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必您也和我一样，看到
“饭店”就会想到“吃”。令人
困惑的是为何今日众多以“饭
店”命名的场所却并非以
“吃”为主呢？原来，饭店绝
非“吃”那么简单。
“饭店”一词，有两种解释。

一是能提供食宿的场所。如《儒
林外史》第十七回写到“那日没
有便船，只得到饭店权宿”。另一为只提供饮食的场所。《水浒传》第四三回描述
“（李逵）走到巳牌时分，肚里又饥又渴，四下里都是山径小路，不见有一个酒店、
饭店”。或许，按照第一种解释，我们更能追溯出饭店的历史由来，也能更好地理
解现代饭店既含吃又含住，甚至含众多娱乐设施的现状。

饭店历史渊远流长，至今已有几千年之久。我国远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最
古老的官办住宿设施———“驿站”。周代，在交通要道处修筑了供客人投宿的
“客舍”，便于诸侯国向王家纳贡和朝见。战国时期，民间的客店业初步形成并
不断发展和完善，当时的客店规模一般较小，设备简易，仅提供客房、简单酒
菜饭食。这些民间客店（或客栈）可以说是饭店的雏形。此后，民间客店规模
逐渐扩大，种类不断增多。

随着经济和旅行业的发展，大型豪华饭店开始出现。欧洲许多国家掀起修
造豪华饭店之风，它们不只为旅行
者提供食宿，而更多地是提供奢侈
享受。

为了适应大众消费需求，当今
饭店开始发展洗衣、送报等服务。
不一味追求豪华与奢侈，而是采用
统一标准管理，注重服务水平。

现代新型饭店是在满足人们多
样化旅游需求的条件下应运而生
的。其类型多种多样，服务对象逐
渐细分化，度假饭店、观光饭店、
汽车饭店、商务饭店等让人目不暇
接。

沙漠中长出荷叶

从乌鲁木齐前往克拉玛依，一路风光独特。
车窗外低矮的沙丘缓缓掠过，粗粝的砂石上生长
着干旱地特有的植物：一丛一丛的梭梭草匍匐于
地，半高的骆驼刺和开着紫红色小花的红柳给沙
漠抹上了一片生机。这些旱地植物对防风固沙起
着重要作用，否则穿过大沙漠的公路迟早会被一
拨又一拨随风聚来的沙子覆盖。

沙漠中的天象是瞬息万变的，前几分钟还是
阳光灿烂，极强的紫外线炙烤着裸露在外的皮肤，
后几分钟已经是乌云滚滚，狂风大作。整条公路
路面如海市蜃楼般虚幻，飞沙走石噗噗地敲打着
车体，能见度降到只能看见紧挨着的前面车子的
双跳灯。温柔如丝绢、暴烈如焰火，这也许就是
沙漠的性格吧。

在石西油田，一位身着红色工作服的油田代
表老张热情接待了我们。“在这里工作，更多的
是奉献。”老张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他的每一句介
绍都有理有据。据他介绍，这里比同等规模的美
国、加拿大油气田的员工数量要少，工作量就会
相应增大。这里是西气东输的一个终端，通过古
尔班通古特沙漠地下环网向北京、上
海等城市供气。

突然，我看到远处有火苗直抵天
际，便忙向老张提问。老张说天然气
处理时候总会留些余气，而工作中随
着停电、机械故障等不可预测风险的
发生，这里每天要处理天然气几十万
方，最高达 !""万方以上。若瞬间一
个气流上来，天然气到了空气中会产
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甚至可自爆。
这个应急的火炬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
问题，通过燃烧将危险变为二氧化碳
和水。

