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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扬的五星红旗、喜庆

的五彩年画、大红的年画灯
笼、声势浩大的巡游活动、
精彩的文艺演出……四川绵
竹城被浓浓的年味包裹。日
前，以“到绵竹过中国年”
为主题的 2018 年第十七届绵
竹年画节暨群众性文化活动
在各地游客的期盼中隆重开
幕。

开幕当天，由600余人参
演的新春巡游队伍在当地群
众和各地游客的翘首期盼中
缓缓而来。首先进入大家视
线的是新春巡游方阵，10 余
个 身 材 魁 梧 的 男 子 举 着

“2018 绵竹年画节巡游表演”
的牌子，紧随其后的红衣女
子一人提着一个年画花灯，
身姿蔓妙婉约前行。随后，
是由传统绵竹年画 《老鼠嫁
女》 为 题 材 的 年 画 巡 游 队
伍、年画骑车侍女、春官赐
福等经典年画角色组成的喜
庆 方 阵 ， 表 演 者 夸 张 的 造
型、惟妙惟肖的表演以及具
有地方特色的主题灯队、龙
狮灯队、彩莲船、锣鼓方阵
等表演队伍穿插其中，让到
绵竹过年的游客看得眼花缭
乱，纷纷感叹“到绵竹过年巴适、安逸”！

绵竹历史文化悠久，有酒乡画城之美誉，还有众多
传说故事，其中，“忠臣孝子纲常地、大将真儒父母邦”
说的就是出生在绵竹的南宋抗金名将张浚及他的儿子张
栻。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绵竹及优秀传统文化，今年绵竹
文艺爱好者创作了蜀汉忠魂、大唐国酒、贡茶飘香等巡
游节目，以流动舞台的形式再现诸葛瞻父子魂壮绵竹
关、杨贵妃醉酒等经典故事，成为整个巡游的一个亮
点。78 岁的老党员李太华一边观看一边给孙子讲故事，
他说：“没想到今年在绵竹年画节的巡游上看到了‘三国
文化’，我们一定要拍张照留个纪念。”

绵竹是年画之乡，年画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七
届，是绵竹传承优秀民间文化的一项传统节庆活动，是
促进绵竹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成功实践，更是打造城市
文化品牌、建设“文旅名城”的重要平台。目前，绵竹
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依托年画村建设年
画主题公园，打造年俗、年画、年趣文化旅游圈。

据悉，第十七届年画节从2月8号 （腊月二十三） 开
幕，到3月2号 （正月十五） 结束。在年画节期间，还将
举办“酒乡画城 美丽绵竹”群众性文化惠民演出晚会、
为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送春联、优秀绵竹木版年画精品
展销会、新春唱大戏、百人和式太极拳展演、年画村灯
光节、油纸伞节等系列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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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年货，过年新潮流

岁末将至，年味渐浓，很多人开始
为准备今年的年货而忙碌起来。近年
来，购置年货也有了新体验，趁着周
末，一边旅游，一边也能把年货备齐
了，还是独具特色、带有泥土气息的乡
村年货，何乐而不为？

在湖北十堰，南化镇上张灯结彩、
锣鼓齐鸣，欢迎远道而来的游客。旅游
年货节的现场，游客们可以购买高山苞
谷糁、小窖酒、郧阳黑猪肉、红薯粉
条、草莓，还有优质虹鳟鱼、鲟鱼等当
地独有的年货，还能到南化塘周边的特
色景点游玩。既有特色生态美食，又有
清新瑰丽美景；既有淳朴好客的乡民，
又有正宗传统的年货，游客们玩得格外
开心。

如果线下购买的年货仍然不够，线
上同样可以购买。最近，河南镇平年货
节开启，烧鸡、红薯粉条、蜂蜜等土
特产琳琅满目，不少人拿着手机下单购
买，4个小时的时间交易量突破千万。

中国旅游研究院区域旅游发展与规
划研究所郭娜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过年期间本来并不是乡村旅游
的旺季，旅游年货节能够营造一个“淡
季不淡”的旅游氛围，提高乡村旅游的
人气，宣传特色旅游商品，塑造良好的
景区形象，为乡村特色旅游商品搭建一
个良好的平台。

