民俗节庆游、海洋疗养健康游等。

海岛游 差异化创特色

中国的海岛，星罗棋布，形态各异，如同一
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波光粼粼的蓝色海洋
上。一些适合开发旅游的岛屿已成为热门的旅
游目的地。悠闲舒适的海岛生活令人向往。

迷人的热带海洋风情让海南独具魅力。
海南的一些小岛逐渐进入游客的视野。分界
洲岛是中国首家海岛型国家 5A 级景区，处在
海南热带和亚热带的分界线上。蜈支洲岛海
水清澈透明，被誉为“中国第一潜水基地”。南
湾猴岛森林覆盖率达95%，生活着近1500只猕
猴，是中国也是世界唯一的热带岛屿型猕猴自
然保护区。

除了海南，沿海岸线自南向北，分布着特
色各异的海岛。位于广西北海南面的涠洲岛
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炽热的熔岩与冰冷
的海水孕育奇特的火山遗迹，塑造出海蚀崖、
海蚀洞、海蚀平台等地质奇观。福建的嵛山岛
集大海、沙滩、草场、湖泊于一身，两个水清如
镜的湖泊周边是被誉为“南国天山”的万亩草
场。浙江舟山群岛以海、渔、城、岛、港、航、商
为特色，集海岛风光、海洋文化和佛教文化于
一体。山东长岛由32个岛屿组成，山水相依，
如诗如画，是“京津之门户”“渤海之锁钥”。

中国海岛资源优势明显，但旅游开发仍
处在初级阶段。不同的海岛旅游应该有不同

的创意，因地制宜，构建差异化的目的地品
牌。同时，在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既定的情
况下，商业环境和生活品质也是提升海岛游
品质的重要因素。海岛游将成为高品质国内
游的重要供给。海南、平潭和横琴相继建设
国际旅游岛，引领着中国海岛游的发展。

海上游 多样化有潜力

近日，福建平潭岛环岛游轮首航，填补了
平潭海上观光休闲娱乐市场的空白。深圳首
个港珠澳大桥海上游航线日前开通，为市民游
客海上观景再添新选择。海洋旅游中的海上
游颇具吸引力，人们愿意体验潜水、拖伞、海
钓、帆船、摩托艇、香蕉船、游船、游艇和邮轮等
多种海上运动，与大海来一场亲密接触。

目前，海上游最常见的方式乘坐游船游艇
的近海观光。像大连、青岛、厦门等滨海城市都
有出海游览的游船，速度缓慢适合赏景拍照。
乘坐快艇，劈波斩浪，则更加刺激。广西钦州的
三娘湾是中华白海豚的故乡，到那里一定要乘
快艇出海。快艇像离弦的箭，在南海划出一道
水痕。不到二十分钟，海水变得更蓝了，岸边码
头也已消失。快艇放慢速度，驾驶员经验丰富，
带着我们在附近水域环视。突然，左前方掀起
了几米高的海浪，两只白海豚跃出了水面。太
棒了！大家纷纷按下了相机快门。

对于喜欢探索世界的眼睛，海面上醉人的
景致远远不够，未知的水下世界更能激起人们
的兴趣。蜈支洲岛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
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是国内最佳潜水基
地之一。潜入清澈的海水中，阳光被折射成无
数个星星，五彩的鱼儿依偎在身边，这是多么奇
妙的体验。据统计，中国游客最爱的主题游中，
潜水已跻身前三。现在一些游客是为了潜水，
才专门去某地旅游。在玩潜水的人群中，爱玩、
爱冒险的“90后”占到半壁江山。中国人潜水考
证数年增长率约40％，是全球平均增速的8倍。

作为海上游的新业态，游艇游不再局限于
高端市场，逐渐走进大众的生活。游艇的私密
性、舒适性满足了游客家庭聚会、婚纱拍照、蜜
月旅行等多种个性化高品质需求。在三亚、深
圳、厦门、青岛等滨海城市都可租赁游艇。此
外，近几年中国邮轮旅游发展仍然处于优化调
整期，出入境邮轮旅游人数增速放缓，各大邮
轮公司陆续投入为中国市场量身订造的邮轮，
中国邮轮旅游未来可期。

紧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1980 年 6 月 27 日，中国青年旅行
社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设立
的第一家旅行社类企业。中国青年
旅行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中
旅、国旅之后成立的第三家旅行
社，并成长为中国旅游业三大骨干
旅行社之一。

中青旅 40 年的发展历程，参
与了中国现代旅游业发展壮大的过
程，见证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
往的深刻变化。1997 年，中青旅
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旅游行

业第一家完整旅游概念的主板上市
公司。2017 年，中青旅整体划转
至中国光大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家
拥有中央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发展背
景的旅游类上市公司。

创立 40 年来，中青旅始终牢
记服务国家战略、满足人民消费升
级需求，构建多业态的综合旅游服
务布局，以优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信赖和好评。在
业务发展上，中青旅以入境旅游服
务为起点，不断在旅游度假、文化
景区、整合营销、差旅管理、智慧
酒店等领域推进产业价值链的整合
与延伸，旗下拥有乌镇、古北水
镇、遨游网、中青博联、山水时尚
酒店等知名企业和品牌，形成了

“文旅综合体开发与建设、酒店运
营与管理、会议展览与整合营销、
旅行社与旅游互联网”四大核心业
务。同时，还大力发展“旅游+教
育”“旅游+体育”“旅游+康养”
三大新兴板块。

目前，中青旅在国内 30 余个
核心城市和香港、东京、大阪、温
哥华、亚的斯亚贝巴等海外设有分
支机构，员工超过万名，年营业收
入超过 140 亿元、总资产超过 160
亿元、年服务游客超过 2000 万人
次、品牌价值超过240亿元。

中青旅始终将履行社会责任作

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
来，中青旅陆续发起中国首个面向
盲人群体的“倾听”系列旅行团、面
向乡村教师的“梦想旅行团”、面向
打工子弟留守儿童的“认知身边/远
方的城市”、面向聋哑儿童的“无声
春天之旅”、面向城市儿童的“世界
文明公开课”、面向大学生的“事业
起航工作坊”等品牌公益活动，用旅
行的方式促进人与人的真诚沟通，
为社会传递温暖和感动。中青旅还
以“旅游+教育+扶贫”为抓手，把扶
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创新推出

“小水滴”公益研学扶贫计划，已组
织新疆、西藏、青海、甘肃、贵州、湖
南等十余个贫困县青少年走出大
山，体验公益研学活动。

中青旅40载：

与中国旅游共成长
徐晓磊

中青旅40载：

与中国旅游共成长
徐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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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海南三亚海边夕阳下游玩。 陈文武摄 （人民视觉）

沐浴在晨曦之中的木梨硔村。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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