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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自驾游

云贵线从云南丙中洛至贵州赤水段，
途经贵州境内兴义、安顺、贵阳、遵义、
仁怀、赤水等市，万峰林、晴隆 24 道
拐、黄果树瀑布、青岩古镇、遵义会议会
址、茅台古镇、习水古城、赤水丹霞等景
区 （点），全长约 2000公里。沿途壮丽的
自然风光、厚重的历史文化，让自驾车友
为之惊叹。今年初，国家旅游局网站发布

《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公布中
国“西部行”自驾游精品旅游线路的通
知》，包括云贵线在内的十条线路，被确
定为中国“西部行”自驾游精品旅游线
路。

一直以来，在贵州自驾游被很多车友
作为“愿望清单”里的保留项目。爱好自
驾游的林倩告诉记者，在过去的 10 年
间，自己已经自驾去了全国大部分省市，
并曾走过川藏线、甘南川西线、青海环
线、新疆南疆线，“早已深深爱上了自驾
游”。今年 6 月即将退休的林倩决定，这
个夏天自驾走走云贵线，“贵州风光秀
丽，民族风情浓郁，我一直都想在那里多
住一段时间，好好感受。夏天去那里避暑
正合适！”

网友“大眼看世界”这样在马蜂窝上
分享自己自驾贵州的经历和感受：“不到
云贵川不知道山有多高，不知道隧道有多
深，走在路上是连绵不断的隧道，出了一
个很快就钻进了另外一个隧道，而且每个
隧道都很长，绵延几公里，出了隧道就是
一座座的桥梁，远远地看去，高速路就建

在快到山顶的部位。贵州的高速路，路上
车辆很少，到了晚上更是跑很久都看不到
一部车。国家为了开发西部省份，真是实
实在在投入了很多。”

今年 2月，贵州旅游工作会召开，明
确提出将完善自驾服务体系，将为更多的
自驾游爱好者们减少后顾之忧。

山里建赛场

国内著名的摩托艇运动员吴昺辰，参
加完牂牁江上的中国摩托艇联赛之后，这
样评价牂牁江：“在比赛中能够发挥得
好，比赛场地尤为重要。牂牁江水域非常
宽阔，水流平缓，规格不输国际比赛水
域，这让运动员的发挥得到了有力保障。”

牂牁江风景区位于贵州省六盘水市六
枝特区西部，四面祟山峻岭、悬崖峭壁，
水面宽阔，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六枝特区
宣传部李恒告诉记者，除了中国摩托艇联
赛，这里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滑翔伞邀请
赛。来自国内外的滑翔伞爱好者在这里翱
翔蓝天，体验惊险刺激，切磋技艺。牂牁
江畔的老王山多梯度训练基地是贵州省国
家生态型训练示范基地，按区域划分为上
中下3个运动区域，满足运动员“低往高
训、高往低训、高往高训”的训练、食宿
和保障要求。在世界极限运动公园，游客
可以乘坐缆车、升降梯、滑翔伞，或是攀

岩、翼装飞行。
六枝特区是贵州山地旅游发展的一个

缩影。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汪洋将首届国际山地旅游大会作为
“大礼”送给贵州。这也让贵州逐步找准
了自己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核心竞争
力。山地丘陵占贵州省国土面积的 95%，
喀斯特地貌占贵州省国土面积的 61.9%，
瀑布、溶洞、峡谷、湖泊、森林、花海、
温泉等广泛分布，这些先天优势让贵州成
为理想的山地旅游宝地。

2017年 8月，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在贵
州正式成立，该联盟以保护山地资源、传
承山地文明、发展山地经济、造福山地民
众为宗旨，致力于山地旅游资源的保护与
利用，促进旅游业的国际交往和业务合
作。念好“山”字经的贵州，成为国际山
地旅游业的一匹“黑马”，令世界瞩目。

山货受青睐

魏继红是一个刺绣“发烧友”，每到
一地，总爱收集当地的手工绣品。“2014
年，我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旅游
时，被当地苗族妇女的苗族刺绣深深吸
引，当我想出价购买时，她只要了 20
元。”魏继红说，那样的一个绣片需要花
费好几天的时间，远远不止这个价钱。

“当地民风淳朴，也比较闭塞。接待外来
的游客成为他们与外界沟通的重要途
径。”

多数去过贵州旅游的人都会有这样相
同的感受，许多游客会通过多多购买土特
产、手工艺品的方式，力所能及地帮助当
地人。事实上，这样点滴微小的行为，也
在悄悄地改变着当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
经战略所研究员马聪玲认为，让游客 （通
过自驾游的方式） 不断了解和进入深度贫
困地区，让深度贫困地区群众通过旅游产
业发展和外部社会沟通联系，可以使封闭
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提高接受现代文明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信心
和动力。

