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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红、深红、金红……安徽省庐江县
大汉塘的池杉林，各种颜色相互交织，仿
佛一簇簇缤纷的火焰，倒映在清澈明净的
水面上，为冬日的乡村增添了一道色彩斑
斓的风景线。

池杉林深处，星星点点的鸟儿或展翅
飞翔，或嬉戏打闹，或潜水觅食，清脆的
鸣啼声不绝于耳，为静默无语的大汉塘平
添了许多生机与灵动。

柯坦镇宣传委员罗大全介绍，大汉塘
是一座历经千年风雨、水面积达 330 多亩

的园林水库，传说开挖于汉代，故名“大
汉塘”。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涵养水源，
防洪固坝，当地群众开始在这里种植池
杉，久而久之，形成了如今独特的“水上
森林”美景。

城池村党委书记樊中文介绍，池杉的
耐水性很强，能够长期在水中正常生长，常
被人们称作植物“活化石”，每到秋冬季，原
本翠绿色的叶片便更换成一袭赭红色。

“你瞧，这几天气温降低，杉树的颜色

显得越发鲜艳了。”樊中文说，大汉塘生长
着约1.2万棵池杉，其中不少历经沧桑，见
证了几十年来城池村的生态之变。

樊中文告诉笔者，为解决面源污染问
题，近年来，村里定期引入活水，实现了
水系的循环，保障了大汉塘水质和水位的
安全，并在保护已有池杉的同时，通过补
种、补栽，扩大种植面积，形成“水丰、
绿茂、成林、成片”的生态景观。

生态好不好，鸟儿说了算。随着大汉
塘生态的改善，越来越多的鸟儿选择在这

里安家落户。经过持续不断的生态治理，
水生植物越来越多，食物多了，鸟就多
了。“鸟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除了白
鹭、灰雁、野鸭等‘常客’，还能看到一些
不常见的鸟类。”68 岁的城池村村民徐超
说，每逢冬季进入枯水期，水位下降，鱼虾、
水草显现，大批的候鸟前来觅食、歇息。

“保守估计，这个冬天大汉塘池杉林的
鸟儿超过5万只，品种达30多种。”徐超笑
得合不拢嘴，“鸟类是自然环境的风向标，

越来越多的鸟儿来此栖息，很多候鸟长居
这里不想走，在此筑巢、繁殖，数代之后
就逐渐变成了‘留鸟’。”

同时，城池村还及时清理各种用于非
法猎捕的捕鸟网、粘网等，每年春季、秋
冬季，加大巡护力度，确保鸟类安全。城
池村还向村民和游客发放宣传单，开展鸟
类保护宣传教育。

大汉塘因为池杉林而更加美丽，池杉
林因为鸟儿的青睐而生机勃勃。不仅鸟儿
爱上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也爱到大

汉塘看一看。“水上也能长出茂密的森林，
大汉塘总是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正在拍
照的合肥游客钱小慧感慨地说，池杉林真
是让她“大开眼界”。

“环境好了，游客来了，我们很高
兴。”柯坦镇党委书记李杰峰说，大汉塘的
池杉是生态保护的“英雄树”，也是旅游发
展的“摇钱树”。“城池村走出了‘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之路。”

图为游客在大汉塘赏景休闲。

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沿着“柳（陂）五
（峰）”路逆汉江而上，进入五峰乡地界，即可看
到九曲十八弯的汉江，抛出一段如黄河般的

“几”字形江域。“几”字的顶端直抵汉江对岸
“郧县人”头盖骨化石出土地青曲弥陀寺和曲
远河口，而“几”字则将一个整体行政村三面包
围起来。这便是五峰乡大树垭村，它也是汉江
郧阳段唯一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村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不通公路，只能
靠水路运输，航运十分发达，通过水路运输，将
布匹、粮草等从下游逆水运往郧西天子渡口、
景阳，再运往陕西汉中，西进长安，或是上游的
物资运往下游的老河口、襄阳、汉口等地。

大树垭村伸向江中的虎头山形正对着汉
江，江流湍急，夏秋季节汛期时更是巨浪翻
腾，当地人称此江段为“三浪滩”，船行此处

十分惊险。
久而久之，这里便有了一批以驾船过险

滩为业的船太公。他们每天坐于垭口固定位
置，抽着旱烟袋，眺望激流滚滚的江面，等
着生意上门。“不是真太公，过不了三道
关”，就是形容这里行船的险要。这里的

“关”，就指的是暗礁、急流、浅滩。当地的
资深船太公对航道上四季的水深水温、流向
流速都了如指掌。到了三浪滩，远道而来的
船太公就要请当地的船太公驾船过险滩。为
防止土匪船霸，还有正义人士在此驻守，管
护治安，并栽下几棵大树，以便在此歇凉。
随着时间的推移，栽下的树木渐渐长大，这
里便有了“大树垭”这个美丽而极富诗意的
名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出行靠乘坐
客轮，大树垭是一个码头站点，后来成为一
个行政村名称，沿用至今。

