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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山峻岭中的会理不断让人有发现的惊喜。当我们
走进建在古窑地址边的“绿陶山庄”时，见到了琳琅满目
的缸、钵、壶、罐、碗、碟、花盆和花瓶等家用陶瓷，大
多以绿色为主。乍一看，粗粝土拙，仔细端详，器型独
特，古朴简洁，巧夺天工。“这就是会理独有的绿陶，被
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称为‘中国唯一绿陶’。”山庄主
人韩进富笑盈盈地说，“会理绿陶采用天然‘孔雀石’配
釉，经1260℃高温氧化焰，烧制呈宝石绿色而得名。古
往今来，绿陶一直沿用天然矿物质作原料，被高温烧造
后，致密度高、声音清脆、无铅无毒、抗酸碱，结实耐
用，养生环保，用绿陶壶泡茶3天不坏。”

会理绿陶其实是介于陶与瓷之间的一种特殊陶瓷，
最为神奇的是，绿陶上釉时呈灰色，丰富的金属氧化物
在高温烧造下混熔呈色、结晶显色，发生窑变。出炉的
绿陶色彩千变万化，可以说，每件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韩进富说：“入窑一色，出炉万彩。”1981年，会理绿
陶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更新陈设。随四川商品赴
港展销时，被香港“华中行”一眼看中，要求供货。加拿

大侨商“北美洲日斋艺品公司”总经理蔡明一睹会理绿
陶风采后，来信定购120件绿陶制品。1983年，会理美陶
厂先后与国外客商签订了21种3.36万件产品出口合同，
会理绿陶工艺品先后销往美国、新加坡、黎巴嫩、日本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2009年，会理绿陶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经优秀传承人韩进富、韩春寅父子苦心研究，恢复创
烧出梅子青、石榴红、白天目、天青釉、金丝兔毫、晶鑫玳
瑁、紫金砂、窑变山青等8个久已失传的名贵釉种。诗人
代伐钟诗赞绿陶：“万紫千红荟炉窑，无限风光驻美陶。
铁石着意化千彩，黄泥生春涌花潮。”

会理绿陶之所以引人注目，成为会理标志名片，是
因为融入了地方文化和民族特色，真实展现了绿陶的精
髓：“自然窑变，绿色环保。”其实，丰富多彩的民族交流
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使会理文化艺术独具魅力，佳品辈
出。与绿陶一样，彝族长号唢呐、蹢脚舞、会理红铜火锅
制作技艺，都已成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文配图由黄正伟摄

银轮飞驰阅阳朔，逐浪漓江赏
美景。日前桂林阳朔举办了铁人三
项赛。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
名运动员在如画的美景中挥洒汗
水，享受运动的激情。本次赛事游
泳赛道为漓江精华河段，自行车、
跑步赛道途经十里画廊、遇龙河、
大榕树、印象·刘三姐等风景名胜，
浓缩了阳朔山水的精华，实现了旅
游与体育的完美结合。

近年来，阳朔利用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推动旅游和体育快速融
合发展，日益展现出户外运动天堂
的魅力。阳朔目前开展有攀岩、骑
行、徒步、皮划艇等 20 多项户外运
动。据悉，阳朔开发最久的户外运
动项目是攀岩，已有 27 年历史。神
奇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阳朔攀岩
胜地，成为中国攀岩发源地，迄今
为止阳朔有攀岩线路超过 1000 条，
拥有 50 多个独立的岩场，每年接待
10 余万人次来自于全球的攀岩爱好
者和游客。始自 2008 年的“阳朔攀
岩节”，成为国内外攀岩者最喜爱的
攀岩节日和旅游盛会，被评选为