走着走着，竟然看到一片荷花
池，鲜嫩的绿荷铺满了整个池塘。老
张说为了绿化环境，生活公寓区划出
#个不同范围的同心圆，方圆 $"" 米
内是核心景观区，$""到 %""米内是防风固沙区，
再外围就是机械固沙和芦苇杆固沙。以前公寓刚
建成的时候只要刮 %、& 级风就可以扫出两层沙
子，现在洁净的园区满目绿色。另外一个工作人
员开玩笑说，“在沙漠里展示这样的荷花是独我
一家，别无分店。”绕着荷花池走上几步，可以看
见在水池的边角上还有几个大石盆，玫红的鲜花
一朵朵娇艳地张开着翅膀探出石盆迎风微颤。走
道的方格木架上爬满了缠缠绕绕的藤叶，在绿茵
如织的藤架下坐一坐，能让身处此刻的人们忘却
周围是一片沙漠。

魔鬼城变得温柔

魔鬼城又称乌尔禾风城，位于准噶尔盆地西
北边缘的佳木河下游乌尔禾矿区，西南距克拉玛
依市 !"" 公里。开始的路段比较颠簸，路面坑洼
较多，到快接近魔鬼城的时候，非常平坦，景区
外已能看见好些座土丘了。这些土丘大约两三层
楼高，互不连接，自成一体，陡直的岩壁上千疮
百孔，粗狂的几何线条干净利落。它们与江南的
小土丘完全不同，大部分坡度较陡，徒手很难爬
上去，也没有什么植被，呈现出来的是赤裸坚硬
的沙土。

一路上录音广播不断地介绍着景区的概貌，
只要到达某个角度，就能看到各种象形物体，有
的土丘如雄鹰，有的如泰坦尼克号，有的如城堡。
不久车子停靠在一片开阔地带，团员们纷纷爬上
就近的土坎，这些年这里应该来过不少游客，土
平台被踩踏得很平整。

手表显示的时间是晚上 '

时，西边的太阳却还高挂在天
空，调转头东边的天空已经开
始呈现出高饱和度的漂亮灰蓝
色，恰巧又有几朵卷边的白云
压在正前方的一长溜土丘上。
脑后飘荡而过的云层不断地让
阳光的斑驳倾撒过来，原本大
太阳下略显平淡寡趣的土丘瞬
时显现出勃勃生机。

根据地质科考，这里亿年
前曾经是汪洋湖泊，有着大量
丰盛的水草，是恐龙等远古生
物的天堂。星移斗转，如今这
里是寸草难生的戈壁台地。在
这些土丘上，有很多小石子混
杂在土层里。傍晚夕阳是最好
的舞美师，这些地表及陡壁面层上的小石子折射
出漂亮的红、黄等暖色调，而我们仿佛置身于一
片绚丽的舞台中央。

来前曾想像，乌尔禾既然称为“魔鬼城”，必
定是飞沙走石、鬼哭狼嚎、扑朔迷离、荡气回肠，
而今天在我的眼里它却如此温柔。

黑油山起舞的黑镜子

“最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最深的地
层，喷涌最宝贵的溶液，最沉默的战士，有最坚
强的心”，著名诗人艾青对克拉玛依的赞美出自一
位漂亮的维族女孩儿的嘴，都让我们为之陶醉。
站在黑油山下，我们不禁为这美丽的诗句和当地
为我们指派的这位女导游肉孜古丽而赞叹不已。
“克拉玛依”即维吾尔语“黑油”的译音，得

名于市区东北角一
群天然沥青丘((黑
油山，既然来到克
拉玛依，当然就要

参观一下这座石油城市的名字来源地了。
黑油山位于克拉玛依市中心城区东北 $公里，

入景区需要购买门票，克拉玛依市的市民可免费
入内。虽起名为“山”，其实景区主体地形并不
高。

这黑油山景区面积大约 ")$ 平方公里，是地
下原油经过长年自然喷发外溢，凝结和风化而成
的沥青沙丘，由被石油浸染的砂岩或被石油凝结
的砂砾岩构成。台阶旁就是这种性质的土壤，我
试了一下，脚踩上去有些绵绵的感觉。