其实，除了到乡村旅游购买年货后
返回城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直接选择
到乡村过年。“像春节这样重要的节
日，家里人一起到一个有新鲜感的地方
度过，也能成为一家人的美好回忆。”
郭娜说。2017年的春节期间，作为央视
农民春晚西北部地区的主会场，宁夏回
族自治区西吉县龙王坝村仅春节期间，
就接待游客 4 万人次。城里的一家人到
乡村过年，也在慢慢成为趋势。

走出城市，走进农村

以往，每到过年，农村里的居民有
一个习惯，那就是结伴到城里置办年
货，准备新年的到来。而如今，越来越
多的城里人走出城市，来到乡村选购年
货。

家住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以
前，物质生活并没有那么丰富，农村的

商品供应匮乏，在农村的人向往城市里
多种多样的商品，因此，我们过年前都
要专程到城里购置年货。而现在，农村
的土特产成了‘香饽饽’，越来越多的
城里人都爱挑选购买，那些带着泥土气
息的产品，特别受欢迎。”

“往年都是陪着爸妈到超市去购买
年货，然后回家里过年。这个春节打算
带着父母出去转转，感受一个不一样的

‘年味’。一边来乡村旅游放松，一边又
可购置传统年货，感受着浓浓的‘年
味’，对我们一家人来说，一举多得，
再合适不过了。”陪同父母一起参加旅
游年货节的张女士表示。

对于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到乡村选购
年货，郭娜认为：“这种现象，其实也
正是契合了旅游的本质。人们在选择出
行游玩的时候，通常都是离开惯常居住
的地方，到没有去过的地方体验不同的
生活，到早先居住有情感共鸣的地方寻
找自己的精神慰藉。到乡村边旅游，边
选购年货，主要是因为乡村的物品和环
境在城市里具有稀缺性。同时，这种人
员流动变化的背后，也是反映了社会的
不断进步，人们有能力可以作出更多的
选择。”

如果只是单纯想要购买乡村特产作
为年货，那么现在很多在线平台都可以
做到。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注重消费的
体验，比如购买年货的过程。一家人，
趁着闲暇时候，驱车到周边的农村，一
起选购刚出土的土特产，长辈给城里长
大的孩子讲讲自己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的
经历，说说那些土特产背后的故事，再
一起欣赏欣赏农村的田园风光。原本波
澜不惊的生活，似乎一下子有了不一样
的体验。而这，恰恰也是乡村旅游的魅
力所在，乡村旅游正渐渐成为一种平
台，连接更多的人，也让很多原来实现
不了的事情成为了可能。

乡村旅游，守护那份“年味”

据统计，中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

民委员会，每天有 20 个行政村在消失，
村落活化与保护迫在眉睫。乡村旅游的
身上，不仅承担着保护村落实体的责
任，也需要在开发中实现对乡村文化的
保护。

“年味”的传承需要载体，而乡村
可以说是承载“年味”的主要阵地。

“年味”是一种集体记忆，是一种不应
消失的印迹；“年味”也是一种文化，
寄托着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
鸣。

郭娜认为，城市本身的东西被塑造
或改变了很多，很难留下深厚的文化底
蕴。而乡村则较少受到城市化的影响，
保留了许多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内涵，
承载着许多古老的记忆。

随着农家乐、渔家乐等乡村旅游接
待水平的提升，以“到乡村过大年”为
主题的春节旅游热不断升温，体验民俗
年味，享受节日休闲，寻找儿时的过年
记忆，成为游客春节旅游的鲜明诉求。
通过到乡村旅游，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城
市，走进乡村，重新认识乡村，这对于
乡村文化的保护本身就是一大利好。在
春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里，一家人走进乡
村，则更利于发扬农村的优秀传统文
化，找回城市中越来越淡的“年味”。

“乡村旅游能够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的保护，比如，乡村旅游能够带旺乡村
的人气，乡村的土特产和手工艺品也能
卖个好价钱，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
有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从而，乡
村的文化也能够继续传承下来。”郭娜
表示。

值得重视的是，随着游客的增多，
当乡村的产品需要规模化生产才能满足
游客需要的时候，如何保证产品的质
量，则需要当地政府的有效引导。唯有
保障优质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才能
让乡村旅游细水长流，才能留住人们心
中那一份纯真的“年味”。

左图：贵州江口县寨沙侗寨景区
上图：旅游年货节文艺表演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往日进城购物 如今下乡采买

