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南诸多古镇名中，我最爱“甪直”二字，
虽拗口却古雅拙朴。而它也确有渊源。有人说，
这是因为有六条河流从镇内穿过，三条横向、三
条纵向，这三横三竖的河道交织在一起，构成一
个“用”字，加上沿着镇的一侧流过的吴淞江，
就形成了一个“甪”字，每一笔都代表着小镇的
河汊一条。

水是古镇的眼眸，桥就是眼上一抹淡淡的
眉。据说最盛时，甪直有桥 !" 座半，其桥梁的
密度，甚至超过了著名的水城威尼斯。如今古桥

虽然只保存了 #$ 座，却座座不同：和丰桥刻着
典雅精美的宋代浮雕，三元桥写着“东溯眠牛浮
绿水、西领斗鸭挹清风”的优美桥联，东美桥甚
至在水面之下伏着半个桥拱，碧水荡漾下晃着水
下桥和水上桥的影子，“双桥叠影”的妙处，不
亲临亲历真是难以体验得到。

在这里，能和古桥争奇斗艳的，怕就只有老
宅古街了。古镇有两座富家豪宅，一是位于西汇
上塘街的沈宅，一是中市街的萧宅。两座宅院虽
都是清代建筑，却风格各异。

沈宅是同盟会会员、苏南教育家沈柏寒的老
宅，占地面积约 %&'' 平方米，整座宅院气派不
凡，大厅前后一长排海棠形窗棂的落地长窗关闭
时，整排窗的立面竟酷似一幅巨大空透的雕版
画，几百年荣耀和辉煌的延续，就这样凝固在老
屋的历史里了。

萧宅的主人则是甪直望族萧冰黎，他的孙女
是香港著名电影演员萧芳芳。萧宅布局巧妙，如江
南山水般隐曲婉约。不但五进大门里暗藏乾坤，就
是书房，也要设一个单独的小庭院，摆上数点湖
石、种上几丛翠竹。但门外人只能从高低错落的山
墙和偶或露出的花窗去想象其间的景象。

日复一日，蓝衣的船娘摇着浆从桥下袅袅而
过，船上堆着各种各样的时鲜：菱角、鲜藕、大
米、蔬菜。桥畔提水洗衣的身影，则在阳光中装
饰着桥上游客返朴归真的梦想。

甪直看 小桥·流水·人家
严 巍

$" 月 $( 日，)'$"“中国·榕江萨玛节”

在贵州黔东南州榕江县隆重开幕。当天，

"''' 多名少数民族同胞盛装出行，欢庆萨

玛节。

“萨玛”是侗族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的

一位女英雄，侗语意为“大祖母”。萨玛节

是纪念女性先祖的节日，被誉为“侗族的妇

女节”。"''*年，侗族萨玛节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次“萨玛节”期间，除了有大型民族

原生态歌舞表演，还进行了侗族传统的祭萨

仪式、侗年习俗展示等活动。 王炳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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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说到“荡漾”的时候，我眼
前出现的，是一条水色渺渺的千年大运
河。我现在的站立之处，便是千年京杭大
运河的起点，或者说是终点；也就是说，
这里是精彩的龙头，或者说是锦绣的龙
尾。不管是龙头还是龙尾，那都是一条大
河的最为灵动之处。

我这里说的“流域”，指的也就是这
一块，$('' 公里长的京杭大运河中的 $)

公里，这 $)公里的生机勃勃的两岸。
这个流域的行政地名，叫做浙江省杭

州市拱墅区，流域面积 (! 平方公里，灯
影桨声的好去处。

我当然是经常去拱墅的。
我去那里的装饰典雅的韵和书院主持

“韵和诗会”，去拱宸桥堍品尝“苏羽咖
啡”，去大运河畔观赏节庆烟花以及接受
“大运河文化使者”的称号；我还坐在大
运河畔的木屋书店里签名售书，去区政府
大院与许明书记探讨“运河文化”的本质
内涵……

我知道，不是拱墅区在邀请我，是拱
墅区的荡漾得很精彩的文化在召唤我。

出于文化的召唤，一个文化人总是拔
脚而行，没有踌躇。

拱墅区特别重视文化，不光是文化人
如此说，很多人都这样交口称赞，因为大
家对此亲眼目睹：这些年来，一大群各有
特色的文化园区和文创产业基地在这里破
土而出，文化扶持的配套政策密集下达，
文化设施的蓝图和施工图一卷接着一卷，
可以说一年四季的文化气息在这块土地上
都有暖洋洋的呈现，这种温暖的气息犹如
运河的水汽和灯影，常年弥漫于河流两
岸。

我之所以要把拱墅区当代文化事业与
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大运河扯在一起，是
基于大运河本来就是一条文化之河的判
断。

