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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梅乡松鹤，不时听到山间传
出悦耳动听的唢呐声，粗犷、奔放、热
烈、明快，让人心潮随之跌宕起伏。嘹
亮的唢呐声是彝乡传统民俗中原汁原
味的一道“家常菜”。

云南大理州洱源县松鹤村是彝族
聚居的山村，距县城13公里，有大松甸、
溪登、石照壁3个自然村、6个村民小组，
全村788户、3344人，素有“唢呐之乡”的
美称。在这块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唢呐
人世世代代演绎着人们的悲喜之事，唢
呐声成为人们的精神依托。

在松鹤村，李家福是当地赫赫有
名的唢呐艺人。技艺高超的他，60多
岁，身体微瘦，但是吹唢呐时两只腮帮
子圆鼓鼓的，浑身透出一股抖擞的精
气神。“别看我是农村唢呐艺人，实际
我是地道的庄稼人。忙时干农活，种
地、侍弄果树、养猪样样在行。”

李家福16岁投师学唢呐技艺，经
常与师傅翻越罗坪山，走家串寨吹唢
呐。只要你能哼出的调子，李家福就吹
得出来。那天他即兴为我们吹奏《四梅

花》，音色高亢嘹亮，节奏刚劲有力。李
家福介绍，松鹤村的成年男子几乎人人
都会吹唢呐，除了本民族语言，他们还
精通白族语，掌握白族三弦、唢呐以及
白族调、“吹吹腔”等白族艺术。全村共
有20多个唢呐吹打乐演奏班子，130多
位技艺精湛的乐手。据说，民国初年这
里就出了一位名叫毛凤银的大师，他亲
自培养的高徒毛玉保后来成了享誉全
县、全州的唢呐高手。

松鹤村的唢呐，流传于民间数百
年经久不衰，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它在百姓的生产生活中得到发展，又
融入到人们的喜、怒、哀、乐和社会交
际之中，民间有“不吹唢呐不为喜”的
说法。松鹤村唢呐主要特点是几人齐
奏或数十人乃至上百人合奏，声音高亢
嘹亮，气氛粗犷豪放，节奏刚劲有力，体
现出彝族汉子坚韧不拔的气势，具有鲜
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如今，这种唢呐声不仅响遍了洱海源
头，而且走向了国内其他地方，甚至吹
到了海外。

山间飘来唢呐声
施新弟 赵菊芳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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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成都平原的濛濛细雨，经过汶川、映
秀、卧龙，翻过海拔5000多米苍鹰盘旋、迷雾积
雪的巴朗山、千峰竞秀的四姑娘山，我们一路颠
簸来到川西北阿坝州小金县。

发源于四姑娘山海子沟的赞拉河 （小金川）
是大渡河的支流之一，流经莫尔多神山之间的小
金县。小金即懋功，藏名赞拉，典型的高山峡谷
地形，地势东高西低，赞拉河横贯向西，山峦耸
立，河谷平坦。人们记住小金的是红色文化，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召
开了两河口会议，红军西进康巴和金川县，在三
关桥曾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的战斗。

三关是小金通往金川县和甘孜州丹巴县等地
的必经关口，有小三峡之称，赞拉河在山崖中冲
出一条狭窄的天堑，这里地势险要，河水湍急。
三关桥横跨赞拉河，清代为木桥，1924年改建铁
索桥。沿赞拉河有一堵用碎石砌成的一人高的防
护墙，墙的每个垛口上都用水泥镶嵌着一块拳头

大的石头，这是嘉绒藏族的习惯。
三关桥仍保持着初建的样子，铁索桥的护

栏上被过往的藏族百姓系上了五颜六色的经
幡。走在桥上，河谷的劲风呼呼地吹，鼓荡起
一片片经幡发出“呼啦啦”的声响。美沃镇党
委书记曾广荣介绍，嘉绒藏族信仰佛教，百姓
把经幡系在桥上，一是祈求佛祖保佑过往的百
姓平安，二是河风吹拂经幡时发出的声响就是
他们诵经之声，也是祈福之声。站在桥上，东
望赞拉河从峡谷冲出，汹涌澎湃，滚滚而来；
西望碧水急流，农田千顷，桃红柳绿，绿树掩
映着的村寨依山傍水。

