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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兴安岭叫人感念和思索的
东西越来越多了，比如下雪。

这里，一个冬天常常有好几
场惊心动魄的大雪。有时连续
着，不舍昼夜地下。天寒地冻，
纷纷扬扬。夜晚白得耀眼，像火
把节，像过年，很令人鼓舞和感
动。白天时，仰望那比鹅毛大得
多的雪花，从空中落下来，不！
应该叫冲下来。很像壶口瀑布从
空中扑过来的浪花，旋转着，翻
滚着，汹涌着，确有那“黄河之
水天上来”的气势，只不过，是
水变成了雪。

真的，小兴安岭的雪，不仅多，
不仅美，而且极富简约纯净的个
性。当整个小兴安岭都被雪——这
世上最辽阔、庄严、饱含诗意的覆盖
物包裹，你的眼前，只有那神秘无极
的洁白，晶莹剔透的澄明，梦色绝尘
的光芒，浑然天地的巍峨……那光
彩，足够使我感到宇宙的清寒、壮
阔和纯洁了。它所给予我的心灵深处的欢悦，是无穷
的深远的！

我喜欢小兴安岭下雪，主要是喜欢它的包容一
切的宁静。雪花像洁白的绒毯铺盖大地，以这个节
令独有的方式，去温暖人心，安定人心。漫天飞
雪，这是一个多么适合思考和回忆的世界啊。流逝
的时光，一串连一串的记忆，一起涌到眼前耳畔。

然而，这下雪的宁静，也不是与世隔离。你见
过人们借助一副滑雪板，在林海雪原飞速穿越的情
景吧，那是多么刺激！还有，迷人的雪雕，稚拙的
雪人，呼啸着的雪摩托，藏在密林深处的雪屋餐
厅，露天的热气腾腾的雪地温泉……这一切景观，
都被白色的调子统领了。

下雪时，我总能听出一种声音，这声音，隐约而清
晰，细微而执著，愈来愈厚，愈来愈深，就像一个人在
奋力行走：一会儿翻山，一会儿趟河；一会儿跳跃，一
会儿攀爬……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只是雪花飘落，再
细细听来，那声音来自大雪覆盖之下的土地。那里有
千千万万的种子接受庇护，在深深的地方孕育萌发。
我倾听到的是生命行走的声音。我知道，在这冰天雪
地的后面，终有一个春天的来临。

我常常在这些落雪的情境里，由衷地感叹冬天的
小兴安岭。不要仅仅看它一身素雅，平淡朴实，你可
知道，它的胸中蕴藏的，正是那充满希望的色彩；不要
仅仅看它低调冷艳，默默无闻，你可知道，它的内在积
蓄的，正是那一切真实的向上的蓬勃力量。当冰雪将
融，它只用微露的冰凌花向你招手，便悄然离去，把一
切色彩和力量全部留给大地和人间。

湖南紫鹊界梯田起源于先秦，盛
于宋明，已有 2000 余年历史，是南方
稻作文化和苗瑶山地渔猎文化交融糅
合的历史遗存。它集自然美、古朴美、
形态美、文化美于一体，享有“梯田王
国”之美誉。

从秦朝起，祖先们就开始把高山
开凿成一丘丘梯田，依山而居，世代耕
种。冬季的紫鹊界梯田，小如碟、大如
盆、长如带、弯如月，形态各异、变化万
千，甚是好看。

梯田冬天要冬浸，自古就有这样
的传统耕种方式。据当地的老人介
绍，冬浸是紫鹊界先民的一种劳作习
惯，有利于土壤的“呼吸”。历经一个冬
天的冬浸，可以把田间的虫害全部冻
死，更有利于来年的收成；冬浸后的梯
田，只要用耙简单地耙一下，就可以插
秧了，大大减轻了来年耕种的工作量。

冬季“水满田畴”对于种田的农人
是非常必要的，过了金秋时节，稻谷收
回粮仓，农人们就开始在田间忙碌起
来，层层叠叠的梯田，每一条田埂上杂
草丛生，农人们的第一步就是清除田
埂上的杂草。

