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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想到，绍兴柯岩一如典籍，
蕴藏如此丰厚。譬如云骨，云聚而成
骨，独立池畔，这该需要多少年的修
炼和多么大的定力。这也说明世界之
大，一切皆有可能，任何一个断然的
结论，哪怕是深思熟虑的结论，都可
能是坐井观天，留下笑柄。

譬如鲁镇，它可能是世界上唯一
一座用文字打造的古镇。它的小桥流
水，粉墙黛瓦，麻石街道，双面戏
台，它的扮作阿 Q、祥林嫂的居民，
都源于鲁迅的作品。文学源于生活，
也丰富生活。

不过，这些，只是开场戏。最最
精彩的，是美丽的鉴湖，辽阔浩渺，
烟雨苍茫。在此之前，因为“我欲因
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的诗
句，因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
女侠秋瑾，知道鉴湖的概念，以为不
过一池碧水而已：原来我是臆想。

及至走过云骨，逛过鲁镇，乘坐
机动乌篷船，过水到达鉴湖对岸，在
游船码头见到一座半身铜像。碑座书
有《马臻简介》，辞曰：

马臻，字叔荐，陕西茂陵人。东
汉永和五年 （140） 任会稽太守。为
消除越地旱涝之灾，发动民众，筑堤
蓄洪，遂成鉴湖。汇三十六源之水，
成八百里水面之湖，灌九千顷田畴之
溉，泽八百年乐土之利，乃为中国水
利史上最早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马
臻被誉为“鉴湖之父”。

站在像前，我又有两个没想到，
一，原以为是一个天然湖泊，原来是
人工所为。二，它的设计者和建设者
马臻，是继李冰之后的又一位官员出
身的水利专家。

现在看来，碑座说明的只是鉴湖
部分作用。其实，它还有航运的作
用，有蓄洪的作用，有防止咸潮内侵
的作用。其后我就走到一条古纤道，
又想到，它还有发展旅游经济的作
用。景区无水不活，无水不秀，水是
一种灵气。

遥想 1000 多年以前，会稽郡郡
守马臻走马上任，决心步李冰后尘，
治理水利。可是从筹划到施工，反对
声不绝于耳。一是筑湖会淹没大片土
地、房屋和坟冢等，而其中大部分土
地属于当地豪强大户。二是由于筑湖
工程浩大，修筑中途出现了人力、财
力匮乏的局面，马臻需要动用当年的
赋税和皇粮。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他竭尽全力，耗几年之功，终于完成
此项造福当代，功在千秋的浩大工
程。

遗憾的是，战功卓著的马臻，由
于权贵陷害，被朝廷判处极刑——车
裂。更为遗憾的是，由于人口的急剧
增加，人们便向山要田，砍伐了大片
的树林，造成水土流失，大量泥土入
湖，造成淤塞；又向湖要田，在湖中
修筑围堰，圈出一片一片水面，然后
填土成田。原先号称800里的浩渺鉴
湖，日渐萎缩，到今天，只剩下 30
里。

我为马臻叫屈。我希望这样的悲
剧不再上演。

我国是个多水的国家，从古语把
“洪水”“猛兽”并称，大禹治水流传
至今，都可见出水患之威。所以，凡
治民，必先治水。从早期的郑国渠、
灵渠、都江堰、鉴湖，到后来的白公
堤、白公堤、范公堤、苏堤以及林则
徐的巨著 《畿辅水利议》，再到当代
的红旗渠、南水北调工程以及我的故
乡的驷马新河的开挖，中国的治水英
雄，功不可没。

我见过一条标语，叫做“实干兴
邦，空谈误国”，深以为然。其实无
论做什么事，都需要一种实干精神。
余秋雨在散文《都江堰》中，说到有
位市长名片上只印着“土木工程师”
几字，我以为这是他的行事风格，也
是他的傲人资本。

我在马臻塑像前留影，掬一捧湖
水入口。我知道这是马臻的鉴湖，我
膜拜所有做实事的人。

前不久，我跟随旅游团飞越海峡
来到台湾，步履匆匆地环岛八日，这
个神秘的地方终于不再神秘。

赴台第三天，旅行社安排我们去
阿里山。阿里山，可以说是大陆游客
最熟知的景点，这里的景色着实没有
让人失望！晨光中的阿里山，林木苍
翠，溪河纵横。漫山遍坡之上，玉兰
初放，早樱缤纷，深浅不一的杜鹃争
奇斗艳……据说，阿里山有“五奇”：
日出、云海、晚霞、神木与铁道，我
们来得晚了些，错过了阿里山的日
出；我们走得又早了些，来不及欣赏
阿里山的晚霞；我们来时风和日丽，
也难得一识阿里山的云海；至于阿里
山的铁道，昔日为转运木材而兴建，
后来变成森林旅游列车，是世界仅存
的三条高山铁路之一。由海拔 30 米的
嘉义市升高到 2216 米的阿里山，途经
热、暖、温三带，景致迥异，据说搭
乘火车如置身绿野仙境。遗憾的是，
因为不久前刚发生过事故，导游不建
议我们乘坐火车……这样一来，“阿里
山五奇”中的“四奇”便与我们无缘
了。