过了三关桥，沿着河边通向村庄的路，远远
就望见绿树红花掩映下的画着海螺、宝瓶、吉祥
结等藏八宝图案的民房山墙。路边坐着几位年长
的村民，他们围拢在一起像是在议论什么重大的
事情，不时有村民跟曾书记打招呼。因为方言难
懂，曾书记随后告诉我们，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

老人去世了，村里的人们都在忙着筹备老人的葬
礼。经过几幢依山而建的民居，眼前便是一片开
阔的菜地。不远处有几树嫣红的桃花，百米之外
有一大片嫩绿的柳树林，川西高原清新的空气令
人神清气爽。

眼前是一个丁字路口，路边竖立一块大石，
上书红色的“感恩”二字。自从来到小金，听当
地人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感恩”，但真正看
到石头上的字时，我的心头还是涌起一股暖流，
眼里一热。汶川地震后，受江西、浙江等省支
援，经过灾后重建，小金发生巨变，只有经过大
灾大难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感恩的深刻寓意。

曾书记如数家珍地介绍这个只有百余户、四
百多人、以种植蔬菜为主的三关桥村。如今，很
多村民在河对岸的县城做生意，不少村民每天早
晨到县城卖菜，还有一些农户开起了农家乐，生
意火爆。

我们要去拜访的高蓉，在10年前抗震救灾时
是小金的名人。高蓉早前在县城经营水产生意，
汶川发生地震后，通往汶川的很多路都不通，全
国各地运往汶川的救灾物资无法进入，距县城十
多里的猛固桥白塔边的公路是唯一一条进入汶川
的生命线。得知这一情况，高蓉和朋友们自发组
织起来，在家做好盒饭，带着纯净水和鸡蛋，领
着上高中的女儿来到猛固桥，为进入汶川运送救
灾物资的司机或志愿者送盒饭、送水和水果。那
些日子，高蓉和女儿冒着余震的危险，顶着高原
上炙热的太阳，天天做几锅米饭，炒很多菜，搭
出租车赶往猛固桥，义务为抢险救灾人员服务。
高蓉的义举，感动了去汶川抢险救灾的各地司机
们，他们也带动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的队伍。小
金的百姓将来自全国各地抢险救灾的人视为亲
人，他们常常含着热泪将一个个盒饭、一瓶瓶水
送到救灾抢险人员的手里。当高蓉给我讲起当年
的情景时，她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她说，
女儿当年还在绵阳读高中，后来，女儿将这段经
历写入作文获得了全市征文一等奖。

如今，高蓉有个心愿，希望将三关桥村发展
成为集红色旅游和农家乐为一体的民宿村，让家
家户户都走上富裕之路。

题图：美丽的自然风光、厚重的红色文化、
浓郁的民俗风情、生态的农特产品是小金特有的

“四张名片”。 来自网络

讲解侧重有不同

2000 年，张红媚从北京语言大学毕
业，走上了天坛导游的岗位。“我的专业
是对外汉语，在校期间经常给留学生上
课，彼此交流颇多。除了讲授课本上的
知识，我还会和他们聊一聊中国茶、禅
等传统文化。”在她看来，讲解工作与所
学专业相当契合，都是在对外传播中华
文化。

刚接触外国游客时，张红媚免不了有
些紧张。“当时，讲解就是背稿子。一被游
客打断，就忘记说到哪里。”经过一段时间
的训练与自我摸索，张红媚逐渐掌握方
法，面对不同类型的游客都能从容应对，
有时还会跟他们开开玩笑。她认为，拥有
充足的知识储备至关重要。如果游客参
观时间有限，那就直入主题，言简意赅，讲
述最精华的部分。如果时间充足，那就陪
着他们慢慢逛细细聊。

