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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都在暗自感叹，鹤庆
坝子西侧耸立的数十里连山，光秃秃
的没有一株树木，造化之奇却是让坝
子之中星罗棋布地散落着那么多的大
小龙潭，星点闪烁，相映成趣。不论寒
暑旱涝，亦不管秋冬春夏，一溪溪泉
流，一潭潭龙池，一湖湖清水，总是丰
盈充沛，美丽至极。水的灵动和秀致，
构成了一幅幅别具民族和地域特色的
山水图卷，以至于每一次到来，都无一
例外地被这水的美丽深深沉醉。

大约是五六年前的新年，在两三
位同窗的陪伴下走访新华村，避开熙
熙攘攘的人流，我们走进了一户青瓦
白墙、古色古香的庄院农家。只见树
木花草掩映的小院正中却是一眼天然
的泉井。井不大，不过两米见方，水
流却很大，一条小沟，哗哗地往外流
出，动人的景象令人心情极是畅快。

走到井边，井底的细沙清晰入眼，偶
然间似还微微漾动一番，料想是被渗
出的泉水冲击着。泉边置放着一两把
小铜瓢，随手拾起一把，盛上一瓢送
入口中，清凉至极，令人满口生津。

几阵酣畅的雨水过后，我再次来
到新华村，水绿天蓝，满目清新。然
而让人感叹的却是鹤庆人的精明，聪
明精细地经营着这美丽的水流，给世
人缔造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生态田园。
我们撑着小舟，在沟河交错、菱荷泛
面、蕉苇连天的湖水中穿行，时而遇

见村落，时而撞进水光接天的湖中，
时而惊散一群一群栖居湖中的鸥鹭，
“呼哧”一下便飞上天空，于是，蓝
天、白鹭、苇草、清水，还有正盛开
的荷花，一幅多彩绝美的水乡画卷，
让人很是陶醉。

鹤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原水
乡，但令人感动的是，鹤庆人知道如
何去珍爱这块纯美的水乡湿地。好几
年前，一位同窗走上工作岗位后被分
配到了县城所在的云鹤镇政府，似乎
就是半年之后，他电话告诉我，说县

城改名为“草海”了。我知道，自古
人文蔚起的鹤庆，县城正中颇有地域
标志的建筑云鹤楼上，一对长联便足
能说明云鹤之名的深厚人文内涵。舍
弃这样历史渊源的地名，可以想见，
整整一县民众对保护一方山水有着怎
样坚决的态度。而从同窗当时极是豪
气的言谈之中，我能想象，这里的人
们对高原水乡的美丽风景同样有着怎
样的自豪。

在游览中船家介绍：经过多年努
力，草海保护一天天见成效，水质明
显改善，近年还有紫水鸡等许多珍禽
栖息于此，将草海演绎成了一个名副
其实的生态大观园。把手伸进水中肆
意拨弄，我们一同在船间玩弄着那美
丽的水流，打破那一片澄静，一种难
言的畅快，让人长久回味那种属于鹤
庆的水的感动。

前不久，我有机会游历了丹
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北欧四
国。当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竟萦绕心头而难以释怀。

丹麦、挪威、瑞典、芬兰，
加上冰岛，是北欧理事会的五个
主权国，称为北欧五国。五国总
面积 !"#余万平方公里，约相当
于中国七分之一的面积，人口总
计 $%## 万人，相当于我国甘肃
省的人口。因为人口少，北欧人
谦称自己是“小国”。

但这些小国却创造了令全世
界称羡的成就。芬兰是全球经济
竞争力的冠军；丹麦拥有全球最
佳的商业投资环境；瑞典是最适
合人类居住的国家；挪威和冰岛
夺下了最幸福国家的冠亚军。

游历这些小国，感受到的
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生态
文明高度统一，所到之处，自然
风光美丽，社会和谐恬静，人民
安居乐业。小国竟有如此之高的
幸福指数，心中不禁赞叹不已。

