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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那一片花开

向往龙肘山，就是向往五月那一片
杜鹃的花开。

我生命中的 40 多个杜鹃盛放的岁
月，就这样漫不经心地过去，偶尔停下
奔忙的脚步，在小城里抬眼北望——群
山苍翠连绵，远处的龙肘山巍峨峻朗，
或云遮雾绕，或白雪粲然。多年来魂萦
梦牵，可是缺少一种机缘。直到今天，
我才放下一切俗务，给心灵一点闲暇，
登上这向往多年的龙肘山，陶醉在五月
那一片杜鹃盛开的花海。

城市的春天像一个过客，在我们尘
世凡心的困顿里，或是在阴晴不定、春
寒料峭的天气里，模模糊糊地过去，还
没有来得及好好闲下来走出去看看，滨
河绿地已是繁花落尽，长柳飞絮，空留
几许惆怅而已。“长恨春归无觅处，不
觉转入此中来。”顺着简易的山路，盘
曲而上，转过一道道山梁，视野逐渐开

阔，这是一种惊诧！仿佛走进一幅最浓
艳的油画里，在这天空才有的高度上，
在这天空般辽阔的山野里，春天的脚
步，原来奔走在这里，轰轰烈烈，悲壮
而绮丽。

欣赏生命的舞蹈

多么宽广啊！幽深的参天古木和茂
密的杜鹃纵横交错，绿树苍苍茫茫，杜
鹃花漫山遍野。一坡坡，一片片，远近
高低，千姿百态，姹紫嫣红！一枝枝，
一簇簇，五光十色，灿若云霞，吸纳着
山川灵气、日月精华！在这都邑的视线
之外，整个世界都是她的舞台，大地万
物都是她的观众。我，所有的看花人，
就是山风、树木、石头和小草，都在静
静地欣赏生命绝美的舞蹈。不，是聆
听，一片花海里波澜翻卷，是大地的声
音，是生命的绝唱。

在亘古不变的时间洪流里，无数个
这样的日子，杜鹃就这样盛放；我经历

的不算短的岁月，每一个春天杜鹃花也
就这样盛放；将来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无
数个岁月杜鹃也还将这样盛放。“年年岁
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原来，一
年一年的花开花谢，就是时间的一种具
体的呈现形式；一年一年的花开花谢，
人世沧桑变幻而天地永存！

山静思默想，厚重而安详，清寒而
冷峻，在这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上，杜
鹃漫山的灿烂就是生命的奇迹。灿烂的
生命都是简单而纯粹的，每一朵花，每
一片叶子都有了灵性。我寻胜的脚步就
是一场灵魂的朝圣，第一次觉得自己离
大地这样近，这纯净的美一点一点融入
血液，流入心脏，再流遍全身。我的脚
步融入了大地，听见大地脉搏如我的心
跳。此刻我的心可以装下山川了，灵魂
也在这辽阔的山野铺开，化为一块石
头，一棵草，一棵自由烂漫的杜鹃。

抵达灵魂的辽阔

这是一片灵异的土地，灵魂可以自
由驰骋。虽是春日，山风依然凛冽，站
在山顶，放眼遥望，第一次觉得自己离
天空这样近。这里有沉默的山峰和辽阔

的天空才能领会的东西。四围连绵的群
山都匍匐在脚下，莽莽苍苍的山峦之
间，有熟稔温热的土地，有纵横的阡陌
田塍，有农人的房屋，袅袅的炊烟，鸡
鸣狗吠，满山的牛羊；山的那边也还有
繁华的城市，林立的高楼，宽阔的马
路，川流不息的车辆，还有奔忙的人
群。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这
凡俗的尘世里，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
活轨道上演绎着自己和欢喜，或高贵，
或卑微，或辉煌，或落寞，或骄傲，或
痛悔。人生代代无穷已，我们功利而忙
碌，为生存忧，为名利苦，收获失去，
失去收获，疲累中缺少了一种辽阔。交
通工具的快捷，道路四通八达，可以抵
达地球的任何地方，可是很难在一片辽
阔中静静地抵达自己。诗人说：野地蕴
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在我看来，一片
辽阔的宁静，一片灿烂的花开，巍峨厚
重的龙肘山是我们的自我救赎，可以让
我们在宁静中抵达一片灵魂的辽阔。

上图：龙肘山上观朝霞
左图：杜鹃花开遍龙肘山
下图：游客来到龙肘山上拍美景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龙肘山上开杜鹃
胡延芝

“文化”一词由两个字组
成：“文”，即文字、文章、礼
乐、曲调等；“化”的本意作

“教行”解，即人因受教而在气
质上发生某些变化，能够转恶
为善、转迷为悟，甚至转凡成
圣。“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
是“以文化人”。这一理解明确
了文化的功能。

在治理人心的措施之中，
没有比礼更为急迫的。古礼分
为吉、凶、军、宾、嘉五礼，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礼 （祭礼
属于吉礼）。祭礼何以如此重
要 ？ 在 《荀 子·礼 论》 中 讲 ：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
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
者，治之本也。”