如今，张红媚已是天坛导游班班
长，在外事接待讲解方面的经验尤其丰
富。每有外事活动，她总是提前了解来
访领导人的教育与文化背景，寻找他们
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点。提到为前任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讲解的经历，她回忆
说：“潘基文先生喜欢儒家文化，所以在
讲到祭祀文化时，我加入了与之相关的
儒家文化内容。”

面对普通游客，张红媚总是先与他
们交谈，“问他们去过北京哪些知名景
点，如果对方已经参观过故宫，我就会

介绍皇帝是如何从故宫出发来天坛的。”
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国家的游客，张红
媚总是随时调整讲解，各有侧重，这一
方法被她总结为“分类讲解法”。她以国
外青少年为例，“除了介绍天坛整体古建
情况，我还会着重讲述天文、回音壁原
理等趣味知识。”

一个优秀的导游，必须不断学习，
完善自己的知识库。张红媚和同事们经
常接受包括讲解技巧、传统文化、外国
文化背景在内的专业课程学习。每当有
新人到岗，她总是教导他们说：“我们要
将学习内容理解并消化，不断训练，培
养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以游刃有余的
姿态解说，展现出中国人的自信。”

轻松氛围少不了

初彩霞进入导游行业已近十年，目前
是一名“自由执业者”。2008年，她从黑龙
江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考虑到北
京旅游行业机会较多，与几个朋友一拍即
合，开始了英文地陪的职业生涯。

考导游证期间，初彩霞系统学习了
景点历史文化、讲解技巧等内容。不
过，“掌握课本知识只是第一步，我们还
要去现场踩点，熟悉游玩线路，具体到
从哪个门进哪个门出。我的原则是尽量
不让游客走回头路。”

团队氛围很重要。初彩霞发现，如
果一味跟游客讲历史，他们会觉得枯燥
乏味。因此，她总是通过一个个有趣的
故事，让讲解引人入胜。“有一些稍微上

了年纪的客人，他们可能看过电影 《末
代皇帝》，对清末历史和慈禧生平十分好
奇，我就会给他们讲相关的故事。”为了
活跃团队气氛，初彩霞也会向游客提
问，像是故宫里的缸有何用处、太和殿
前铜鹤和铜龟有何含义等。问答的方式
既调动了游客的情绪，也加深了他们对
景点的印象。

接触的老外越多，初彩霞就越发感受
到中外文化差异。她以吃为例：“一开始
没有经验，按照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点菜。
就餐后发现，老外几乎不怎么动带骨头的
肉，尤其是鱼。一问才知道，西方人用的
餐具是刀叉，平时吃的肉都剔过骨。从那
之后，我们点菜就会注意这一点。”

十年的从业生涯中，初彩霞不断积
累经验。外国游客抱着观光游览的目的
来中国，导游不能以严肃的方式向他们
灌输历史，而是要营造出轻松愉悦的交
流氛围，潜移默化地传达中国文化内涵。

提供深度体验

来吧旅行网 CEO 郑琳是中国文化爱
好者，也是入境游资深从业人员。他认
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文明之
林独树一帜。旅游，伴随着最直接的感
官体验，是文化传播的无形推手。“游客
们用眼睛观赏美景，用舌头品尝美食，
用双手去感受文化。”

近年来，由于受到旅游产业综合发
展带动，以及签证便利化、国际航线加
密、免退税业务落地、系列旅游年活动

开展等正面因素的积极拉动，中国入境
游面临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郑琳感
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间，
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将一个富
强、美丽、现代化的中国展示给外国游
客，我们正不断丰富产品内容。比如，
今年接待一个百人团时，我们加入了广
州长隆这一目的地。一方面，长隆的马
戏和大型游乐场为外国人所喜爱。另一
方面，我们也希望，外国游客在广州这
座跳动着改革开放脉搏的城市，能切身
体会到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是要有
讲好故事的能力。为此，来吧旅行网十
分重视导游的管理与培训。目前，该平
台已有注册外文导游近 5000 名。为管理
这一庞大的队伍，来吧旅行设立了严格
的评分标准以及规章制度，采取优胜劣
汰机制，确保人才的专业性与高质量。
此外，来吧旅行网还聘请专业老师组织
导游培训，提升人才库业务水平。

