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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央视春晚上，灯火辉煌的桂林
分会场精彩亮相，惊艳世人。秀美的象鼻
山与漓江融为一体，交相辉映。

在随后的春节长假期间，许多游客慕
名前来，却不料象鼻山公园被高大密实的
植物严严实实遮挡起来。游客站在象鼻山
全景最佳观赏处，只能欣赏到四季不变的

“绿色植物展”。这种“绿植障目”的做法
让各地游客寒了心，也折射出桂林旅游发
展的“短视”。

门票围墙筑心墙

桂林本是景在城中、城在景中，然
而，浑然天成的自然风貌却被不合理的景
区围割圈占抢了风头。

据了解，各大景区“画地为牢”的现
象在桂林并不鲜见。独秀峰、叠彩山、七
星岩、木龙湖、隐山六洞……桂林几乎将
市内绮丽壮观的山峰和碧如青丝的绿水，
都围成了收费的景区，生怕游客“免费饱
了眼福”。

“以象鼻山景区为例，这种保护主义
实际上是狭义的‘门票思维’在作祟。用
外围植物遮挡景物，也体现出经营者对景
区吸引力的不自信。”中国旅游研究院旅
游安全基地主任郑向敏表示，开放外部空
间、给游客以景观的外围感知，其实更容
易吸引游客进入参观。“对于自然景观应
该资源共享，通过整体规划和优质服务作
为景区卖点，而不是如此‘金屋藏娇’。”

近年来，桂林旅游景点门票价格的大
幅上涨，成为当地“门票思维”的直观体
现。以象鼻山景区为例，其门票从 2007
年的 25 元变为目前的 75 元，票价上涨
200%。数据显示，门票调价后，一些景点
的净利润率普遍增长。

可观的利润，让各方纷纷在景点门票
上做文章：已收取门票的封闭景区，将门
票价格不断调高；原本不收门票的开放景
区，也砌起围墙凭票入园。

据了解，桂林 4个主要城区内，竟修
建了至少 15 个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收费景
区，其中包括木龙湖、虞山和西山等大景
观景区；相隔不到3公里的叠彩山、伏波
山和象鼻山，也形成了“各自为战”的

“圈围局面”。

景区乱象损形象

这些圈围背后的“金山银山”，还隐
藏着一些景区乱象。

桂林市区内的部分经典景点，是由同
一家公司统一管理，分别收取门票费用。

而这背后，公司内部给不同旅行社的“票
价政策”却有天壤之别。

据桂林旅游从业者小麦透露，有的旅
行社可以拿到远低于统一标准的签单底
价；在此基础上，景点门票的销售利润就
提升一倍多。拿到底价门票，这家旅行社
除了自己销售，还会加价，再以低于统一
标准的价格分销给其他旅行社。一张张

“围出来的门票”，维持了这条利益链上的
零件运转，票虫子、导游、旅行社等各方
都能从这种不正常的票务销售链条中获
益。

除了门票乱象，一些景区的变相导购
和强卖强买，也反映出“景区封闭思维”。

据游客反映，进入桂林靖江王城景区
的游人，需要佩戴包含导游提成号码的身
份牌。入园后，导游以太岁为引子，游客
拜太岁要收费，请太岁要收费，更有价格
不菲的太岁拓片被导游极力荐卖。此外，
游客还要体验景区内贡院举办的现代科举
考试，一旦“中举”需支付 99 元，购买
考试所得奖品“状元酒”。

各种形式的变相导购，有损于桂林旅
游的整体形象，使得名声在外的桂林美
景，变成一次性的消费。

落后思路限出路

桂林旅游存在的问题，也折射出旅游
业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在不少旅游目的
地，“门票经济”依然是主导思维。

很多去过桂林的游客，对景区门票之
高价、收费景区设置之密集以及景区服务
之粗糙都颇有微词。桂林旅游衍生产品
少，景区要发展，只在门票上动脑筋、下
工夫。多年来，桂林一直以“三山两洞”

“两江四湖”等方式来宣介自己，这些景
区成为桂林旅游的名片，但也局限了桂林
这一旅游目的地整体的规划和发展。

这样单一的模式不仅容量有限、市场
狭窄，而且导致游客滞留时间短，景区的
综合效益自然难以提高。如果总想着以提
高票价来增加收益，路就会越走越窄，最
终陷入发展困境。

“破解景点壁垒是开展全域旅游的关
键所在。景点消费仅代表着游客的初级着
陆阶段，属于旅游业的起始收入，这部分
收入贡献面有限。过度强调门票收入，不
解决门票价格居高不下的局面，容易影响
游客的消费热度。”郑向敏表示，全域旅
游强调的是旅游目的地的综合收入和总体
效益，目前旅游业需摆脱对于门票经济的
依赖，突破单一贫瘠的旅游业态。