诚然，沟通南北物流，是开凿这条人
工长河的初衷，然而河道一经开通，在这
条有 )&'' 年历史的大河上日夜穿巡的东
西，就不仅仅是物了，文化亦是其中翻卷
不息的浪花了。你首先可以看看隋炀帝下
江南的龙舟，其舟长 )''余丈，高 +&尺，
上下 +层，最上面的一层甚至设有正殿、
内殿、东西朝堂，五品官员以上一律随舟

而行。从政治上看，可以说，整整一个朝
廷都在船上；从文化上说，那就是彼时最
高水准的建筑文化在全国的南北巡演。

而我们也知道，乾隆皇帝的六下江南
来杭州，每一次，都是选拱墅的“富义
仑”码头上的岸。他在漫长的南下途中，
瞅着一路的水波一路写诗，不停地召唤一
只只石龟把他的作品驮上运河两岸；尽管
他写诗的水准不怎么地，但是文学的光芒
他可是显摆了一路。而由于皇室的不停穿
梭，模仿成习的龙舟竞赛，也就成了两岸
百姓数百年热衷的一种运河文化。

两千年来商贸与文化的逐渐繁荣，使
运河流域越来越光鲜照人。仅杭州拱墅一
带，明清时期就形成了名闻遐迩的八景，
光是听听这些景名，就不能不使人心旌摇
动：夹城月夜、陡门春涨、半道春红、西
山晚翠、花圃啼莺、皋亭积雪、江桥暮
雨、白荡烟村。各加一字就是五律，各添
三字就是七律，都是进得经典选本的。

想必徜徉于拱墅的历代文化人，铺纸
落墨书诗作画皆是成瘾的了。

而我此刻愿意强调的是，流淌千年的
古运河固然为拱墅这块神奇的土地提供了
丰富的文化营养，但是当代拱墅“文化兴
区”战略的出发点，还是着眼于大运河两
岸 *' 万当代百姓的当代生活。拱墅区的
当家人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丰富多彩的
高质量的文化生活，是人民安居幸福的标
志。正是有了这种信念，才使得拱墅的文

化版图如今特别的繁花锦
簇———

兴建占地 &万平方米的
运河文化广场，并且以每年
举办 %''场群众文化活动的
频率使这个广场常年五彩缤
纷。这个广场荣膺“全国特
色文化广场”的称号，绝对
名至实归；

一系列崭新的博物馆相
继建成开张：中国京杭大运
河博物馆、中国刀剪剑博物
馆、中国伞博物馆、中国扇
博物馆、杭州近代工业博物
馆。可以说这些都是千年运
河溅上岸来的晶莹的排浪，
值得观赏者川流不息；

同时，更大规模的“没有围墙的博物
馆”得到了全面的保护性修缮：小河直
街、桥西民居、大兜路历史街区。这些精

致的“旧地”，反复地让人们在历史的穿
行中，获得时光的感悟；

连续 $*年举办“拱墅元宵灯会”、连
续 %年举办“运河龙舟赛”和“运河烟花
大会”、连续 * 年举办“新春运河健走”
活动，我们可以想见组织者的辛苦以及他
们心灵中的乐此不疲的社会责任；

至于美术圣殿“,-./#0”、“1( 艺
术公社”、“丝联 $**”、“乐富智慧园”、
西岸国际艺术区，以及各种文化制高点
“运河大讲堂”、“未成年人第二课堂”、
“诗人之家”、“民工创作基地”与各条民
俗街、风情街更如繁花一样锦绣遍地，在
拱墅的各个方向熠熠生辉；

当然，那些从北京、上海、香港等城
市载誉归来的“古运河之声艺术团”、
“拱墅老年艺术团”也是常年丝竹齐鸣，
满街旋律流淌，真是让人们觉得生活于拱
墅之地就是呼吸于文化之中。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断定，拱墅的这种
文化浸润程度，与大运河在这片土地上的
千年流淌，有着相同的规模、气势和节
律？两者互相生辉，动人心魄？

难怪浙江的前省长吕先生会说出“杭
州文化看拱墅”这样的赞语，也难怪拱墅
区在数年前就端端正正戴上了由国家文化
部授予的“全国文化先进单位”桂冠。

我经常走拱墅，不单是为驻足大运河
畔凝神观水，久久思索一段历史的起点与
终点，也是为一种发现的欣喜，我知道
“日新月异”这个词套在拱墅头上特别贴
切，这个流域的文化面貌几乎每个月都有
新呈现，犹如春天里那些噼啪作响的新
叶。