祭祀是为了通过定时举办
纪念的礼仪表达对天地万物、
先祖以及有功于国家的人物之
恭敬与感恩，教导人不忘本。

中国人供奉天、地、君、
亲、师，是有经典依据的。《礼
记·祭义》 中讲：“是故君子之
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
内则教之以孝其亲。”良好的道
德教育是身教重于言教。

《礼记·祭统》说：“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
之至也，祭其是与？”这说明，君子的教化必须从根本上
教起。而能够把孝顺之心体现到极致的就是祭礼。在上
位者能够定时追念他的父母祖先，在下位者才能从他的
身上学到了孝敬。而孝是中华文化的根，敬是中华文化
的本。因此，祭祀不仅是教育的根本，也是弘扬中华文
化的始基。

祭祖“以文化人”的教育意义最为显著。《论语》中
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民风淳厚、人心厚道是
结果，重视丧祭之礼，提倡知恩报恩、饮水思源、不忘
本的孝道教育。

祭祖要依时依礼，追念祭祀。古人按照时节的变化
祭祀祖先。春天时，春雨覆盖了大地，这时祭祀祖先，
好像祖先也像春天一样重返人间；冬天时，霜雪覆盖了
大地，令人感觉寒冷，这种寒冷不仅是因为天气的变
化，而是因为心中忆念着故去的先人。所以清明和冬至
的祭祖最为隆重。

祭礼能长存孝思，培养人的恭敬心和不忘本的厚道
情谊。人心厚道，懂得见得思义、知恩报恩，社会风俗
自然就变得淳厚，而不是见利忘义、忘恩负义。

祭祖除了具备这些礼仪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
就是昭述祖德，以此传承家风、家道、家文化。每到祭
祀的时候，全家族的人被召集在祠堂之中，听讲祖先的
德行。作为后代子孙，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谨慎，不能因
为自己的言行给祖先抹黑、令祖先蒙羞。东汉太守杨震
不收“四知财”的德操，教育杨家的子孙秉持了他的廉
洁作风，以致杨家后代出现了“四世三公”的盛况。由
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反腐倡廉教育，早在家庭之中就已
经开始了。这样，祭祀还成为道德教育的机会场合，提
起了人对祖先功德的恭敬之心、思慕之心，培养了对家
族的责任感和承传家族文化的使命感。

如今，世界各地华人提倡建设“中华民族万姓先祖
纪念堂”，弘扬中国精神，传承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万
姓先祖纪念堂”即古代的“百姓宗祠”。依据中国科学院
袁义达、杜若甫编著的《中华姓氏大辞典》，中国历史上
曾出现的姓氏多达两万三千多个。“宗祠”所起的文化教
育意义相当于今天的“纪念馆”。建设“中华民族万姓先
祖纪念堂”，提倡祭祀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宣讲孝悌忠
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民族精神，可以凝聚十三亿
同胞的人心，团结世界各地的华人，使之和谐一体、万
众一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可以说，“中华民族万
姓先祖纪念堂”是对中华传统
祭 祖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 是

“百姓宗祠”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成
功范例，意义深远而重大。

清
明
祭
祖
传
文
化

刘
余
莉

近日，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17年中国海洋
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达77611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3919亿
元。国家海洋局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副司长沈君介
绍，第三产业占比较上一年有所增加，得益于海
洋交通运输业及旅游业增速均高于第一、二产业。

海洋旅游是指人们以海洋资源为基础的包括
观光、度假和特种旅游的各类旅游活动的总称，
包含酒店、餐饮、滨海别墅、旅游码头、零售
业、海岸生态旅游、邮轮游艇旅游、潜水等多业
态。海洋旅游也是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

我国大陆海岸线长 1.8 万多千米，对于滨海
城市而言，“看海”是当地旅游最大的卖点。围
绕“海洋”主题的相关旅游活动，例如滨海观
光、海洋主题公园、海岛度假、邮轮旅游、海洋
运动旅游等，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旅游消费需
求。统计数据显示，在海洋主题旅游中，家庭、
亲子成为消费主力，“80后”“90后”占海洋主题
公园游客的69%。

近年来，我国海洋旅游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滨海旅游业产值达到
12047亿元，同比增长10.8%。海洋旅游已经成为
带动“蓝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沿海诸省也积极出台相关措施推动海洋旅游
发展。根据 《海南省游艇码头布局规划》，海口
市将布置游艇码头 16 个，规划游艇泊位 3500
个，该举措与游艇消费需求的扩大相辅相成，将
带动海洋旅游、娱乐休闲等行业发展；建设中的
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以山地运动