目前，来吧旅行网专注于拓展产品
的深度与广度。在其开发的旅游产品
中，有一类文化体验项目，即通过刺
绣、泥塑等一系列课程，让老外们沉浸
式学习，深度感受中华文化。在郑琳看
来，文化输出不是以我为主的单向传
播，而是要以目标受众需求改造文化产
品，比如以外国人士身份叙事，以入境
游客视角设计旅游线路。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将中国故事讲得深入人心。

上图：外国游客在江苏苏州体验放
风筝。 来吧旅行供图

给老外讲故事 暖起来软下来
束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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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以心相交者，成其久

远”。随着中国入境游市场平

稳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

客来中国观光体验，感受中

华文化的气质与内涵。

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

要桥梁，旅游从业人员多年

来为展示旅游形象、促进中

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是

向外国游客讲好中国故事的

主力军。

赞拉河畔赞幸福
王丽梅

2017 年，我国入境游客人
数达到13948万人次，继续保持
着全球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
的地位。据统计，在来华的外
国 游 客 中 绝 大 多 数 是 首 次 到
访。中国如何成长为一个国际
热门旅游目的地，如何吸引更
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再来
中国，一直是中国旅游业界的
重要课题。如今，对外讲好中
国故事，让外国游客通过深度
体验等方式，感受优秀中华文
化，已经成为共识。

事实上，中国文化一直是吸
引 外 国 人 来 华 旅 游 的 一 大 引
力。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中国是
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中国文化
更是“一本值得不断研读的书”。

北京、西安是中国的历史文
化名城，也是最早接待外国游客
和最受外国游客期待的中国城
市，它们的历史与文化成功地将
外国游客“请进来”，而如何向外
国游客更好地讲述历史、文化故
事，则考验着旅游从业者们的智
慧。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
的一线旅游工作者们开始重视
自身的文化修养，不断寻求更好
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方式。一
个个景点不再干巴巴地存在于
解说词中，而是与更生动、具体
的历史文化故事相结合，变得鲜活起来。日前，前“孤独
星球”全球出版人西蒙·威斯克在分享推广旅游目的地
的经验时，也持这样的观点：向外国旅行者讲述中国故
事的时候需要更加有力、更加简单、更加有启发性。

网络技术的发展，则为新时代中国文化的传播插
上轻盈的翅膀，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

一位名为“只露声音的宫殿君”的网友，在国内
某短视频平台上，通过短视频，带网友“看中国的宫
殿园林，普及其中的历史文化，讲中国故事”。迄今已
发布作品52条，拥有近64万粉丝。网友发现，原来许
多看似平淡无奇的小地方，例如台阶、窗子等，其中
竟也蕴含着古人的智慧。

2017 年 12 月，来自以色列的小伙高佑思和 3 位中
国朋友创办了“歪研会”，以短视频的方式讲述外国人
在中国的故事，因为视角独特、内容有趣而走红网
络。这些短视频拥有众多外国粉丝。在高佑思看来，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这一代外国人，更多的是因为喜
欢中国文化而来到中国，外国网友们也更想了解普通
中国人的生活。国内某短视频平台上关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短视频屡获外国网友点赞，让他们感慨中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借助网络传播，外国网友们对书法、陶
艺、中华武术、中国话等中国文化，也由陌生到熟
悉，进而喜欢并参与。

此外，中国的现代文明也是许多外国人想要了
解的。被称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电子商务、移
动支付和共享单车，如今已享誉世界。乘坐高铁来到
另一座中国城市，骑着共享单车在城市中闲逛，哪怕
再小的水果摊、早点摊都可以手机支付。对外国游客
而言，这样的旅行场景、不一样的旅行体验，远比简
单的旅游推介词有吸引力。

无论技术如何更迭，传播方式如何变化，情感层
面的沟通、有温度的文化始终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对
于 中 国 的 入 境 旅 游 而
言，通过旅游讲好中国
文化故事，是展示美丽
中国的最佳途径，也是
对外国游客最好的待客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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