我知道图书馆的新馆与运河体育公园
正在加紧建设，知道一条充满活力的“体
育健身带”将与运河支流的改造同步建
成，知道与“运河申遗”有关的一连串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明珠”正在被擦拭得耀
眼夺目，知道紫荆公园、西塘河公园等六
大精品公园都开始了它们生命的进程，知
道一批崭新的“运河文化”载体又在积极
地运作之中。譬如：富义仓时尚创意空
间、运河创意文化集市、湖州街文化教育
产业发展带、运河庙会、运河水上婚庆、
运河美食节等等，我真的喜欢看见拱墅面
貌的这种日新月异，拔节与生长总是使人
特别高兴。

不由得联想到一册摄影集，那是拱墅
区的许明书记相赠的，其中记录了这位对
摄影颇有研究的许先生的一大组趣作：一
只小鸟从破壳开始，直至红红嫩嫩的身上
逐渐出现羽毛，进而羽毛丰盛。

我于是知道许明先生是一位特别关注
成长中的细微末节的人，是为见证成长而
深感喜悦的人，这也让我加深理解了古运
河两岸所发生的种种日新月异，以及千年
运河为什么总是喜欢选择这 $) 公里的一
段，把一波又一波晶晶莹莹的文化水花不
停地溅上岸来的原因。

于是，我想重申一遍我的小小的感
触：不管是龙头还是龙尾，那都是一条大
河的最为灵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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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在京发布，这也是中国首
个旅游业发展报告。该报告对 )'$$ 年度国内外旅游产
业发展概况、中国旅游业发展热点、旅游产业运行态
势、旅游业竞争力评价和产业对策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
深入的分析。

该发展报告显示，)'$$ 年中国旅游业国际地位显
著提升，旅游大国特征日益凸显。国内旅游人数高达
)*2# 亿人次，同比增长 $)3，国内旅游收入 $20% 万亿
元，同比增长 )$3，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潜力最强的
国内旅游市场。)'$$ 年中国大陆共接待国际游客 $2%&

亿人次，入境旅游收入 +(&亿美元，旅游外汇收入居世
界第四位。)'$$ 年中国出境规模已经达 !')& 万人次；
出境旅游消费国际旅游支出总额高达 !)*亿美元，跃居
全球第三位。报告也指出，中国旅游产业属性正在转型
中不断升级，产业体系培育日趋多元，旅游市场开拓逐
渐有序深化。
《发展报告》 对 )'$$ 年度住宿接待业、旅游景区

（点）、旅行社三大行业的数量规模、质量等级、结构特
征、空间分布及其经济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与分
析。报告指出，中国旅游的三大行业运行态势总体平
稳，但其地区差异仍十分明显。其中，酒店业整体发展
态势较好，空间发展不均衡；景区等级呈现“钟型”格
局，空间分布不均，景区经营效益存在空间性差异；旅
行社产业向东部集聚态势明显，区内差异显著。

与此同时，为了清晰地展现各省旅游业发展情况，
并为推动各地旅游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该
课题研究小组特别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中国旅游业发展
空间信息数据库”，根据数据库中收集采纳的我国旅游
业发展的 %'多万个基础信息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
析，探索建立了首套省域旅游业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
为全国 %$ 个省 4区、市5 的旅游业综合竞争力排序。
该评价体系将过去排序主要关注旅游人次、收入的多
少，拓展到关注发展质量、发展效益、发展环境，关注
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人”。在选取指标时，不仅充分考
虑了各地旅游业发展的现实综合性，而且考虑了发展的
可成长性和可持续性，既注重努力展现区域旅游业发展
的硬实力，也注重充分彰显区域旅游业发展的软实力。

该发展报告的评价结果显示，旅游业综合竞争力排
名前十五位省区市分别是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山东、辽宁、湖南、湖北、河南、重庆、福建、安
徽、四川、天津。此榜单中还分别列出“现实旅游竞争
力前十五位省区市”、“潜在旅游竞争力前十五位省区
市”以及“旅游发展环境竞争力前十五位省区市”三份
子榜单。

值得一提的是，设在华中师范大学的这家研究机构
还同期发布了“中国旅游业标准化、信息化与装备制造
专题报告”。该报告显示，截至 )'$$ 年 $) 月底，我国
旅行预订用户达到 +)'! 万人，用户年增长 $*2&3，
)'$$年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20 亿元，预计
)'$) 年我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将达 )&6' 亿元，
)'$+年将达到 +&('亿元。

《!"#!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发布

粤京沪位列竞争力前三甲
本报记者 尹 婕

榕江欢庆萨玛节

韩国旅发局成都办事处成立

本报电 （王俊） 日前，在中国国家旅游局和韩国旅游发展局的
共同努力下，韩国旅游发展局在中国西南第一家办事机构———成都办
事处成立，这是韩国旅游发展局在中国大陆成立的第五家办事处。

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负责人介绍，中国西南拥有良好的资
源和政策优势，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旅游市场潜力巨大。韩国旅游发
展局成都办事处将为中国大西南地区游客赴韩游提供全方位服务，让
更多的中国人体会和了解韩国文化，促进中韩旅游文化交流与发展。