年 货 节 带 热 乡 村 游
本报记者 刘发为

南门湾，因地处福建东山岛
铜山古城南门外，一条长堤把城
下的南门海围成一弯天池而得
名。遥想当年千帆竞发，桨声灯
影，人流熙攘，渔汛之际，咸水
潮头，渔丰人欢。天晴之时，码
头上渔民们忙着染帆、补帆、染
网、晒网、补网……一派繁忙劳
动景象，仍历历在目。

《东山县志》 载：“南门海堤
至澳岬尾海一带，清道光年间尚
有康庄大道，商店辐辏，民居栉
比，有‘柳家巷’‘杨家村’‘颜
家台’等路。”渔铺、竹桁寮、造
船寮沿南门湾一字排开，盏盏渔
灯挂在铺寮房檐之下，成为渔家
最为显眼的标志。

码头上、城墙下，打索工人
以近乎原始的作业方式，沿街排
起长龙，适时应季赶制捕鱼用的
绳索，数十米长的竹、麻混合的
竹桁索全靠手工绞制，产品在闽
南、粤东一带，很有名声。喜获
丰收的海产品依靠人力推车，运
输工人连推带跑，吆喝着从渔村
源源输往各地。

“渔港码头是最讲信用的地
方，不管借多少钱都不用开借
条。渔货交易有赊欠账时，我们
也是用红瓦片把金额或数量划在
墙上或某个角落，从没发生经济
纠纷。”老渔民朴实的话语道出了

“诚信值万金”的经商之道。
古老的码头，传唱着一个个

美丽的神话故事，涛声吟奏出一
曲曲古老的渔歌。现代渔业的快
速发展，钢质渔船替代了木质渔
船，昔日服务于渔业生产的澳岬
尾码头已退出了作业领域。闲置
的码头被改造成旅游休闲、婚纱
摄影、观光渔业之地，融入古希
腊建筑风格元素，展现了古城海
岛独特的人文景观。如今这里的
地名就叫做“渔人码头”。这里通
往风动石景区滨海木栈道，让渔
人码头多了几分曲线美，连接在
码头护栏的铁链上被情侣们挂满

了情人锁，南门湾从此多了个昵
称——“爱情海”。如今，每天都
有情侣们在这“海枯石烂”“海誓
山盟”的壮美景色前见证他们的
爱情。

因为苏有朋的 《左耳》 电影
火热上映，《左耳》成为南门湾最
好的代言人。多少追梦少年，为
感受“李珥与许弋式”的爱情，
不远千里而来，山盟海誓之后留
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情人锁和青春
靓影……

深藏于南门湾的渔人码头正
为都市人所认识。蓝天白云下，
渔帆依依，海鸥飞翔，驾着竹排
的渔人正挥抛小鱼网，在波光粼
粼中收获着希望……

“海上东山，扬帆起航”。随
着一艘艘帆船扬帆起航，白帆片
片，装点着蔚蓝色海面，散发着
豪迈气息，南门湾一派勃勃生机。

涛声依旧南门湾
黄辉全 文/图

涛声依旧南门湾
黄辉全 文/图

云龙河地缝位于湖北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大峡谷山脚，形
成于五千万年以前，上古时期，地
缝是条暗河，在地下溶洞潜流，地
表的溪流源源泻入暗河，形成了地
下瀑布，千万年来，随着流水不断
溶化地表石灰岩，暗河顶盖坍塌，
形成了今天的一道地质奇观。地缝
全长 3.6 千米，最深处达 100 米，
最浅处才 10 米，断面呈 U 形，被
称为“地球美丽的伤痕”。

据说，地缝中共藏有7条半瀑
布，地缝尽头是一条落差近百米的
飞瀑，如白龙坠地直泻而下，最贴
切的形容莫过于李白的诗云：飞流
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由
于落差巨大，水沫在空气中形成一
层薄如蝉翼的雾障，瞧着就像一件
素色绸衣，细细的水雾珠飞溅到面
颊上，凉彻心肺。

申功晶摄影报道

入入 地地
云 龙云 龙 缝缝

春节渐近，许多地方推出了旅游
年货节。这里说的“旅游年货”，卖的
不仅是旅游产品和服务，而是通过乡
村旅游搭台，让农村的年货集体亮
相，让大家在到乡村旅游的同时，能
够体验到浓浓的“年味”。

渔船静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