北欧游的首站是丹麦，这里
是童话的国度，安徒生的故乡。
安徒生一生用童话温暖人间，温
暖了全球亿万儿童的心，赋予了
他们美丽的梦想，我就是他们中
的一个。哥本哈根此时秋意正
浓，凉气袭人，但想到即将目睹
童年时读过的《海的女儿》中美
人鱼的芳容，兴奋之情难以抑
制。文学的力量如此神奇，几十
年前播在心灵的种子，竟可以穿
越时空，此时此地破土而出。

然而，哥本哈根的美，远不
止那一尊俏立海中的美人鱼铜
像。吉菲昂喷泉、阿麦琳堡、大理
石教堂、玫瑰堡、哈姆雷特城堡、
市政厅广场、步行街、国王新广场
及各时代的雕塑作品，无不诉说
着这座历史名城的丰富文化内
涵。

与这些人文景观交相辉映
的，是美丽的自然风光。黄色或
红色的树叶、绿色的草坪、蓝色
的海水、各色的花草、洁白的船
只，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令人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

生活在这样环境的人们，表
情悠闲自得，热情自信。早餐时见
到的服务生，每个人都面带微笑，
走路昂首挺胸，认真地做好分内
的每一件事，在服务他人中体味
快乐并传递快乐。宾馆里、大街
上，当地人见到我们这些外国游
客，都会微笑地主动打招呼问好。

快乐，似乎成了北欧人的天
性。这可能与他们的福利制度有
关，北欧五国是典型的高收入、高
税收、高福利国家，政府建立了殷
实的社会安全网，照料每位国民
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大体实
现了《礼运·大同篇》里幼有所养、
老有所终的乌托邦境界。

但我觉得，他们的快乐，更
多地缘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及观
念。游览中，我曾经与当地一名
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孩有一段对
话：
“毕业后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工作？”
“什么工作都可以，只要自

己喜欢。”
“是不是找挣钱多的工作更

好呢？”
“不在乎挣钱的多少，喜欢

就好。”
“想过为什么活着，活着的

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抱歉，没想过这个问题，

大概活着是为了快乐吧。”说完，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

她的回答让我震撼。快乐原
来可以如此简单、天真、纯粹！

北欧游的最后一站是挪威。
挪威最美的自然风光是四大峡湾
（盖朗厄尔峡湾、松恩峡湾、哈
当厄尔峡湾、吕瑟峡湾）。但是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维格兰
雕塑公园里的 !&$ 座裸体雕塑。
所有雕像都是由铜、铁或花岗岩
制成，是雕塑大师维格兰 $# 多
年心血的结晶。群雕的中心思
想，突出一个主题———人的生与
死。如喷泉四壁的浮雕，从婴儿
出世开始，经过童年、少年、青
年、壮年、老年，直到死亡，反
映了人生的全过程。雕塑的魅力
在于深邃的思想，它启示我们，
不仅要遵循生命的规律，更要展
现生命的灵性光辉。

数日的北欧之旅匆匆结束，
流连忘返，意犹未尽。收获最大
的，是对于和谐社会的图景有了
一个可供参照的样本。在这个样
本中，人是最生动的因素，恰如
一幅美丽的风光画，因为有了人
的存在而充满生机。人就是那画
龙点睛的一笔。地球因为有了人
类而格外美好。

中国的集市种类繁多，有
早集、日间集、露水集、腊月
集等等。每逢集市，总是热闹
非凡。可集总有过的日子，摊
总有散的时候，再想“赶集”
需等时日。而北京马甸大集却
是每天都能“赶”欢乐的大
集。