旅 游 经 济 是 一 个 系 统 工 程 ， 在
“吃、住、游、娱、行、购”六大旅游要
素中，门票仅是一个环节。当前，游客对
旅游体验的需求，是综合了文化、创意、
食宿、交通、商业的综合型体验需求，旅
游经济的亮点和价值越来越体现在综合服
务水平上。让游客以较高的性价比获得高
品质的旅行体验，是旅游经济的风向标。

旅游从业者不能只顾一时得失，而
应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站在全域旅游的
高度去统筹管理。而对于桂林，“山水甲
天下”之余，旅游管理和理念更需“甲
天下”。

没有敦煌壁画的大气，没有永乐宫壁画
的流畅，没有风流名士悠闲嬉戏……在山西
新绛县阳王稷益庙，人们发现了一处反映农
民辛勤劳作、手持五谷的壁画群，成为研究
古代农耕生活的资料。

稷益庙，俗称阳王庙，建于明正德二年
（公元1507年），是为祭祀尧舜时期农师后稷
和大禹的助手伯益的寺庙。

这是一座幽静的庙宇，建筑飞檐系铃，
屋脊上千姿百态的造像栩栩如生，虽历经沧

桑，但仍不失金碧辉煌的雄姿。
大殿墙壁上展示出巨幅珍品，场面壮

阔，人物众多，使人目不暇接。这些珍品总
面积达 130 余平方米，共绘有人物 400 多
个。在不大的面积上绘制出如此波澜壮阔的
场面，并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和当时的农
耕生活浑然融为一体，体现出作者匠心独运
的艺术手法，让人赞叹不已。

壁画上的人物各具神态，有的注视，有
的对语，有的沉思，有的倾听。如此众多的

人物组织在统一的构图中，整齐而不呆板，
繁复而不杂乱。画面强调照应，又适当注意
变化，通过微小的转侧、顾盼和劳作，得到
相互之间的呼应。

我不知道在当时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
下，需要多少时间以及杰出人才，才能完成
如此令人惊叹的壁画？查阅史料，这些壁画
全出自当地民间画匠之手。他们长期生活在
基层，通过对民间生活的细微观察，出神入
化地画出人间真谛。

风动满壁，神采照人。我漫步在壁画的
海洋里，细细体味 500多年的伏笔苦思。对
古代巨匠，除了满怀的崇敬之外，还有诸多
思索在心中升腾。

你看，西面墙壁上的耕获图，描绘了农
民在后稷的率领下，收割、碾打小麦的繁忙
景象。农夫挑着一担割的麦子，走向打麦
场，田埂上一农夫为劳作的人挑来两桶水。
还有人往口袋装碾打的小麦，一头驴驮着一
袋麦子向村里走去，真是“田家少闲月，五
月人倍忙。”

东面墙壁上，一幅众志成城灭蝗图用拟
人的夸张手法，描绘农夫扑打蝗虫的画面。
只见一身材魁伟的农夫，捉拿着一齐人高的
蝗虫，蝗虫竭力挣扎欲逃，农夫拼尽全力紧
抱不放，后面的农夫紧追不舍，细腻入神，
颇有一番情趣。

千百年来，黄河流域受着水灾、旱灾、
蝗灾的袭扰，特别是黄河涨水漫过良田后，
蝗虫滋生泛滥，蔽天遮日，庄稼一扫而光。
这幅灭蝗图活脱脱画出农夫与天斗、与地
斗、与虫斗的场景，用笔严谨，结构紧凑，
充溢着浓厚的地方特色。

史料记载，明王朝对壁画创作是有严格
规定的。明初的大画家周位奉旨画了许多殿
堂画而名噪一时，但仍免不了被馋言致死的
命运。严酷的环境中，画家人人自危，也使
明代壁画日趋衰落。画师流落民间，依靠绘
制庙宇壁画谋生。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促成了流传于世的
精美壁画，也成就了民间壁画的艺术价值。

前不久，我游览了法国巴黎。东西文化的差
异对比，让我这个初出国门的青年获益良多。

1624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在巴黎郊区买下
一块荒地，修建了一座二层的红砖楼房，用作狩
猎行宫，当时仅有20多个房间。历经40年建成的
凡尔赛宫在法国历史上跌宕起伏：1789 年，路易
十六当权时，曾极度奢侈豪华，法国大革命期间
又险些毁于一旦；1870 年，它被普鲁士军队占
领，德皇在此举行加冕典礼……

进入凡尔赛宫，精致的油画、家具以及金碧
辉煌的内饰比比皆是，每个角落都彰显着皇家的
尊贵与气派。据介绍，凡尔赛宫整个建筑是由层
层叠叠的宫殿构成，每个宫殿都汇聚了无数艺术
家的心血结晶。无论是天花板上圣经故事的壁
画、墙上悬挂的价值连城的名画，还是镜廊内高
悬的成百盏水晶吊灯，都令人叹为观止。其后花
园的园林建设也是极尽奢华。这一切都以无与伦
比的规模，展现着法兰西皇家的豪华和财富。凡
尔赛宫的富丽堂皇，若不是站在宫殿之中亲眼所
见，很难想象。