农人们用最原始的人工方式割除
田埂表面的杂草，草的根是必须留下
来的，用来保护和巩固田埂，防止冰

冻时期田埂坍塌。接着，农人们开始
对每一丘梯田展开犁耕、蓄水等工
作。蓄水是紫鹊界梯田冬浸中最关键
的一环，水是梯田的生命之源。现如
今，紫鹊界还是延续最原始的方式引
水，用掏空的山竹把泉水直接引到梯
田里。

种田是件苦差事，尤其像紫鹊界
这样的山区梯田，几乎只能靠纯手工
劳作。种了一辈子田的老农人奉老告
诉笔者，紫鹊界的梯田是沙壤土质，需
要每年持续耕作方可保持水土，否则
田坎垮掉要花成倍的成本修复。梯田
的自流灌溉环环相扣、节节相通，一丘
田不保水会影响下游田的保水。

由于气候因素，紫鹊界梯田每年只
能种一季水稻。即便只种一季，也要花
上整整一年的功夫去备耕。梯田亩产
大约只有平原地区的六成，除去种子、
农药、化肥的成本，所剩无几，村里年轻
人都外出打工，不愿在家守着种田。

“能种多少，就拼了命也要种。”
“留住梯田，还能让大家记住自己的
根。”“我不能当历史罪人，荒了老祖宗
留下来的田。”看着紫鹊界 8 万亩梯
田，奉老满怀深情地说。在紫鹊界，像
奉老这样朴实的梯田守望者，还有很
多很多。

年复一年，他们用最原始的劳作，
守望着土地、也守望着梯田。他们内
心有个愿望，希望旅游能给种田带来
更多的收入，希能年轻人能回到村里
种田，希望留守的孩子以及垂暮的老
人有人照看，希望田垄里的水一丘丘、
一年年流下去……

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公
益组织开始关注紫鹊界的生态农业，

“e 农计划”、“梯田认租”等公益活动
走入紫鹊界，让山里的农产品飞入城
里百姓家。2017 年第四个全国扶贫
日，湖南卫视快乐购帮紫鹊界的乡亲
卖紫米，一天就卖掉了10多万斤。

改变正在慢慢发生，给这千年梯
田注入新的活力。很多城里人结伴到
梯田旅游，很多外地人甚至外国人来
这里体验农耕文明。

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2017 年
11月，紫鹊界梯田被列入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紫鹊界目前正
在打造农业旅游研学基地。

“水满田畴”景观在这个冬天重现
紫鹊界梯田，令游客们耳目一新。“水
满田畴”景观再现，农人们对来年的收
成充满期待。

题图：“水满田畴”冬季景观重现
湖南紫鹊界景区。 毅然摄

开封府又称南衙，至今已有
1100余年历史。史料中的开封府规
模宏大，气势雄伟，是北宋管理京
都及京畿地区的重要机构，为北宋
时期“天下首府”，宋太宗、宋真
宗、宋钦宗三位皇帝登基之前都曾
在这里当过府尹。出任过开封府尹
的著名贤臣有寇准、范仲淹、欧阳
修等，其中尤以刚正不阿、扶正祛
邪的一代名臣包拯名闻天
下。

据导游介绍，旧的开封
府已被泛滥的黄河泥沙掩埋
于地下，现在的开封府是以
北宋开封府衙为原型重新建
造的主题文化景区。建筑形
式是依照北宋李诫的建筑技
术专著 《营造法式》 修建，
以开封府门、仪门、正厅、
议事厅、梅花堂为中轴线，
两边辅以天庆观、明礼院、
潜龙宫、清心楼、英武楼、
三清殿、寅宾馆、开封府题
名记碑亭等 50 余座大小殿
堂、楼宇，布局规整，庄重
典雅，气势恢宏。

走进开封府，威严的石
狮分立府门两旁，一串红灯
笼挂在高高的旗杆上，巍峨
雄峻的城楼上，报时鼓、报
时钟、日晷、高表、漏壶等
传统计时设施应有尽有。

“开封府题名记碑”上，清
楚地镌刻着北宋自建隆元年
至崇宁四年的 147年间，担
任过开封府尹的 183人名单
和任职时间。宋仁宗嘉佑二
年 （1057 年） 三月至嘉佑
三年 （1058） 六月，包拯出
任开封府尹，以断狱英明刚
直而著称于世，后世将他视
为清官的化身。这块碑自北
宋时期就立在开封府衙门
前，历经宋元明清各个朝
代，经历过多次的黄河水患
和府衙变迁传承至今。183

