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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福州路名声在外，得益于
它浓厚馥郁的书香气息。大清早我乘
坐公交车来到人民广场，福州路就从
这儿开始自西向东延伸，与闻名中外
的南京路并肩排列，直通外滩。

步行不足百米，就看到路边一
家书店，蓝底白色大字“上海旧书
店”，里面十分显眼地摆放着一块广
告牌：旧书打折，每斤 18 元。这书
居然论斤卖！只见一排排大书架上
密密麻麻的书籍。说是旧书，其实
大都九成新，而且有的还属畅销书
之列。再往前走，便是上海书城
了，从一层至顶层皆销售图书。

除此之外，这条街上，小门脸
的个体书店更多，明天特价书店、
淘书公社、大众书局、艺术书坊、
百新书局等等，还有些店门更小甚
至没有名字的则一律叫做书摊。在
这书店密集的大街上走一走，闻着
空气中弥漫的墨香，真有心旷神怡
之感。

细究起来，福州路的书香已有
一段久远的历史了。早年，有不少
经营书籍画册及文房用品的商家在
此落户开店，一些报馆也在此立身，于是这条街便逐
渐集聚起文化氛围，戏园、电影院、茶园书场、游乐
场、舞厅等文化娱乐场所陆续开业，专业戏班好戏连
台，电影大片隆重上映，说书艺人口若悬河，游艺园
中笑语欢歌，文化品位初露端倪。尔后，文化氛围日
渐浓郁，便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街了。中华、大东、
世界、传薪、开明等在上海有名的大型书局先后在此
开办，全国最大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迁入，于 1912年
建成新馆，以出版教科书闻名，传统的文房四宝行业
也跟进。一时间，福州路上大小书店林立，文具用品
毗邻，演艺名人比肩，文化商品经营日趋兴旺。这条
长千余米的大街，成为上海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全国
爱书者的口耳相传中，福州路成为淘书的一处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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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者，临牂牁（读 zāng kē）
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这是 《史
记》 对牂牁江的记载。如今，贵州省
六枝特区牂牁江“高峡出平湖”，江面宽
阔的牂牁江清澈亮丽，水面宽阔，四
面环山，山势陡峭。沿江两岸，或险
峻秀丽，或风情婉约，令人神往。大
山的遮挡，造就了这里风速小、落差
大的天然优势，加之这里空气清新，
冬无严寒，被誉为“凉都小海南”，成
了竞技体育爱好者的天堂、山地户外
运动的美丽乐园。

滑 翔 伞 从 海 拔 2100 多 米 的 九 层
山，下落到海拔 745 米的牂牁湖湖面，
落差 1400 多米，惊心动魄，飞翔在牂
牁江上空的滑翔伞五颜六色，如一朵
朵彩色的祥云从天而降，与蓝天、白
云、江水、山峰交相辉映，美丽而壮
观。摩托艇在碧波荡漾的牂牁江水面
上乘风破浪，江面呈现出一条条优美
的弧线。

自 2012 年以来，这里连续举办了
五届滑翔伞邀请赛。由于空气清爽、
气候凉爽、人民豪爽，吸引了来自美
国、德国、英国、尼泊尔、塞尔维
亚、马来西亚等 10 余个国家以及全国
30 个省区市的上千名运动员参加比
赛，比赛及表演项目涵盖滑翔伞定点

赛和特技表演、动力伞表演、热气球
展示及体验等水上项目。2017 年 11
月，第七届中国摩托艇联赛在这里落
幕，为牂牁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老王山国家多梯度运动基地海拔
从761米上升到2000米，7个地段。依
托牂牁江的环境与气候，建设了水上
运动、体操、网球、重竞技、拳击馆、
中长跑等训练基地，打造出一个世界极
限运动公园。在极限运动公园里，游客
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在板亭索道中转
站坐缆车体验空中飞人的快感，从空中
观赏山的雄奇和水的灵动。在保障人身
安全的前提下，游客还可以选择乘升降
梯、驾滑翔伞、徒手攀岩等挑战极限、
挑战意志的竞技项目。

走在被誉为“云海天街”的老王山
玻璃栈道上，人们如同踩在棉花上一
般，步步小心翼翼，白云从眼前掠
过，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浮云散
去，栈道下深不可测，让人不敢轻易
朝脚下看，怕惊出一身冷汗。偶尔，
有山鹰从眼前掠过，耳边传来雀鸟在
灌木丛中的低语，似乎伸手可及。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老王
山栈道上眺望牂牁江，江水如一条绿色
的飘带，道路像蛛网、人如蚁……阵阵
拂面的山风让人格外地爽快和清醒。