在凡尔赛宫，我不禁联想起北京的故宫来。
它们都是世界五大宫殿之一 （其他为英国白金汉
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是东西方封
建社会登峰造极的皇权建筑。

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也称
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古代宫
廷建筑的精华。北京故宫以三大殿为中心，有大
小宫殿70多座，房屋9000余间，是世界上现存规
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之一。故宫分为外朝和内
廷两部分，外朝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是国
家举行大典礼的地方；内廷的乾清、交泰、坤宁
后三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坐北朝南的北
京故宫，更多的是显示皇权的神圣和威严以及天
子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法度。

由此，我想起了曾经去过的北京圆明三园遗
址公园。这里原来的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是
清朝皇家御园，被称为“万园之园”，是清帝听
政、避暑的夏宫。它们以其气势恢宏、杰出技
艺、精美建筑、丰富收藏和深邃内涵享誉于世，
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1860年，英法联
军洗劫了圆明园；1900 年，圆明园又遭列强匪盗
劫掠，变成一片废墟。

不同的地域、历史、风土人情造就不同的文
化。故宫经历明清两代，其建造风格自然要凸显
皇权至上的地位。凡尔赛宫建造时，正逢法兰西
帝国与共和国动荡交替的时期，凡尔赛宫几经易
主，因此其内部结构相对松散，而法国又深受人
文主义影响，艺术气息浓厚。巴黎这个曾在拿破
仑统治时期达到巅峰的城市，如今已被历史的风
沙消磨了锐气，但依旧魅力无穷。历史在掩埋辉
煌的同时，也给了它独一无二的优雅。

在贵州省六枝特区岩脚古镇，一湾碧
波荡漾的溪水，像一条透明的飘带环绕古
镇。这湾廻龙溪水，从古至今流淌着亘古
的岁月、流淌着古镇的历史与传说、流淌
着沿岸百姓的悲欢离合，滋养孕育了古镇
的繁华与文明。

水是自然之魂、生命之源，是生灵之
命脉、万物之生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正是有了廻龙溪魂灵之水的滋养，民族文
化、商贾文化和盐商文化才在岩脚古镇应
运而生，汇聚成了古镇源远流长的文脉，
铸就了地灵人杰、物阜民丰的宜居之境。

廻龙溪汇集了千山万壑之水以及木贡
的温泉与冷泉，时而内敛、时而欢歌、时

而静若处子，一路川流不息。遇悬崖，喷
珠溅玉飞流成瀑；走平川，不急不缓有容
乃大。水面，鸭鹅拨掌悠闲游弋；水底，
鱼虾相依为命，水鸟尽情嬉戏。廻龙溪水
从古流到今，流过了数不清的年年月月；
从春流到秋，流走了数不清的悲欢离合。

“两阳夹一阴，水里有黄金；温泉夹
冷泉，老翁变少年；喝了龙溪水，姑娘更
俊美。”这首流传数千年的民谣，说的是
木贡温泉和廻龙溪水的神奇。我想，廻龙
溪水是上苍对岩脚古镇的厚爱与眷顾。古
镇人之所以聪明能干、人才辈出、秀外慧
中，与廻龙溪水分不开。

廻龙溪处处皆风景，让人目不暇接。
晨曦初绽，溪面流金流霞，水天一色。岸
边，一蓬蓬芭茅的穗昂着头迎风招展，一
丛丛菖蒲暗香浮动，让人眷恋流连。午
后，三三两两的村姑在溪边浣衣，美而不
妖、艳而不俗、肤如凝脂、明眸皓齿，娴
熟地搓揉漂洗着衣物，此起彼落的棒槌敲
打着尘封的岁月，欢歌笑语在廻龙溪畔流
淌。偶尔，有打鱼郎划着小木船唱着山
歌，在清悠悠的溪水里撒网捕鱼。溪水从
嶙峋的半崖上泻入潋滟的廻龙溪，仿佛一
绺绺银练。

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有月亮的
夜晚，月光仿佛碎银，倾泻在廻龙溪面，
柔柔的月光与脉脉的溪水水乳交融。沿溪
行，两岸修竹茂密、渔火闪烁、蛙鼓阵
阵、萤火点点，廻龙溪如诗如画、如梦如
幻。登上彭家碉，俯瞰廻龙溪，仿佛天上
人间。此情此景，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古
镇岩脚的前世今生，生出许多感概。

看不见象鼻山的桂林
——“门票思维”何时休？

阳卓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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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宫看故宫
吴汇泽

凡尔赛宫看故宫
吴汇泽

旅游漫笔

稷益庙壁画掠影——

田家少闲月 五月人倍忙
梁 冬

岁月悠长廻龙溪
李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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