大树垭村党支部书记兰玉清介绍，大树垭
村全村版图面积 5.53 平方公里，村民 1526 人，
村民以兰姓、钱姓、曹姓、任姓、李姓居多。由
于其地理位置的原因，这里日照充足，雨量充
沛，土壤肥沃，十分适合农作物生长。境内原
有的朱家沟林场有千亩松杉，还有 500 余亩油
茶林，成为如今发展油茶基地的优良资源。近
年来，该村又新增400余亩核桃、300余亩桃、15
万棒香菇等，还计划建设葡萄基地，争取以产
业带动旅游，努力打造成集休闲、观光为一体
的乡村旅游胜地。

大树垭村紧邻“柳五”公路，半岛探出，临
风临江，湖光山色，有着优美的半岛风光，十分
适合发展康养产业。“这里风光无限，将是全域
旅游中少有的半岛型旅游目的地，也将成为一
个县域旅游中美丽乡村的样板，乡村振兴的示
范地。”兰玉清信心满满地说。

左图：湖北郧阳大力开展“美丽水源
地”生态建设，时值初冬，汉江之南的汉水
主题公园美景如画。 杨显有摄 （人民图片）

从金湾机场出来乘中巴车往横琴
岛去。2020年11月下旬的珠海依旧温
暖，沿途鲜花盛开，绿意浓浓。

我来过珠海几次，却没到过横琴
岛。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第一次到
珠海，依稀记得，出珠海市区的路
上，在路标上见到过“横琴”。据横
琴管委会副主任吴创伟介绍，这里原
属顺德管辖，顺德人在这里填海造
田，把大小横琴岛连接为一体，珠海
成为特区后才划归珠海管辖。如今，
拥有106.46平方公里的横琴新区是继
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
第三个国家级新区。2019 年，国务
院批复明确横琴打造国际一流休闲旅
游基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横琴
要成为连通港澳和区域共建的开放
岛、活力岛、智慧岛、生态岛。

站在横琴总部大厦 33 层，横琴
岛的全貌几乎尽收眼底，河对岸澳门
万豪酒店和永利皇宫酒店近在眼前。
不亲自站在这里，真的无法想象横琴
岛与澳门如此之近！连接一河之隔的

澳门与横琴岛的莲花大桥就在不远处
静静守候着；再往右看，容纳1万人
的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在河边的朝晖里
熠熠生辉。环顾四周，一座现代化的、
充满勃勃生机的新横琴就在眼前。

十多年前，横琴岛上的户籍人口
仅 3000 多人，大部分靠去澳门打工
为生。如今，在这里生活的澳门人就
有 6000 多人。没有梧桐树哪能引来
金凤凰呢？管理者们也把澳门先进的
社区建设文化引入横琴。

在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
处横琴综合服务中心里，多功能教
室、手工室、康复室等设施齐全，适
合不同年龄段的课程种类繁多，满足
了各兴趣爱好者的需要。假如有暇，
我都想去听几门课呢。我们去的那天
恰好是周末，许多孩子赶来上兴趣
班。一间教室里正在上音乐课，歌声
飘扬，透着快乐幸福。

在横琴岛，让我最兴奋的就是星

乐度·露营小镇了。它占地 200 多
亩，有近 150 套各具特色的露营单
元。这里的负责人介绍，这个露营小
镇，不仅可以住宿，还有一个 6.5万
平方米的无动力游乐场，可供全年龄
段创意游乐。

这个时节，横琴岛最养眼的地方
当属花海长廊和芒洲湿地公园。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是樱花、木棉
花期最盛的时候，这种由南美引进的
树种，移居这里竟然没有一点水土不
服，尽情绽放，展示着自己的魅力。

此时，远在北京、河北的朋友告
诉我，那里下起了雪。虽是寒冬季
节，我却身着单衣，站在温暖如春的
横琴街头。是的，这是横琴的春天，
万物勃发的横琴之春。大气崭新的横
琴，高端创新的横琴，美味快乐的横
琴，多元文化共生的横琴，风光旖旎
的横琴，生机盎然的横琴，叫人怎能
不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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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爱上大汉塘候鸟爱上大汉塘
赵德斌赵德斌文文//图图