位府尹名单中，包拯的名字只剩下
浅浅的笔痕。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呢？据宋人周密在 《癸辛杂记》中
记载：“开封府尹题名……独包孝
肃公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
包公死后被朝廷谥号“孝肃”，这
里不用其名而称其谥号，有尊敬、
仰慕之意。一个刻在石碑上的名字
都被百姓如此厚爱，这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人们对“包青天”公正廉
明、执法如山的敬仰之情。

府 中 主 要 景 观 均 为 仿 宋 建
筑，飞角翘檐，布局巧妙，曲径
通幽，殿宇重重，加上明镜湖等
辅助景观，体现了宋代园林式建
筑的和谐之美。仪门正堂上，一
枚 硕 大 的 “ 开 封 府 印 ” 当 门 而
立，威严赫赫；庭院之中，石碑

上的“公生明”三个大字
苍劲有力，诠释着贤明府
尹不平凡的人生追求。明
镜湖边，一条白练似的瀑
布从假山石上倾泻而下，
一池清波似明镜一样，寓
意着以包公为代表的贤明
府 尹 们 为 官 清 白 心 似 明
镜。

开封府中的最高建筑为
清心楼，高挑的屋脊，精细
的彩绘，飞檐重重，处处彰
显出宋代建筑独特的艺术风
格。清心楼里竖立着高 3.8
米 、 重 达 5.6 吨 的 包 公 铜
像，手拿状纸，神情凝重地
目视前方；两边墙上镌刻有
包拯的《言志诗》和宋真宗
诫谕文武百官的 《清心七
铭》。登上清心楼顶俯瞰，
开封府型制方正，让人从中
感悟到脚踏实地、刚正做人
的道理。

正漫步楼阁之间，忽闻
开道的锣声传来，循声而
望，原来是景区每天的表演
活动开始了：包公出巡。只
见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手按腰刀威风凛凛，包公端
坐轿中，不怒而威。这是一
个与游客互动的活动，引起
了我的极大兴趣，忍不住穿
上宋民服饰，客串一回拦轿
喊冤的草民角色，过一把在
开封府衙堂审案的瘾，也亲
身体会了一次包青天铁面无
私的凛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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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楼

认识中国的另一张面孔

一位网友在微博分享了自己夜游天津
海河的经历，游船从解放桥到三岔河口，
穿过天津之眼，回到出发站，乘客可以一
览海河夜景的精华。同船的一对意大利老
夫妇，孩提时代居住在天津的意大利租
界，重游故地，看着岸边的摩天大楼、流
光溢彩的灯光，老夫妇感慨道，过去的老
建筑被保护得很好，海河两岸建设得很
美。老夫妇的邻居在来过天津之后，向他
们夸赞中国的成就，原来他们还不相信，
现在亲眼见过之后已被深深折服！

珠江夜游、白云晚望、长隆看马戏、
白鹅潭泡吧、天河 CBD 生活圈狂欢、上
下九休闲购物，被看作广州夜生活的六大

“名牌”。更有人认为，广州“真正美妙的
一天从日落开始”。有媒体分析了 2014年
8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间全球媒体关
于广州的报道，发现“珠江夜游”是报道
最多的景点，共计 647次，远远超过长隆
欢乐世界和广州塔。

到江苏旅游的一对澳大利亚夫妻，将
旅程拍成视频，他们逛园林、唱昆曲、遍
尝美食，因为痴迷于运河风光，他们专程
前往无锡，夜游京杭大运河。夫妻俩表
示：“这视频将说服你来中国！”事实上，
他们的视频不仅吸引了外国游客，也吸引
了许多中国游客。网友“张丫丫”看了视
频之后表示：“外国网友的视频让我们看
到了他们眼中中国最美的样子。”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设计学
院副院长何镇飚表示，夜游是对当地的经
济与文化的考察，夜游的过程是城市文化
与文明的展示。中国旅游以前只能“白天
看庙，晚上睡觉”的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
改变，夜游成为外国游客认识现代中国的
又一途径。