好在，“五奇”中的“神木”无关
阴晴早晚，实实在在地盘踞在阿里
山，也实实在在地耸立在我们的视野
中——阿里山主峰上，有一棵高 52 米
的红桧大树，树围约 23 米，它遒劲苍
郁，高凌云霄，被人们尊称为“阿里
山神木”。导游说：“红桧是台湾特有
的树种，‘桧’字的写法是一个‘木’
一个‘会’。桧木只产于北美、日本和
台湾……”

一 个“ 木 ”和 一 个“ 会 ”组 成 的
“桧”？——这个字我在山东曲阜见过
啊！孔庙大成殿旁有一棵古树，树旁有
碑，碑上有字：“先师手植桧”——那棵
古树挺拔高耸、树冠如盖，据说，是孔子
当年亲手栽植的，至今约有2400多年树
龄。关于“桧”字，我最早的印象来自“秦
桧”，其次就是这块碑。于是，我对导游
说：“曲阜孔庙里一块碑上有这个字。”
听完我的话，导游一再摇头，他说他特
地查阅过资料，桧木就产于北美、日本和台湾，别的地方不可能有！看他
如此“坚决”，我没有做声。谁知，那导游却还有话，等我们回到大巴上，慷
慨陈词“以正视听”：“刚才有位客人说山东曲阜有桧木，怎么可能呢？绝
对不可能！”他显然没明白我的意思，将“树”与“字”混为一谈了。也许，阿
里山的红桧之“桧”，与曲阜孔庙的先师手植之“桧”是两种树，但我之前
是见过“桧”字的。我和老李讨论的根本就是两回事，一个说“树”，另一个
说“字”。

导游姓李，游客们称他“老李”或“李导”。此人年过六旬，50岁
以前供职台湾某电视公司，
先后做过剧务、现场指导、导
播，是一位资深新闻人。退休
后改行作导游并为报刊撰
稿，是当地有一定影响的专
栏作家。李导学识渊博、风趣
幽默、尽职尽责，是一个十分
难得的好导游。一路上，因为
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同，我和
他没少抬杠，其中最大的一
个“杠”，就是这段有关于

“桧”的对话。所以，真心
希望他有机会读到此文，
以后再去阿里山导游时，
可 以 多 一 点 谈 资 。 而 我
呢 ， 再 见 到 这 个 “ 桧 ”
字，也会更有话说：“我对
这个字的印象，最早来自
于秦桧，其次是看过曲阜
孔庙的碑，再次是跟台湾
导游老李抬杠……”

“想参团，就抓紧报名。要不然，就赶不上 7
月初的这波出境游学项目了。”当记者联系众信旅
游客服时，对方这样答到。

离暑假虽然还有一个月，但由于近年家长学
生对出境游学的热捧及办理证件等待时间较长，
暑期出境游项目早已“高温不断”。不过，记者通
过走访调查后发现，相较于过去的出境游学，今
年的项目更突出“学”的部分，同时也多了“实
践”与“亲子互动”环节。

“游而不学”逐渐淘汰

尽管前几年出境“游学”也一直是暑期旅游
的热门词汇，但“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形较多。
游玩项目占主体、走马观花式地参观名校，甚至
还包含自费、购物等环节。而今年，“游而不学”
的项目已少有家长及学生关注。

记者从中青旅、携程旅行网、新东方、新航
道等旅行及教辅机构获悉，现在推广的暑期游学
项目往往根据目的地的特点及家长学生们的需求
作了细分，精准定位。

以美国为例，针对希望体验了解当地校园生
活、体验课堂的客户来讲，各大机构都安排了多
天的全英文暑期课程，与当地学生互动交流，为
未来留学做好准备；而对希望更多接触当地社会
的群体而言，入住寄宿家庭、体验美国人日常生
活的安排则更受青睐。

“在美国，如果你不知道体育，不知道篮球，
不知道橄榄球和四分卫，你就没有办法融入这个
社会。”曾经，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员的这句话
让广东佛山国旅负责人颇为感慨，而今年首次推
出的NBA篮球训练营便体现了他的这个心愿。

“很多中国学生到了美国读书都能考高分，但
并不见得能融入社会。所以，像这样直接参与当
地流行的体育活动能‘更接地气’，知道美国人每
天关注什么，怎么关注。事实上这样的团更受关
注，推出去不久就满额了。”

此外，新东方推出的“西点军校体验式夏训
营”，让孩子们参与军事锻炼，学习逃生、急救等
处 理 紧 急 状 况 的 知 识 ， 携 程 旅 行 推 出 的 英 国
homestay项目，让学生在寄宿家庭学习泡红茶、制
作松饼、斯康等下午茶DIY，让游学充满了地道的