一片湖可以让一座城市保持它与生俱来的
优雅气度。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雅安市蒙山
东麓，紧靠国道108、318线公路的百丈湖，就
有这样的神奇作用。它不仅让湖畔的名山县增
色，也给两条国道添彩。因而，被誉为“南方丝
绸路上一翡翠”。百丈湖之于名山，正如大明湖
之于济南、洱海之于大理、西湖之于杭州一
样，它是名山这个县城的眉目，无时无刻不传
递出一座“仙茶故乡”自古以来的千万种风情。

有着 200 万平方米湖面的百丈湖，湖水源
于夹金山下的玉溪河，常年蓄水 2000 万立方
米。湖岸曲折蜿蜒，小岛坐落其间，湖光山
色，淡雅宁静。远远望去，湖畔的百丈湖度假
村依山而建，典雅恢宏，气势雄浑，被誉为

“天府之国的布达拉宫”、“川藏线上第一村”。
离百丈湖越近，就越贴近了名山的眼睛。

百丈湖，仿佛天生长就了一对倾听的耳朵。沿
蒙顶青山一路蜿蜒而下的和风，轻柔地抚摸着
湖水。在此，人们可以放松身心，体会简朴生

活。百丈湖倒映着一片葱翠油绿的连绵青山，湖
水越发显得清亮空灵，宛若一面玉镜，不禁让人
浮想联翩：倘若在一个有雪的月夜沏一壶清香怡
人的蒙山茶来此湖上荡舟，边饮茶边欣赏那一轮
皎洁的寒月和山顶皑皑积雪交相辉映的景致，想
必定会是好一幅绝美的水墨山水。

一座城的传奇在湖光山色中潮起潮落。自
古就流传着“获百丈 （关） 者，必得成都无
疑”的说法，夺关者得天下。而今，我们在百

丈镇东的栖霞古刹凭吊往昔，当年诸葛亮西征
“七擒孟获”，在这里打第一仗的传说早已淹没
在曾经百里可闻的栖霞晚钟声里。红军长征南
下以来规模最大、打得最艰难、最悲壮、最惨
烈的百丈关战役在此打响。百丈关是四川雅
安、名山之间极具战略价值的重要隘口，也是
平原丘陵与山区的过渡地带，被蒙顶山、总岗
山和莲花山三山环抱，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
之地。1935年10月14日，红四方面军在百丈镇
关斗山至挖断山，与国民党军展开浴血奋战，

悲壮惨烈。百丈关之战是红四方面军长征史上
的一场大规模战役，经过7天7夜苦战，伤亡将
士1.5万余人，由于未形成歼灭战，缴获少而损
耗大，结果对红四方面军十分不利。百丈关之
役的失利，成为南下红军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转
折点。

衡量一方山水之美，我觉得无需太过繁
复，一个“清”字足矣。“清，从水，有声，本
义作‘朗’解，乃指水澄净后明洁之状而言，

故从水；又以青为天无云时，所现深蓝之色，
因有明洁之意，水明洁即清，故从有声。”由此
可见，水洁净如天色，原本才应是“清”之本
意也。山野因茶之清香醇厚而怡人，湖水因鱼
之肥嫩鲜美而回味。名山，因了百丈湖的缘
故，还当得起这一个“清”字。

一个城市多树多绿多水，无疑是这个城市
之福，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民之福！百丈
湖、清漪湖、太平湖与蒙顶青山映照成趣，如
一粒粒明珠，把名山县城装点得越加水润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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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旅游积极“打分”

据美国媒体报道，世界旅游业理事会最新的“城市
旅游业影响”研究报告显示，亚洲城市在未来10年仍将
领先旅游业发展，尤其是中国城市。全球旅游业发展最
快的5座城市全在中国。世界旅游业理事会总裁洛丽亚·
格瓦拉表示：“中国不仅是巨大的旅游客源市场，国内旅
游业的体量也非常大。”

在这份榜单中，冠军被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摘得，
年增长率达 14%，广州紧随其后，达 13.1%。“这一区域
两位数的增长率真的非常惊人。”洛丽亚·格瓦拉说。
2015年《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就已关注过重庆。在

“旅游景气指数”榜上，重庆位列全球第 16位。这份关
于世界旅游城市发展状况的年度研究报告，旨在通过对
相关旅游城市景气指数的分析，对全球旅游业的发展特
点与趋势做出判断。

近年来，在各大国际旅游组织、研究机构发布的各
类榜单、报告中，中国身影频频出现，涉及中国城市活
力、旅游业竞争力、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方向等等。此
外，中国各研究机构、组织发布的各类统计数据、研究
报告也成为他们探究中国旅游业的重要样本。例如，中
国旅游研究院每年发布的本年度中国旅游经济运行分析
和来年发展预测的报告，就是宏观了解中国旅游业的重
要参考。国家旅游经济实验室负责人马仪亮表示，该报
告旨在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游客也是国际机构为中国旅游“打分”时的重
要评分项。据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报道，彭博信息研究
公司的分析师援引旅游业研究调查公司——福克斯赖特
旅游市场研究公司的报告指出：以较年轻的成年人为主
导力量的中国已成为全球旅游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随
着中国旅游市场的腾飞，所有目光都应放在中国约 4亿
千禧一代身上，他们将推动航空、酒店、主题公园和巡
游等领域的开支增长。”