和海上体验为核心，规划总面积 3.7 平方公里
（5550 亩），建设面积 1.3 平方公里，被列入福建
省2017、2018年重点旅游综合体项目；4月20日
—22日，第 14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将在厦门举办，
期间将举办海洋旅游论坛，分别从海峡两岸海域
互动、帆船体验、海岛开发、涉海旅游装备制
造、海洋旅游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进行深度研
讨，并发布中国海洋旅游发展报告。

然而，我国海洋旅游尚处在发展初级阶段，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北京大学
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国民海洋
意识发展指数课题组副组长胡波撰文指出，中国
人的海洋意识与西方传统海洋强国相比仍有落
差，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十分匹配。

“中国的海洋经济实践缺乏规划协调，精细化程
度不够。在一些高端产业，如高端海洋旅游、装
备制造等领域，实践经验和积累仍相对欠缺。”

海南是我国的海洋旅游大省，由于其特殊的
地理位置，每年冬天都吸引大量游客前往避寒。
2018年春节期间，大雾封锁琼州海峡，导致大量
游客滞留海南岛。“这是因为海滨旅游的资源配
置错位的缘故。”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杨彦锋指出，目前，我国海洋旅游主要集
中在海岛旅游、邮轮旅游和近域海岸旅游等几个
板块，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但仍
存在供给不足等问题。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很多
滨海地区都面临着淡旺季反差大的难题，缩小淡
旺季差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滨海部分景点
景区的承载压力。此外，我国滨海旅游主要依靠
国内市场，国际滨海旅游还发展不足。

海洋旅游“卖点”多
本报记者 尹 婕

鸡年冬色渐远，狗年春意渐浓。又
到家乡云南省泸西县挨来坝一年一度棠
梨树花盛开的时节了。

棠梨生于荒山野外、长于山坳沟
壑，无论天寒地冻、风吹日晒，却凭借
深藏土里的根系，茁壮成长，开花结
果，生机勃勃。棠梨不择环境、气候和
土壤，自然而然地春华秋实，顽强地展
示着它的风采。

棠梨曾经并不受人们青睐，后来，
人们发现野生的棠梨树是嫁接梨树的最
好本体。从野外移植几株棠梨树，种在
房前屋后，来年存活之后，嫁接上“美
人酥”或“金花梨”。因此，棠梨树“侥
幸”存活了下来。

春节前后，漫山遍野的棠梨花就开
了。陡峭的山坡上峡谷深处随处都可以

看到一树树盛开的棠梨花，置身于此，
犹如仙境一般。

在我们老家，棠梨花可以制作为食
品，只要将新鲜的棠梨花放进滚烫的开
水里稍煮片刻，经漂、洗，除去苦涩
味，然后装进桶里便可以挑进县城，穿
梭在大街小巷叫买叫卖，增补家用。

棠梨花亦可炒食和凉拌。在乡下的
年迈父母亲惦记着在县城打工的子女，
总会采摘一些棠梨花送到家里。贤惠的
妻子用棠梨花炒豆豉和韭菜、老东山火
腿，虽然谈不上山珍海味、美味佳肴，

但却让人食用之后回味无穷。为了一年
四季都能享用到这道原汁原味的花食产
品，泸西大地上家家户户都会挑选采购
一些棠梨花进行简单加工，然后用塑料
袋分袋包装放在冰箱里冷冻备用。

棠梨树，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
复一日开花结果，从未中断过对爱的执
着追求和向往，把毕生精力默默无闻奉
献给了百花盛开的大地……身临其境，
观赏着一树树争相怒放的棠梨花，便会
发自内心地赞叹：“这真是‘忽如一夜春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呀！”

又到棠梨花开时
赵仕会

在川滇锁钥——四川会理
的北边，有座龙肘山，龙肘山
山势南北纵列，宛如巨龙起
伏，是观赏日出、云海的绝佳
之地。站在雄踞山巅的六一四
微波台前，极目远眺，东西两
面的米易河谷和会理坝子的平
畴沃野、村庄农舍、河道城
郭、远山近水如水墨画卷般尽
收眼底。破晓时分，远处霞光
万丈，云腾雾涌，天际的青黛
被尽染成金红，一轮红日喷薄

欲出。此时，周边是纤云四卷
绵延无边，身处的山峰仿佛漂
浮于云海之上，让人有超凡出
尘飘飘欲仙的感觉。

龙肘山山间有原始森林数
万亩，其中仅原始杜鹃林就有
上万亩。春夏之际，花海如
潮。山下白马河随山势蜿蜒曲
折，水流清澈。仙人湖水光潋
艳，山水相映，风光秀丽。湖
畔仙人洞幽深神秘，至今未穷
其源。

旅游漫笔旅游漫笔

春回大地。近日，浙江省丽水市
青田县千峡湖景区桃花盛开，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观赏，体验千峡湖水绿花
美的风光。千峡湖因其蜿蜒修长的碧
波湖面与周围的群山形成了美丽峡湾
而得名，峡谷幽深，山峰奇秀，风景
壮丽。图为绽放的桃花。

本报记者 刘发为摄影报道

水绿花美千峡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