文化风味。而纯正的美式英语、英式英语也就在
动手过程中不断得到学习和巩固。

“提升英语交流运用能力固然是参加出境游学
的目标之一，但我并不希望孩子一直坐在课堂
里，学词汇、编对话。”浙江家长王苗更希望孩子
在实际场景，尤其在动手实践中，提升英语能
力，让语言与现实运用接轨。

家长孩子各有收获

以往的暑期游学往往只有学生自己参加，而
今年与以往不同。在中青旅网站，亲子游项目占
据了整个页面，按照 0-5岁、5-8岁和 8岁以上分
类，其中 5岁以上的栏目安排的基本是出境项目，
其他旅游及教育机构推出的暑期游学产品中，“亲
子游”同样也是重要标签。

在携程旅行网上，记者看到多款亲子性质的
游学项目。每一款既包含了孩子与家长分别参与
的行程，也有共同互动的内容。

早上家长送孩子去学校，孩子们在课堂上
课，家长游览市区、逛商场、学习咖啡师认证课
程，放学后接孩子去游泳、一起做晚餐……这是

“澳大利亚墨尔本双语公立小学全真课堂游学两
周”的安排，满足了家长既照顾孩子，又能自己
游览的心愿，而孩子也能得到和老师、同学、家
长的接触交流。

而在“感受不一样的北欧”项目里，家长和
孩子既可以在丹麦设计中心跟艺术家一起学习设
计创作、在哥本哈根逛历史街区，同时又能分头
行动，让孩子参加在挪威森林认识野外动植物、
在湖里学习驾驶帆船、在野外准备野餐的营地活
动，也可以选择乘坐游轮游览北欧的峡湾风貌。

此外，在澳大利亚，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观
察考拉、袋鼠的生活习性，到奶牛场了解农业生
产和田园生活，在参观中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在
德国，家长和孩子能够共同探寻从哈瑙到不来梅
的 600 公里之路，寻找 70 多个与格林童话息息相

关的城市与乡村。
“跟孩子一起参加游学，刚好也让我捡捡许久

未用的英语，也增长一下有关国外的风土人情、
自然风貌的知识。还能促进与孩子的情感交流。”
北京家长夏阳表示，今年，他打算和孩子一起参
加到美国的亲子游。

专家建议慎重选择

对于各机构推出的琳琅满目的海外游学项
目，专家提示，家长和学生们在选择项目时千万
不能被充满溢美之词的描述所迷惑，要保持理
智，了解心仪项目的组织方是谁，是否具有组织
活动的资质，以及国外对应的合作方是谁等问题。

“有些机构只是租了学校的场地，然后雇几个
外国人在里面讲课；寄宿家庭也存在这种情况，
好多都是招的，不是真正学校里学生的家庭。”励
步游学项目负责人张文静道出了不少游学项目里
的陷阱，在她看来，家长们在选择时一定要弄清
课程的合作机构。携程旅行网高级经理顿继东告
诉记者，如果当地学校正在放假，那就不存在当
地学生参与的全真课堂，所谓的课堂不过是像培
训班一样有意设置的而已。

不少受访者向记者表示，更愿选择教辅机构
的海外游学产品，大家认为教辅机构利用自身的
教育资源，可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尽管在价格
上要比旅行社高不少。

不过，对于这样的看法，专家们并不完全持
赞同态度。“目前教育机构、留学中介虽涉及修学
游相关业务，但都不具备经营旅游的资质。”中国
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认
为，留学中介等由公安、教育主管部门规范，旅
游是由旅游部门管理，教育机构经营的旅游活动
却处于一种无人规范的“灰色地带”。因此，家长
们要谨慎把握，也需要有关部门监督规范。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传统舞蹈土家族“玩牛”，是飘着泥土芳
香的国家“非遗”，耐人寻味。

据了解，“玩牛”是流传在该县西沱、下路和南宾等地的一种与农
事相关的、用于喜庆场面的民间假型传统舞蹈。2014年入选国家“非
遗”，这是该县继土家啰儿调、土家吊脚楼营造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第三个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

“玩牛”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古代自然崇拜，农耕文明时代，耕牛
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显得尤其重要，于是，通过农时节令和喜庆场面
表达人们对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的乞愿而产生的“玩牛”民间舞蹈习
俗就应运而生。

“玩牛”一般有七八个人配合，一人扮演手持道具的放牛大哥或者
大嫂，另外两人在牛道具内扮演牛身，其他四个人为锣鼓手，牛大哥
兼喊彩，有时锣鼓手或者观众也即兴喊彩说吉利。放牛大哥是“玩
牛”队伍的指挥者，引导“牛儿起舞”，两人动作协调、默契配合共同
完成吃草、擦痒、滚水、跳坎、傲角、犁田、喝水摆尾和骑牛等“玩
牛”舞蹈动作。“玩牛”具有农耕历史、舞蹈、民间音乐、文学艺术等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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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大学里轻松交流。

NBA篮球训练营成为海外游学新热点。

参观澳大利亚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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