湖北郧阳

半岛村庄大树垭
冰 客

澳门旅游塔和珠海湾仔、横琴一带的景色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就在我们身边

“非遗不仅是文化，也是生
活。”2020 年底，在上海工作的王
晓珈去山东淄博旅游，回来之后这
样感慨道。

“周村烧饼是淄博的特产，这
次去了之后，我才知道，它还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可
以吃的文物’。”旅游结束，王晓珈
不禁对山东的非遗产生兴趣，查阅
资料才知道，山东每一座城市都有
自己独特的“味道”，其中许多都是
非遗，例如济宁的孔府菜、济南的
油旋、青岛的流亭猪蹄、枣庄的菜
煎饼、烟台的福山大面等。“过去，
我总觉得非遗离我们的生活很遥
远，却不知其实非遗就存在于我们
的身边，无形地融于生活之中。”

事实上，非遗本就来自于生产、
生活，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非遗并不“高
冷”，应该有更多生活气息。这一点
也成为各地开发非遗旅游产品时依
循的思路。例如，山东的非遗美食之
旅、江苏镇江“打酱油”体验、天津杨
柳青年画制作体验等。

近日，上海市非遗保护协会联
合当地的食品类非遗保护单位共同
打造“上海老味道礼盒”，推出“非遗
过大年”活动。推广海派生活方式，
是举办这一活动的初衷。上海市非
遗保护协会会长高春明表示，上海的
非遗是近代工商业文明的遗存，它与
老百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紧密联
系在一起，已经渗透进几代人的衣食
住行中。这些非遗食品带给人们的
是一种舌尖上的文化体验。

吸引新“粉丝”

在短视频平台上，众多以“非
遗”为主题词的短视频有很高的播
放量和点赞量。以短视频平台抖音
为例，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7 月
16日19时，抖音上带“非物质文化

遗产”标签的视频有15万余个，共
获得 43.6 亿次播放。在许多短视频
的评论中常能看到这样的话：“希望
老手艺可以继续发扬光大”“为非遗
传承人点赞”“这样的 （非遗） 旅行
意义非凡”等，字里行间充满了对
非遗的喜爱、对手艺人的尊敬，对
文化传承的重视。

短视频已成为非遗展示、传播
的新载体。日前，快手大数据研究
院 与 快 手 非 遗 学 院 联 合 发 布 的

《2020 快手非遗生态报告》 显示，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1372 项国
家级非遗项目中，快手已涵盖 1321
项。同时，短视频平台用户的年轻
化，又帮助非遗项目吸引大批年轻

“粉丝”。
“过去，我总是将非遗和老旧、

古板联系在一起，可是，看过一些
非遗相关的短视频后，我才发现，
它们有着无穷的魅力。”正读大学三
年级的王曼丽告诉记者，一次偶然
的机会，她看到一个京剧演员化妆
的视频，便产生浓厚兴趣。现在，
她对京剧、剪纸、南京的绒花制作
等非遗项目都很感兴趣，“2020 年
国庆，我还专程去浙江嘉兴，参加
了一个非遗项目体验的旅游团。”

通过互联网的传播，非遗正变

得“时尚”起来，用传统的手工艺
讲述现代故事，展现时尚内容。除
了受众的年轻化，非遗传承人中也
不断汇入年轻力量。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黎凤珍的家乡，她
的女儿也正在将制作瑶族服饰的技
艺传承下去，并带领周边瑶族妇女
在家就业。

发展有了“硬杠杠”

近日，首批江苏省非遗旅游体
验基地名单公布，共有包括南京市
民俗博物馆、无锡市惠山古镇、中
国醋文化博物馆等在内的10家单位
入选。据江苏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入选该名单有若干“硬杠
杠”，包括：必须要有省级以上 （含
省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
承人入驻，能够集中开展非遗展
览、展示、体验活动，具备较强设
计开发能力等。

一直以来，作为文旅融合的重
要资源，非遗项目的开发备受各界
关注。如何规范、有序、高质量发
展？江苏做出了有益尝试。

非遗体验基地有可游、可学的
特质，加以适当的引导，便可以打
造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除了提高
准入门槛，江苏省文旅厅还将督促
各地文旅部门加强对非遗旅游体验
基地的业务指导和精准服务，拓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新路径，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旅游为非遗点赞
本报记者 尹 婕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正式对外公示第

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337个推荐项目名单。此前，我国单

独申报的“太极拳”、我国与马来西亚联

合申报的“送王船”两个项目，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

近年来，非遗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

注与重视，这些“活着的”文化遗产，也成

为文旅融合的“宝库”。新年伊始，在非遗

体验、非遗旅游领域，许多地方开展了新

的尝试，让非遗旅游展现出新面孔。

河南许昌陈氏皮影传人陈志国指导学生学习皮影戏。
牛书培摄 （人民图片）

河南许昌陈氏皮影传人陈志国指导学生学习皮影戏。
牛书培摄 （人民图片）

贵州省级非遗传承人李跃 （右） 在遵义老城红军街“剪纸坊”指导游
客体验红色文化剪纸。 朱大军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