出北京健德门地铁站南行
约 $## 米，就到了马甸大集。
说是个集，其实是中国国际科
技会展中心室内百来个商铺的
集合，沿用“集”这么个老叫
法，并无“老”味。

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

掀开厚厚的门帘，走进马
甸大集，嘈杂声一把我们拽进
了另一个世界。里面人头攒
动、好不热闹。在这儿挑东
西，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
到的。集分前后两大块儿。前
间主卖服饰，道旁摊位林立，
各类服装琳琅满目。看店名：君
君外贸袜屋、牛仔原单尾货、大
连小黄毛女装……往里走更热
闹，卖五金的，军用品的、医用
品的，卖拖把的、热水龙头的，
日用百货的，应有尽有；孝感麻
糖、魔芋闷子、糙米、野生菌类、
风味豆豉、黑白芝麻油等各地
名吃一应俱全。游客到此，不用
费劲就能买到所需物品。

新奇商品引人眼球

马甸大集这两天卖得最火
的，是一家卖皂角洗发水的铺
子。里面一张桌子上摆着大大
的盆子，装着皂角洗发水，而铺子却里三层外三层
围满了人。一位姓孟的大娘告诉我，她在电视上看
了这家洗发水的节目，买回去一洗，果然好用。
“用这水洗发，梳子梳头，连梳几天，梳子上也不
留泥儿。您瞧，我这头发，洗完柔多了，还亮。皂
角，纯天然，沾到眼里一点儿不蜇。这不，跟我一
块儿游泳的六个姐们儿叫我来，帮她们买上一壶！”

做皂角洗发水生意已经 '年的李老板说：“我
们洗发水在马甸大集被电视台采访报道后，便火起
来了。因为它只含皂角、何首乌、人参等天然植
物，不添加任何其他化学成分。”

在马甸大集，新奇商品并不少见。比如超市里
难觅踪迹的野生菌类，在这儿就有专门的铺子销
售。青头菌、谷熟菌、鸡�菌、冷菌、雪山松耳菌
等一堆堆放在格子里任人挑选。卖菌的陈老板介绍
说，这菌全都产自云南，采摘晒干后，直接运到马
甸大集卖。一位带闽南口音的女士一下子买走了一
箱菌。她说：“平时没地方买，而且确实很好吃！”

价钱便宜实惠大

我去时正赶上“马甸大型冬季服装服饰购物
节”，据一家羽绒服店的老板介绍，最早这里只有
"家卖羽绒服，现在一下增加到 $#家。大家竞争，
价格自然便宜。

在这儿逛店铺，最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您
拿我这价到商场里去比比呀”！纯棉的袜子，这里
!# 元能买 ( 双。一件别处卖 !### 元左右的羽绒
服，$##元左右即可入手。一位买了一条床单的大
娘告诉笔者：“我买这床单才 "# 多元，实惠。您
说是真品吗？嗨，我觉得不错。”原来这里商品之
所以便宜，大多是外贸原单尾货，或是厂家直销和
断码货，比起挂在商场里的品牌货要便宜很多。

小饰品情趣盎然

除了生活用品，这里还有充满情趣的小物件。
有一家店铺，让人“未见其店、先闻其香”。走近
一看才知道，原来，这里卖的是千奇百怪、味道丰
富的印度熏香。来自云南的店主王女士拿起一款介
绍道：“您瞧，这款熏香叫鸡蛋花，有润肺的作用，秋
天点效果非常好。”说着，她又拿起另外一款：“这个
呢，叫生姜百合，因为含有生姜成分，所以有预防感
冒的功效。”我拿起熏香凑近一闻，淡淡的香气立刻
窜入鼻中。王老板介绍说，这些熏香都是纯天然的，
用植物做成。放在家里点起来，不仅味道芬芳，还很
有情调。除了熏香，玉手镯、菩提子挂件、佛手蜡台、
木根健身球、牛角梳子、奇石等等小饰品在大集里也
有专门的摊位销售。