肉孜古丽介绍说：“发现黑油山的是一位名
叫‘赛里木’的维族老大爷，当年他在这个地方
发现了地面上有很多黏黏滑滑的黑色液体，把这
种液体涂抹在木头或柴禾上很容易被点着，而且
火焰旺盛又持久。于是，他就把这些黑色宝贝灌
在大葫芦里赶着毛驴车到集市上去卖，这个集市
在距离克拉玛依 !%" 公里的乌苏市，恰巧被中科
院的一位年轻队员发现，维族老人不懂汉语，对
伙子的询问回复了几句“克拉玛依、克拉玛依”。
小伙子以为克拉玛依是个地名，汇报说是在新疆
的“克拉玛依”发现了石油。这样的故事为我们
的黑油山之旅增添了许多兴味。

!*%%年 & 月到 !" 月，由 ' 个民
族 #& 名职工组成的青年钻井队在这
片荒凉的土地上从布点、开钻到第一
桶油的产出，历经了 %个月，这标志
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油田———克
拉玛依油田的诞生，同时标志着新疆
石油工业大发展序幕的开启。$""$

年，其原油产量突破 !""" 万吨，成
为中国西部第一个原油产量上千万吨
的大油田。

站在石碑观景平台上环顾四周景
区内的油沼，蔚为壮观。这些现在被
编了号码的天然油沼群将自己黑色的
“肌肤”敞露在地表上，“敞露”面
积大约十多平方米到二十多平方米不
等，周围以石块围砌。围石内是一汪
汪漆黑乌亮的原油，不时咕嘟咕嘟地

冒着气泡，看上去黏稠而纯净，有点像黑色的芝
麻糊，不过这些更亮些罢了。碧空下，这些闪亮
的黑沼竟然像一面面光洁的黑镜子，倒映出周围
驻足流连的人群，偶尔黑镜子里人群上方还会飘
过一朵白云，仿佛一抹可爱的白色幽灵从黑色中
荡然而过。如果我没有亲眼见到，我绝对不会想
象出这样黑白对比的奇诡景象！

远望，便是克拉玛依市区，此时鳞次栉比的
楼群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下，与眼前的奇诡景象相
辅相成，幻化出这座油城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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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扬州的秋天，依然散发着迷人
的魅力，灯影里的桨声潮起潮落，似乎
看到朱自清一身青布衫，飘逸着一身正
气，在秋天的画卷里彷徨。

秋风未凉，桂子已飘香，出于对文
字的信仰，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拜谒朱
自清故居。街头古建筑深褐色的画檐飞
角，隐隐道出岁月的风尘。过文昌阁，
循着标志牌，来到一条深巷，老巷很
窄，石板路，青砖墙，两侧一间间流溢
着明清古风的宅院，是一个个烟火人
家。时见天井内一两株天竺或紫藤披在
门楣上，小巷静寂，偶有小贩推车擦肩
而过，那叫卖声，在小巷深处传得很远
很远。

小巷还是从前的小巷，只是那穿着
青布衫的朱自清，已走向了时光深处。没有变化的景物，才可以用来怀
旧。

门刚开，我是第一个游客。这普通的小四合院，为晚清所建，三间两
厢一照壁，青砖瓦房，素朴中隐清雅俊逸之风。先生在此居 !# 年之久。
那铺着磨得蹭亮光滑青砖的小院落，表演着岁月的印痕。雕花木门后，便
是朱先生的卧室兼书房：老式地板，竹篾的平顶，以及木桌、木柜、木
床、木椅，仅此而已，陈设简朴清新，一如他的文风。

朱家先后在扬州租居过七处地方，朱自清儿童时期住在天宁门街，城
楼门边，琼花观东头大院，他品学兼优，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著名散文
《背影》，就是写父子浦口车站分别时的情景，读后让人悲凉寥落，又有点
温暖惆怅。