“旅游不仅是休闲，也是实施精准扶
贫的新动力。旅游业发展有助于增强贫困
地区的‘造血’功能，有助于提升贫困群
众的文明素质，有助于保护自然生态和民
族文化。”贵州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李
三旗说，贵州是扶贫攻坚主战场，要充分
运用旅游带动性强、辐射面广的优势，开
展精准扶贫，让山乡人民通过旅游富起
来。贵州省深入实施了“百区千村万户”
乡村旅游扶贫工程，构建省、市、县三级
联动的旅游精准扶贫机制，建立和提升旅
游扶贫云系统，打造了一批全国乡村旅游
创客示范基地，通过旅游扶贫带动乡村振
兴。

绍兴有着 2500 多年悠久历史，素以“文化之
邦、鱼米之乡”著称于世，集水乡、桥乡、酒乡、
书法之乡、名士之乡的美誉于一身，众多的名人故
居、古迹、文保单位星罗棋布，如同一座没有围墙
的历史博物馆。

绍兴始称於越，亦称百越。春秋时期，於越民
族以今绍兴一带为中心建国，称越国。秦王政二十
五年，称会稽郡。晋称会稽国，南朝时为东扬州治
所。隋开皇九年，改置吴州总管府，治会稽县。大
业元年起称越州，此后越州与会稽郡名称交替使
用。南宋高宗赵构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
绪”之意，于建炎五年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
府，是为绍兴名称之由来，并沿用至今。

绍兴气候湿润宜人，有着典型的江南山水，意
境深远。最初，我从中学课本中的鲁迅先生作品了
解绍兴，从 《孔乙己》 到 《故乡》《社戏》，鲁迅先
生笔下反复演绎的故乡情结，铭刻了绍兴古运河的
血脉，乌篷船、乌毡帽、乌干菜等绍兴风情标识，
相对于其他南方水乡，绍兴更多了份书卷气和黄酒
香。

初到绍兴，感觉特别亲切。清爽的古街，幽深
寂静的庭院，绿树成荫，小鸟欢快歌唱，旅途的疲
惫一扫而空。也许是对绍兴仰慕已久，我抑制不住
内心的激动。古城绍兴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
四面环水，境内水道纵横，湖泊密布，被誉为“漂浮在
水上的城市”。乌篷船是水上特色交通工具，就如威
尼斯的贡多拉。绍兴千姿百态的众多古桥，绽放出
饱满丰腴的桥文化。史料记载，清光绪年间绍兴城
内有桥梁 229 座，绍兴石桥之多，堪称全国之最，著
名的有八字桥、广宁桥、宝珠桥、谢公桥等。

绍兴家家临水，石桥连街接巷，形成了无桥不成
市，无桥不成镇，无桥不成村，无桥不成路的景象。
若说水道是绍兴的血脉，桥就是这座城市的骨架。
当我们乘船穿梭于桥洞之间，仿佛进入了时光隧
道。桥头高耸，石阶层递，我们拾级而登，耳边依稀
回荡起深沉的历史音韵。每一座古桥，都在述说着
一段历史，都有着一段精美的传说。

“台门”是绍兴的古建筑标志，绍兴的老街上
每走个三五步就有一个台门，每一个台门内都是一
段绍兴的故事。台门里的住户很多，天井是小孩玩
耍、左邻右舍聊天、做家务的集中地。绍兴古城规
模最大的台门当属鲁迅故里的周家台门群，如果你
愿意，还可以住一住由台门改建的客栈。

绍兴黄酒是出了名的，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站着
喝酒，“是现钱，酒要好”。绍兴自古以来无处不酿
酒，无处没酒家，无论城镇与乡村，无论官宦之家、
缙绅达士，还是市井小民、贫困百姓，与酒结缘、与
酒为友成为习俗。酒成了绍兴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从鲁迅故里出来，被鲁迅文化浸泡了一个多世纪的咸
亨酒店，在很远处似乎就能闻到阵阵酒香，自然会想
到那个“茴”字有四种写法的孔乙己。在店门外的空地
上，有一座真人大小的孔乙己塑像，笑呵呵地站在门
口迎客。如今的孔乙己可不像以前那样落魄了，他代
言了一个品牌的茴香豆，头像印在每一个包装袋上，
咸亨酒店和孔乙己早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春季的绍兴，那是花的海洋，清香四溢，沁人
心脾，王坛东村十里梅廊，每逢初春，白梅、红
梅、粉梅漫山争艳，暗香扑鼻；吼山寿宁禅寺下，
桃花正艳，沿着青石板踏青赏桃花，别有风情。

绍兴，一个多梦的城市，她深居水乡，巧夺天
工，蕴含着中华民族最丰厚的精神沉淀；绍兴，是
一部历史教科书，传承着中华民族先进思想精华，
历史上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等 400 多位著
名诗人在此留下了赞美稽山鉴水的绚丽诗篇。