闲逛之中，不时听到商家们吆喝的段子。什么
“改革开放好处多，家家用上生态锅”、“十年八年
用不坏，还能传给下一代”，更是让人忍俊不禁。

一位卖电烤炉的董女士高兴地说：“马甸大集
由固定公司经营，卖家想进大集需跟公司签订合
同，根据展位大小收取相应费用，收入则全归店
家，盈亏自负。现在大集很红火，您看客流量多
大。不过，真想要卖得好，还得选最迎合老百姓需
求、最物美价廉的商品！”

正是山寒水冷的季节，我出差九江，不经
意间的一次散步闲走，便溜达到了甘棠湖。
“九江古城，秀在一湖”，这湖就是甘棠湖。

甘棠湖原名景星湖，后人为感念唐江州刺史李
渤德政，改名甘棠湖。甘棠湖面积约 )#公顷，
是一座“自有源头活水来”的天然湖泊。它南倚
庐山，北濒长江，像一颗硕大无比、晶莹透亮的
翡翠，镶嵌在九江城中，流光溢彩。

其实，冬天的甘棠湖更像是一幅清淡素雅
的水墨画，氤氲出卓尔不群的韵致。湖边冷风
习习，扑面而来；湖水晶莹剔透、波光粼粼。
湖面一座九曲石桥伸向湖中的浸月岛，岛上
“烟水亭”的白壁碧瓦飘飘渺渺，亦真亦幻。

碧瓦飞甍的“烟水亭”，又叫“浸月亭”
和“周瑜点将台”。随着亭名的演变，“烟水
亭”那些历史故事也传播开来。东吴名将周
瑜在甘棠湖演练水军的一个举措，给这一泓碧

水涂抹上了传奇的色彩，也涂抹出了“周瑜点
将台”的传说。唐元和十年 （公元 )!% 年），
贬授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在甘棠湖“周瑜点将
台”遗址建亭，并以《琵琶行》中“别时茫茫
江浸月”中的“浸月”二字取名于亭。亭子建
成后，与甘棠湖相依相偎，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熠熠生辉。北宋年间，著名理学家周敦颐
之子周寿来九江为父守墓时，在甘棠湖堤上建
了一座亭子，取“山头水色薄笼烟”之意，命
名为“烟水亭”。明嘉靖年间，“浸月亭”和
“烟水亭”均被毁坏，只剩尺椽片瓦。明万历
二十一年 *!%&" 年+，九江关督黄腾春在“浸
月亭”的故址重建“烟水亭”。虽然“烟水亭”
先后遭遇几次兵燹之祸而毁废，又几度被当地
能工巧匠在破瓦颓垣中重建而起，其规模不
减。

沿着九曲石桥，我走到“烟水亭”品字形
山门前，古朴苍劲的“烟水亭”金字匾额之
下，满月形状的落地门洞跃然入目。门洞构思
巧妙，契合了“浸月”二字的寓意，两边别具

特色的扇形窗户既像是笑迎八方来客的弯眉，
又像是徐徐展开的书卷，雄深雅健之风飘然而
来。“烟水亭”建筑群分为左、中、右三路，
左路有“翠照轩”、“听雨轩”、“亦亭”；右
路为“浸月亭”和“船厅”；中路依次是“烟
水亭”、“纯阳殿”、“五贤阁”和“观音阁”。
岛上层台累榭的建筑群风格各异、冠冕堂皇；
镶嵌其间的楹联匾额与建筑特色相结合，或笔
走龙蛇叙事，或笔底春风绘景，或绘声绘形写
意，或辞喻横生抒情，幽情雅趣跃然其中，让
人不得不感叹历代文人墨客的书法功力和文化
造诣。

从九曲石桥踅回北岸，沿着湖畔款款而
行，穿越湖面的“李公堤”进入我的眼帘。唐
长庆元年 （公元 )$! 年），李渤任江州刺史，
觉得甘棠湖太大，百姓绕湖而行极不方便，且
年久淤塞，屡发水患。李渤急民众之所急，想