江苏今年赴台游人次增长

本报电 （胡绍武）据江苏省旅游局统计，截至今年 $$月底，江
苏省赴台游组团社已组织居民赴台旅游约 $&2)万人次，而 )'$$年全
年约 $+万人次。

据了解，)''( 年 ! 月江苏省开通赴台旅游时，共有省中旅等 (

家赴台旅游组团社，今年 (月又新增了苏北地区的徐州中国国际旅行
社、盐城康辉国际旅行社和苏南地区的常州国旅旅行社 6家组团社，
形成全省赴台旅游协调均衡发展的良好局面。

东航首次开通澳新航线

本报电（肖翔）近日，东航和众信旅游联合在京宣布，开通“北京—
南京—悉尼”航线，这是东航推出的首条由北京出发的澳大利亚航线。

众信旅游依据此航线开通的产品覆盖吃、住、娱三方面，游客不
仅能在澳大利亚著名的海鲜市场享受美食美酒，还能畅游悉尼港7漫
步黄金海岸，玩转华纳兄弟电影世界，更有机会到天堂农庄参观体
验，与考拉、袋鼠亲密接触。东航这条新航线于 $)月 )$日首航，每
周三班。开通初期的票价优惠幅度较大，散客往返票价为 )!''元起
（不含燃油税）。

荔波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本报电 （田伦） 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贵州省荔波
县，山川秀丽，资源丰富，是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日前，荔
波县在京启动“中国低碳明星绿手帕全球公益巡演”活动，将联合
!' 个城市和地区举办“自行车骑行传递”、“中国低碳贝贝手帕大
赛”，旨在唤起公众“重拾手帕、少用纸巾、绿色出行”的低碳生活
方式。荔波是贵州南部旅游发展的龙头，正在筹划建设中国低碳产业
示范区和中国低碳旅游国际论坛会展中心等项目。

宁波华侨城联手开发旅游

本报电（黄宇湄）日前，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市鄞州
区人民政府签署协议，拟合作开发建设文化旅游综合项目。预计项目
总投资超过 $''亿元，在宁波兴建集旅游、度假、休闲等多种业态为
一体的设施，打造长三角著名的生态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

!榕江朗洞苗族女孩

"榕江最后一个苗族枪手部落

#身穿榕江滚仲苗族服饰的女孩

■旅游快讯■

图 行 天 下

江南诸多古镇名中，我最爱“甪直”二字，
虽拗口却古雅拙朴。而它也确有渊源。有人说，
这是因为有六条河流从镇内穿过，三条横向、三
条纵向，这三横三竖的河道交织在一起，构成一
个“用”字，加上沿着镇的一侧流过的吴淞江，
就形成了一个“甪”字，每一笔都代表着小镇的
河汊一条。

水是古镇的眼眸，桥就是眼上一抹淡淡的
眉。据说最盛时，甪直有桥 !) 座半，其桥梁的
密度，甚至超过了著名的水城威尼斯。如今古桥

虽然只保存了 +$ 座，却座座不同：和丰桥刻着
典雅精美的宋代浮雕，三元桥写着“东溯眠牛浮
绿水、西领斗鸭挹清风”的优美桥联，东美桥甚
至在水面之下伏着半个桥拱，碧水荡漾下晃着水
下桥和水上桥的影子，“双桥叠影”的妙处，不
亲临亲历真是难以体验得到。

在这里，能和古桥争奇斗艳的，怕就只有老
宅古街了。古镇有两座富家豪宅，一是位于西汇
上塘街的沈宅，一是中市街的萧宅。两座宅院虽
都是清代建筑，却风格各异。

沈宅是同盟会会员、苏南教育家沈柏寒的老
宅，占地面积约 %&'' 平方米，整座宅院气派不
凡，大厅前后一长排海棠形窗棂的落地长窗关闭
时，整排窗的立面竟酷似一幅巨大空透的雕版
画，几百年荣耀和辉煌的延续，就这样凝固在老
屋的历史里了。

萧宅的主人则是甪直望族萧冰黎，他的孙女
是香港著名电影演员萧芳芳。萧宅布局巧妙，如江
南山水般隐曲婉约。不但五进大门里暗藏乾坤，就
是书房，也要设一个单独的小庭院，摆上数点湖
石、种上几丛翠竹。但门外人只能从高低错落的山
墙和偶或露出的花窗去想象其间的景象。

日复一日，蓝衣的船娘摇着浆从桥下袅袅而
过，船上堆着各种各样的时鲜：菱角、鲜藕、大
米、蔬菜。桥畔提水洗衣的身影，则在阳光中装
饰着桥上游客返朴归真的梦想。

甪直看 小桥·流水·人家
严 巍

在拱墅区运河文化广场上举行的龙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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