题图为乌篷船。来自百度

有缘与官渡河萍水相逢，得益于河南
省杂文学会组织的光山采风。除会务专门
安排外，闲暇时我也曾去河滨转悠。每当
走上河岸，总感觉眼前不是一条长长的堤
坝，而是一道深奥的伏笔，里面蕴藏着无
尽的故事。

官渡河流经河南光山县境内 48 公
里，又名小潢河，是淮河一条重要支流。
流域面积很广，古有“官渡清波”之说，
亦称“官渡春波”，为该县“三台八景”
之一。如今县城扩大了，官渡河已是穿城
而过。史书记载，往昔“秋冬深晴，滩沙
浅泛，撩衣便能涉水。每逢夏雨积涨，汇
侵群流。登大观楼而望，一片弥漫荡漾，
远岸像在漂浮，而河心清波独泄”。沧海
桑田斗转星移，这些景色已随历史风尘湮
没了。但今日新景胜旧貌。近年来，光山
县为保护和治理好官渡河自然生态资源，
对官渡河进行了综合治理。东与潢川县接

壤，西至龙山水库大坝，沿河南北两岸各
约 500米的区域，是如今光山潢川“双城
会”点睛之笔。核心区域则在弦山桥至天
赐桥之间 10 公里的区域，功能定位为高
品质居住、现代商务服务旅游基地，“宜
居、生态、休闲、活力”为其特色，“豫
南情调、滨水新城”是其亮点。

我 沿 河 徘 徊 ， 发 现 官 渡 河 两 岸 美
化、绿化业已完工。官渡河上的桥设计
新颖各具风采。走在紫水桥上，红色的
景观灯和动感光带交相辉映，仿佛在诉

说光山辉煌的红色记忆；官渡桥以官渡
历史为切入点，通过古典文化元素的雕
花栏杆和官渡历史景观灯，展现百年前
官渡桥渡口的人文景观；弦山桥的汉白
玉栏杆在霓虹灯照射下，宛如两条洁白
游龙，意韵优美、恬静、清新……这些桥，
犹如官渡河上异彩纷呈的玉佩，更像连
接两岸的纽带。

来到文体广场，映入眼帘的是百莲
园，莲花雕塑和碑刻书法中都融入了廉政
文化，行人在轻松散步中就能接受廉政教

育的熏陶，实为一种时代亮色。繁忙工作
之余，来官渡河边散步游览，或坐在河
边，看蜂飞蝶舞、风吹草动，听虫鸣鸟
叫、风声雨声，不失为一种雅趣。我在心
中暗暗羡慕当地居民：光山人好福气！

广场一角有一石碑，上镌光山古贤李
逢阳 《官渡春波》 诗：“白马源头欲滥
觞，汤汤百折走浮光。中流誓楫知谁健？
隔岸呼舟过客忙。”轻轻吟之，浮想联
翩，不禁为官渡河的昨天感叹，更为它的
今天欣慰。

本报电 （冯麟茜） 第十届中国高淳国际慢城金
花旅游节 3 月 24 日开幕。每年这个时候，来江苏高
淳赏金花、品慢餐、住美宿已成为南京及长三角市
民游客踏青游的必选之一。本届金花节将延续至5月
4日，期间会有美食大赛、迷你体育赛事、慢城房车
露营大会、花田游乐园等一系列精彩活动，旨在给
游客呈现一个有着最淳乡愁、最真传统和最美回忆
的高淳。

高淳国际慢城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韦
世斌表示：“高淳全域旅游的发展目标是，推动旅游
业与其它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把高淳建设成为品质
高、特色强、环境美、设施全的长三角轻度假、慢
养生休闲旅游目的地和独具中国特色的慢生活旅游
城市。到2020年，实现旅游总收入突破154亿元。”

““东风着意东风着意，，先上小桃枝先上小桃枝。”。”阳春阳春
三月三月，，四川省广安区崇望乡生态园的四川省广安区崇望乡生态园的
桃花盛放桃花盛放，，吸引不少市民前往赏花拍吸引不少市民前往赏花拍
照照，，感受春天的美丽感受春天的美丽。。

图为游客观赏桃花图为游客观赏桃花。。邱海鹰邱海鹰摄摄

品读绍兴
吴美糖

国际慢城金花节来了

贵州旅游念“山”字经
本报记者 尹 婕

贵州山水的好气质高颜值早已声名在外。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时指出，贵州是“公园
省”，要“丰富旅游生态和文化内涵，把旅游业做大做强”。怎么做？如今，借着发展全域旅游
的东风，贵州省在山地旅游、自驾游、体育旅游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有效地带动了贫困
地区的脱贫。

晴隆“24道拐”山地户外汽车营地 来自网络

桃花灼灼醉春风桃花灼灼醉春风

醉入心田官渡河
潘志平

醉入心醉入心田官渡河田官渡河
潘志平潘志平

牂牁江上的滑翔伞。罗潜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