“2017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精品赛事”。
阳朔户外运动游不仅在陆上、

山上、水上全面开花，还向低空挺
进，实现了全方位立体化发展，低
空旅游已经成为阳朔旅游业转型升
级的靓丽名片。记者在阳朔燕莎航
空运动基地看到游客正在体验动力
滑翔伞飞行观光、热气球留空游览
等项目。该运动基地是国内大型的
航空飞行营地之一。据介绍，目前
基地仅动力滑翔伞一项每天就接待
游客近 200 人次，最大接待量可达
400人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阳朔旅游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将山水观光
游做出了国际知名品牌，下一步阳
朔旅游的发展目标是实现由“旅
游”向“旅居”升级，把阳朔建设
成为旅居目的地。旅游与体育的融

合发展为旅居目的地的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
体育能为阳朔旅游带来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延长游

客的逗留时间，是旅游者栖居阳朔的重要理由。一个体育
迷来到赛事举办地，除了观光，更是为了体验，这将延伸
出一个巨大的旅居消费市场。因此，无论是体育通过旅游
业态来构建体育的商业模式，延伸和实现体育产业的价
值，还是旅游通过体育赛事的巨大影响力吸引游客量，提
升阳朔旅居目的地价值，都可达到双赢。

阳朔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体育资源和优质的旅游环境，适
合举办精品国际体育赛事。据了解，目前阳朔民间已自发成
立了攀岩协会、自行车协会、跑步协会等多个运动协会组织，
每年举办的赛事和活动为阳朔带来了大量的旅游客源，体育
旅游成为阳朔全域旅游产品创新和升级的重要方向。体育
旅游丰富了全域旅游的业态，塑造阳朔旅居目的地形象，通
过传统旅游带动“旅游＋户外运动”的发展，打响阳朔户外运
动天堂的旅游品牌，增强阳朔县建设世界级旅游休闲度假胜
地和户外运动基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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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8年中加旅游年的临近，加拿大旅游同业交流会
近日在京举行，旨在加深中国游客对加拿大的了解，吸引更
多中国游客赴加拿大旅游。

加拿大旅游局董事会主席杜克文表示，在机场、酒店、商
场以及景区都为中国游客提供了更多的中文标识牌和其他
中文服务。在饮食习惯上也更多地考虑了中国游客的需求，
许多酒店、餐厅都提供饮用热水。

滑雪体验是许多中国游客赴加拿大旅游的原因之一。
杜克文表示，“加拿大拥有多个软硬件设施齐全的大型滑雪
场，游客可以根据自身滑雪的熟练程度选择不同类型的雪
道，各个年龄阶段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雪上项目，十
分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的自驾游，并且大部分滑雪场都提供中
文的滑雪指导。”

为了实现中加两国民间友好交流，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观
光，除了现已开通的北京、上海、广州、重庆、香港五地签证中
心，加拿大预计再增加七个城市的签证中心，方便更多的二
线城市游客赴加旅游。杜克文说，“我们很欣慰地看到，中国
已成为加拿大第二大的海外客源国，并且成为增长最快的海
外市场，预计未来四年中国游客将增长一倍。”

加拿大维多利亚市旅游局保罗霍斯表示，“希望有更多
的中国游客能到维多利亚深度体验悠闲的西海岸慢生活。”
维多利亚位于加拿大西南部温哥华岛的最南端，这座拥有
加拿大最温和气候的小镇一年四季繁花盛开。在这里，城
市的繁华与乡村的原生态完美结合。许多餐厅拥有自己的
农场，因此餐厅所售的食物都来源于餐厅老板种植的蔬
菜，欢迎中国游客前来品尝。