民众之所想，带头捐款筹资，主持疏浚甘棠
湖，并修筑一条南连山川岭、北接南门口的跨
湖长堤，“立斗门，蓄水势，以利民涉”。长
庆二年 （)$$ 年），堤坝建成，当地百姓从此
结束了湖上摆渡过往的历史。李渤离任后，百
姓念念不忘他的恩德和功绩，将大堤命名为
“李公堤”。至此，烟波浩淼的甘棠湖不但有了
自然之神给予的妩媚俏丽，还积淀了厚重的历
史文化底蕴，赫赫扬扬，名播四方，引得九江
百姓和外地游客纷至沓来。

漫步到“李公堤”，天空忽然飘起了小雨。
时令已过冬至，北方早已大雪漫卷，这里却细
雨如丝。习习的风和绵绵密密的雨，让翩若惊
鸿的“甘棠湖”骤然间兴奋起来，偌大的湖面
皱起层层涟漪。沐浴在烟雨朦胧里的“甘棠
湖”，像一位情窦初开的美丽少女，荡漾出缠
绵缱绻，荡漾出柔情妩媚。其实，既有“沉鱼
落雁”之容，又有“闭月羞花”之貌的“甘棠
湖”，正用自己的美丽色彩涂抹着赣鄱大地，
涂抹着九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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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崇礼看梦幻中的童话世界”、“在林
海雪域深处感受冰雪的神奇魅力”！近来，
一辆辆身贴彩色标语的京津冀等地旅游大巴
在河北崇礼县的林海雪原中激情穿梭，群群
游客迫不及待地冲进冰雪王国,流连忘返。

崇礼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属于内蒙古
高原与华北平原过度地带，四季分明，夏是避
暑胜地，冬是滑雪天堂。这里独特的气候，已
变成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吸引大量的国内
外游客。

时下，正值隆冬时节，走进被誉为“雪
都”的崇礼县，映入眼帘的都是“滑雪圣
地”、“东方达沃斯”这样的字样。这里每年从
!#月份到来年 %月份之间一般都会下雪，有
些年份甚至 & 月底或 ' 月初山里面飘雪花。
这里积雪期长，从 !#月底到第二年的 -月中
旬，山林里面都被白雪所覆盖。这里距北京仅
$##余公里，驾车 "小时便可到达，与北京周
边地区相比，崇礼的天然雪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它给滑雪爱好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经过 !#年的发展，如今崇礼县已经建成了万
龙滑雪场、多乐美地滑雪场、长城岭滑雪场三
大滑雪场，每年冬季都迎来大批国内外的滑
雪爱好者共享冰雪盛宴。

近年来，崇礼紧紧围绕“旅游立县”战
略，进一步叫响“滑雪胜地，避暑乐园，越
野天堂”三大旅游品牌，斥巨资打造 '##平
方公里休闲旅游核心产业集聚区，每年吸引
游客 )#多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 %亿元。
已经形成了“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
滑雪”四季不同的旅游资源优势。

崇礼独特的气候资源优势，吸引越来越
多的投资商来这里兴业。$#!$ 年 ) 月 !'

日，崇礼太舞四季文化旅游度假区和翠云山
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开工建设，国家旅游局

与河北省有关领导出席了这两大项目的奠基
仪式。四季文化旅游度假区是由北京瑞意集
团投资 $##亿元建设，规划总建筑面积 $##

万立方米，将分三期建设滑雪场、五星级国
际品牌连锁酒店、商业设施及体育公园。

在采访中，崇礼县县长李莉兴致勃勃地
向笔者介绍，发展旅游已成为全县的共识，
县委、县政府大力实施“旅游立县、产业富
民”战略，鼓励支持发展一些与旅游相匹配的
农家院，使之成为繁荣县域经济、转移农村劳
动力、促进农民增收的又一重要载体。

享受幸福
———北欧游散记

贺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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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棠湖随笔
金 笛

冷气候变成热资源

崇礼兴建“中国雪都”
董阎礼 刘海龙 贾 洪 文.图

!国人看世界

雪上飞

崇礼滑雪场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