各地看好“月光经济”

如今，交通便利化让人们的城际流动
变得更加便捷，去一座城市“朝至夕归”
的旅游成为可能。如何把游客留下过夜，
是越来越多城市面临的旅游难题。统计数
据显示，60%以上人群的消费发生在夜
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长沙等城
市的“夜游经济”收入，已经成为旅游及
相关产业收入的重要支撑。

如何补齐“白天看景，晚上走人”的
旅游业短板，许多地方将目光投向了开发
夜游产品，并将其称之为“月光经济”。

2017年 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
会晤在福建厦门举行，期间，厦门璀璨的
夜景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近日，有厦门政
协委员提交提案建议，在厦门亮化美化工
程特点鲜明、色彩艳丽、观赏景色集中的
地点，开辟新的夜景旅游路线，规划建设
观景平台，吸引外地游客观光欣赏。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的“两会”上，《点亮哈尔
滨的“夜游经济”》提案也受到媒体的广
泛关注。

更多地方已经拿出了实际举措。
2017年 4月，上海地铁宣布多条线路

周末多开 1 小时，以助力夜间经济的发
展。在2017上海购物节上，首批9个夜上
海特色消费示范区正式亮相，这些示范区
既有国际范，也有上海味，交通便捷，夜
间消费便利，吸引了中外游客聚集。在江
苏南京，从解放门进玄武湖，拾阶而上，
可见玄武湖变换着红、黄、蓝、绿各种色
彩，夜晚在玄武湖漫步，游客可穿越四
季，体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
时变化。夜色中的玄武湖，正成为南京最
璀璨的名片。四川省南充市推出“嘉陵江
夜游”项目实施方案，通过夜游项目，串
联起南充26个景点。

文化赋予夜游魅力

在外国游客最喜欢去的中国城市中，
成都稳占一席，夜游锦里几乎是外国游客
在成都的“必选项”。在锦里品美食、赏
民俗，喝茶感受成都人的闲适淡然，吸引
外国游客的恰恰是蜀文化的魅力。

“夜游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浪漫程度，
夜游需要文化底蕴和现代气质。”何镇飚
表示，正如广州和上海的开放，造就了珠
江游的繁华和浦江游的大气。旅游地所独
有的文化才能真正满足游客生活方式异地
化的需求。

上海的“老外街”夜市，之所以能够
受到一大批旅居上海的外国人喜爱，与其
既融合国际多元文化风俗，又充分展示上
海的现代化分不开。四川南充在开发夜游
线路时也视文化元素为重点，在夜游船内

专门设有南充地方特色文艺表演，包括川
剧《变脸》、舞蹈《蚕坊古渡》等。

2017年 7月，法国留学生保利娜前往
新疆吐鲁番，“为了夜游交河而去”。2014
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审议
通过了“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
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吐鲁番的交
河和高昌故城两处遗址榜上有名。此后，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夜游交河
的游客在交河故城里可以欣赏到由乐器演
奏、诗歌朗诵、木卡姆表演等组成的晚
会，演员全部是吐鲁番本地的民间艺人，
40分钟的演出结束后，游客们在导游的带
领下沿着夜灯走出交河故城。“夜晚的交
河故城似乎‘活’了起来，让我感受到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保利娜说。

老外来中国 晚上看什么
本报记者 尹 婕

每天晚上，尤其是周末，德国人王

丽丝开的德国餐厅总会迎来许多老外。

王丽丝餐厅所在的上海虹梅路上的老外

街101，如今聚集着30多家中外餐厅酒

吧，店主们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这里

吸引着众多在上海工作学习旅游的老外

们。王丽丝回忆，15年前，上海可供老

外们“晚上出去‘嗨皮’一下的地方并

不多”。2017年，上海启动了“打造具

有国际消费城市特征的夜市模式”建设

计划。

如同“夜上海”一样，中国的许多城

市越来越重视夜晚的“容貌”，积极发展

夜间旅游，打造独具魅力的夜间旅游产

品，为来到中国的外国游客提供更加丰

富的体验和认识中国的另一个窗口。

外国游客在中国逛夜市外国游客在中国逛夜市 来自网络来自网络

雪后雪后 来自网络来自网络

旅游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