中国成加拿大第二大客源国
杨雅冰

会 理 三 宝
本报记者 田晓明

出四川西昌城，沿安宁河一路南下。攀西地区

（攀枝花到西昌之间） 特有的氛围一下子拥了过来：天

远地阔，重峦叠嶂，蓝天白云，阳光灿烂。

车在山中盘旋，穿过巍峨险峻茂林幽篁的龙肘山

山脚，眼前豁然开朗：四面青山夹着一片平坦的坝

子，坝子笼罩在明亮的阳光里。这就是四川的西南角

——凉山州的会理。

会理是昆明、西昌、攀枝花三市的连接点和交汇

地，与云南的禄劝、武定、元谋等地隔金沙江相望。

长篇小说 《浪拍金沙》 中对会理有这样的描述：会理

因“川原并会，政平颂理”而得名，自古就是川滇商

贸往来集散地，更是扼守川滇咽喉的军事重镇。

灿烂的夕阳照亮了钟鼓楼，顶尖上的绿陶珠闪烁
着五彩的光芒。走在这宁静的西街上，两边店铺卖着
红铜火锅、抓酥包子、鸡枞、饵块……街头飘来的炊
烟里，有丝丝缕缕的麻辣奇香，这里的南北美食离不
开麻、辣二椒。诗人霁虹介绍：“会理与丽江是同处北
纬26°上的两座古城，眼前的这座古城建于明洪武十
五年，距今有 635年的历史。以钟鼓楼为界有东、西、
南、北四条纵横交错的大街，大街保存着完整的古城
格局，数百年来从未改变。主要景点有明代城北门、
钟鼓楼、城隍庙戏楼、科甲巷、小巷、金江书院以及
众多的明清大院。”

会理古城依龙肘山余脉而建，东西窄而南北长，
形似一条小船。走在这富有“蜀韵滇风”古城街上，
只见两边店铺，均为一楼一底的木板楼房，青瓦屋
面，木楼上有镂空雕花木窗，瓦楞上还有垂吊的百草
和青苔。会理古城虽不如丽江热闹繁华，却在沧桑宁
静中，有一种别样的风华。

皓月当空，我们登上了北门城墙，眺望万家灯

火。会理古城素有“川滇锁钥”之称。遥想当年，南
方古丝绸之路贯通会理县境 100 多公里，途经 44 个乡
镇。据 《会理州志》 载：当年古城四街三关二十三
巷，穿城主街上店铺林立，集市繁荣。小巷内，各省
商务会馆云集，马帮的铃声此起彼伏……这里为川西
南与滇西及南亚商贸往来周转重地，多民族文化的水
乳交融，带动了一方经济的繁荣。因此，端午、中
秋、春节，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会理过得极
其热烈而隆重。

“会理文化既不完全同于巴蜀，又有别与滇黔。
古城如今已成为会理的地标，钟鼓楼每天都在举行晨
钟暮鼓仪式，早晨敲钟，晚上击鼓。端午节古城里家
家吃药膳宴，晚饭后数万人到郊外巡游。中秋节更是
要到北城门的拱极楼上赏月。”会理县委书记李怀良
说，“在保护好古城历史风貌和格局的基础上，我们
不断挖掘会理地区的民族文化内涵，展示昔日古丝绸
之路上厚重的文化底蕴，彰显会理这座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的独特魅力。”

地标：古城上赏月吟诗地标：古城上赏月吟诗

沿着会理北高南低的走势，我们一路向南，往鹿
厂镇山中开去。站在铜矿村山顶，放眼望去，从山底
到山头，一层层绿波点缀着星星点点的金红，漫山遍
野的石榴挂满枝头。正是石榴成熟采摘时节，铜矿村
书记左子文说：“我们村30多年来，在山上种出了万亩
石榴，并对石榴树进行矮化改良，新品种突尼斯石榴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以往，收购商到地头包树买，不
论大小，一口价，一树光。石榴丰产，果农却不增
收。今年，左子文特别高兴，作为会理石榴第一村，
铜矿村不仅石榴种得好，而且卖得有章法。左子文领
我们来到了会理县万倾农产品物流中心说：“我们现在
石榴集中到这里，按品质定价。”只见一条长长的流水
线上，石榴按质按量自动分出等级。左子文指着五颜
六色的包装盒告诉我们：“这是根据客户需求，个性化
定制。全县60多个村种了30多万亩石榴，实现了一村
一品。”不仅如此，会理还建起了攀西水果S2B电商平