如今，那些“寒舍”几度翻修，早已面目皆非了，保存完整的只有此
处。

追根溯源，朱自清并非出生扬州，而是江苏东海，只因祖父、父亲都
定居扬州，便在此读私塾念中学，度过人生最难忘的岁月。古城绮丽风
光，浓郁崇尚文化的风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脍炙人口的《说扬州》、
《我是扬州人》、《扬州的夏日》等佳作的字里行间，深蕴对这座古城的一
往深情。

站在这冷清有点寂寞小院，和曾经文中相识的先生，再一次亲近起
来。

要离去时，几度回眸，深院不知名的花树，已有些树龄，清风过处，
树叶摇曳，似轻轻翻书声，又宛若先生细腻的情思……

位于龙湖之滨的山西长治市武乡县
是著名的革命圣地，抗日战争期间是百
团大战的总指挥所在地。近日，借“楠
溪江杯·决战名山”全国象棋冠军挑战
赛（太行山站）在武乡举行之机，笔者
一行乘坐高铁从京城来到黄土高原，感
受红色文化和象棋传统文化的双重魅
力。

走进武乡县，我们就直奔第一
站———“八路军文化园”。入口处是一组
气势恢弘名为“亮剑”的石雕群，文化
园主要由前广场、胜利大道、军艺社、
胜利坛、实景剧场、八路村 &个景点组
成，逼真还原了八路军的军旅生活。整
个村落建筑呈“路”字型，景区内的工
作人员一律穿着八路军服，漫步其间，
真似穿越回当年的抗战后方，旁观人民
军队的生活。出了村口，可以沿胜利大
道两旁的 $" 余组雕塑回顾诸如地道战、鸡毛信、狼牙山五壮士等著名抗战事
件。接下来，还可观一场 《太行游击队》 体验剧，看一回 《反扫荡》 实景剧，
深切感受当年八路军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的历程。

建于凤凰山下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于 !*'*年 *月落成，是全国第一座系
统反映八路军总部以及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太行山革命根
据地八年抗战革命实践和太行山根据地人民斗争事迹的综合纪念馆。馆内共 +

个展厅，通过大量珍贵历史文物展示、沙盘还原、影片放映等方式，把从卢沟
桥事变到 !*+%年日军签字投降整个抗战过程娓娓道来。

武乡红色之旅最经典项目为“两园
一剧”，参观完两园，当然不能错过那
“一剧”———《太行山》实景剧。该剧演
出地点位于美丽的太行龙湖及山体之
间，主剧场占地面积 $&"亩，演员 &""

多人。夜幕降临，游客陆续入座，一场
“迎亲”拉开了整个剧的序幕。一派田
园牧歌，突然间被日军的突袭破坏了。
接下来，用声、光、电相配合，再现了
八路军挺进太行山，展开敌后游击战争
并最终获取胜利的历史。最后，当一轮
红日升起，胜利之光终于遍洒太行大
地，所有游客都起立鼓掌。实景剧场最
令人震撼之处，是在远处山体上以 !!!

比例建造了一座延安宝塔，延伸了剧场
的层次，达到了出奇的效果。

结合武乡红色文化，本次“太行山
站”挑战赛邀请了来自四大抗日根据地

晋冀鲁豫的业余象棋高手，进行第一轮四地对抗赛，最终河北队获胜。第二项冠军
对决则在两位特级大师徐天红和王天一间展开，经过两局对战，王天一获得胜利。
最后一项颇具新意的“百团大战”车轮战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举行，长
治市的 !""名业余棋手围坐在摆成的红色五角星周围，与前两项比赛的 $"名优
秀棋手进行车轮战，切磋棋艺。参加百团大战的雷先生认为，中国象棋讲究排兵布
阵，斗智斗勇，很多地方跟八路军当年打仗是一致的，这样结合当地旅游文化特色
的象棋比赛非常新颖，有助于象棋和红色文化的发扬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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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访朱自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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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只用来吃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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