“投其所好”吸引中国游客

《2016 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 显示，2016 年中国
出境旅游人数达 1.22亿人次，旅游花费 7273.7亿元，分
别同比增长4.3%和5.1%，呈现逐年提升趋势。

今年 4 月，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
年，中国市场以 12%的出境开支增幅名列前茅，引领国
际出境游的潮流。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勒布·瑞法依对
此表示，这对全球各大目的地而言都是好事，旅游能带
动一国经济增长、就业发展及其他发展机遇。洛丽亚·格

瓦拉也赞叹，中国游客促进了全球许多旅游城市的发展。
同属亚太地区的国家也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相当瞩

目。近日，泰国《曼谷邮报》指出，中国是亚太地区旅
游业发展的最大驱动力。据统计，2016年，中国游客出
境游目的地前 10位分别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泰国、
韩国、日本、越南、中国台湾、美国、新加坡、马来西
亚，多数集中在周边地区与国家。

为吸引中国游客，中国周边国家推出多项针对性举
措。中国已成为泰国旅游最大的国外客源地市场，在刚
刚结束的国际旅游交易会上，泰国国家旅游局邀请数十
家中国旅行商面对面洽谈，了解需求，推介更符合中国
游客品位的旅游产品。马来西亚政府去年起推出电子签
证以方便中国游客，并鼓励旅游业者根据中国游客的需
求和喜好提供“量身定做”的旅游产品。例如，针对不
少中国游客喜欢来马钓鱼，旅游部门专门推出各种钓鱼
活动。越南则在支付方式上积极改进，以适应中国游客
使用微信、支付宝的支付习惯。

踩准节奏投资中国旅游

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成绩单吸引一众外资来华投资，
酒店业是其中的代表。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发展
官孙健亦认为，虽然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是

旅游、酒店是消费产业，伴随着中国人的旅游热潮，酒
店消费需求会越来越大。近年来，外资酒店集团在中国
的发展步伐加快，洲际、希尔顿、四季等国际酒店业巨
头，纷纷拓展其旗下酒店项目在中国市场的布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将在北京、张家口两地举办，
冬奥会将带来的旅游消费前景也吸引了大批外国旅游企
业。今年上半年，洲际酒店集团在河北张家口市的容辰
华邑酒店正式开业，这也是洲际酒店集团在大中华区开
设的第 300家酒店。“我非常看好中国酒店市场。”洲际
酒店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苏荣琛表示，未来还将陆续在
中国开设 200多家酒店，预计 2025年中国酒店客房数将
超过美国。

目前，主题公园是另一个受到外资青睐的旅游投资
领域。1989年，我国第一家主题公园锦绣中华诞生，近
30年过去，中国已经成长为亚太地区最大的主题公园市
场，打造了一批又一批国内顶尖主题公园的华侨城集
团、华强方特集团、长隆集团等，也成为中国优秀旅游
集团的代表。2016年，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开园迎客，持
续火爆，短短一年时间，客流突破1000万人次。2020年
正式投入运营的北京环球影视城，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环
球影视城。国际主题公园咨询服务公司分析指出，由于
中国游客个人收入的增加，亚洲市场“绝对正在爆炸式
增长”。

世界关注中国旅游指数
本报记者 尹 婕

11月8日，国家旅游局发布的《2016年
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旅游业
总收入4.69万亿元，全国旅游业对GDP的综
合 贡 献 达 8.19 万 亿 元 ， 占 GDP 总 量 的
11.01%，国内旅游人数已增长到 44.4亿人
次。

旅游业的发展实绩表明，中国旅游业既

有政策支持，又有旺盛的市场需求，发展势
头强劲，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

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崛起，引起世界各国
关注。研究与中国旅游市场相关的各类统计
数据、趋势分析、行业动态等，已经成为各
国旅游局、研究机构、旅游企业等的“必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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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滇池水质改善以及环境的改善，一
到入冬，春城昆明就会迎来白鹭、红嘴鸥等来过冬的
珍禽。

近日，滇池湖畔又迎来西伯利亚的“客人”红嘴
鸥。游滇池、观海鸥，是冬天到昆明游玩的必修课。
位于昆明市西山区的大观公园是观赏的好地方之一，
为了让红嘴鸥找到家的感觉，大观公园贴出明显标
示，请游人不要给红嘴鸥乱投食以及伤害捕捉等行
为。图为始建于 1828 年，我国“十大文化名楼之一”
的大观楼自由翱翔的红嘴鸥引得游人驻足。

滇池水清鸟欢翔
田洪谋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