台，扫扫二维码，可以看到种植者的脸，感受到种植
者的情怀，使会理石榴成为好吃好看有情怀的水果。

会理农办主任周礼云说：“在品质、规模、产量 3
项指标上，会理位居全国石榴产区之首，是名副其实
的全国石榴生产第一大县。会理种植石榴历史悠久，
由于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和生态优势，会理石榴自古
便美名远扬。唐朝时即为皇帝御定贡品。1990 年北京
亚运会，还选调了 6000 个会理精选石榴。”会理所产

“青皮软籽石榴”以果大 （最大单果重 1.93 公斤）、色
鲜、粒大、籽软、汁多，享誉海内外。“在这里，吃石
榴可以像吃西瓜一样！”一个果农高兴地为我们做着示
范。会理石榴“籽粒透明似珍珠，果味浓甜似蜂蜜”，
营养价值极高，曾荣获国家农业博览会金奖，获农业
部无公害绿色食品证书。目前，会理正致力于打造

“世界石榴中心”，石榴种植面积已达 35万亩，今年产
量将突破 50 万吨。会理县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一目
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做大做强做优红 （石榴）、黄

（烤烟）、黑 （猪羊）、绿 （生态）、白 （粮食） 五大支
柱产业，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

特产：石榴可以像西瓜一样吃

名器：绿陶壶泡茶3天不坏
游客正在体验动力滑翔伞飞行观光。邝伟楠摄

我想到内蒙古拍秋色已久，今年秋
天终于得以实现。乌兰布统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南端，距北京
仅 300 多公里，一年四季景色多样多
姿。乌兰布统景色很特别，它是森林与
草原的有机结合，也是丘陵与平原的交
错地带。

秋天，是乌兰布统最美的季节。宽
广的草地渐渐泛黄，成群的羊、马、
牛点点散落于草原上、丘陵间，最吸引
人的是桦树。据当地人说，乌兰布统的
桦树不是种的，而是自然生长的。它们
很少单株生长，而是多株包在一起生
长。我看过许多处的桦树，确实很少见
到单株单杆的桦树。

乌兰布统的桦树，最大的特点是疏
密有间，散落有序。疏者，可在其间放羊
牧马，骑马飞腾。密者，密不通风，能接
住大风的吹袭。它的散落，看似很散很
乱，但散中有序，散中有形。或几株立于
宽广的草地上，或三五一群，四六一伴在
斜坡上玩耍，或成排成片，站立于丘陵的
山顶，迎风招展。当秋风袭来，它们都会
张开大口，齐声歌唱。那天籁之音，唱出
了乌兰布统秋天的美韵。

在秋色当中，我最喜欢拍树叶的金
黄。乌兰布统的秋黄，以桦树叶黄为
主，早上的朝阳与傍晚的夕阳，把桦

叶的美绘得特别浓醇，朝阳下，迎着
逆光，阳光像水一样浸泡着桦树，光
到之处，桦树叶子金光闪闪，鲜艳夺
目，阳光没到之处，阴影显现，两者
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产生出无限的对
比 美 感 。 当 云 儿 飘 来 ， 把 阳 光 遮 住
时，从云朵洞里偷跑出来的一束束强
光，把起伏的山丘照得多彩。而最有
意思的是，这个山丘照着了，那个山
丘 照 不 着 ， 两 个 山 丘 对 比 ， 一 明 一
暗，而天空上天蓝蓝，云飘飘，那美
景真是美到了极限……

在草原，不能不说牛羊马。乌兰布
统原是国家的军马场。虽然现在很少用
军马，但人们对军马的热情与留恋并不
减。行走坝上，不能不拍马。在宽广的
草原上，起伏的丘陵里，万马奔腾十分
壮观。从小生活在南方的我，当拍到这
壮观的场面时，我的内心非常惊讶、震
憾。

北朝有民歌：“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如今的乌兰布统草
原，已没有古时的那样偏僻苍茫。秋阳
下，马群羊群牛群悠闲地吃草，有些是
有人放牧，有些并没有人看管。羊儿、
牛儿在草地里吃草，傍晚，牧民才来把
它们赶回家。也许，这就是如今草原的
和谐与安祥。

乌兰布统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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