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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云南勐海，要经昆明转
机到西双版纳，然后再转乘汽车，记
者用了几乎整个白天的时间，跨越千
里与大山里这座小城相会。

云雾缭绕的边境

连接西双版纳景洪市区和勐海县
的，是一条曲折蜿蜒的山路。云雾缭
绕山间，抬头就会被这湿润的雾气所
笼罩。有些路段坡陡路窄，对驾驶员
的技术是一种考验。当地人告诉记
者：“一旦下雨，路面湿滑，在有些坡
度的地方就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即便
我们经常走这条山路，开车也必须十
分小心。”

话音刚落，雨说来就来。山区的
雨水清澈透明，折射出另一个美丽的
世界。雨滴打在车窗上，和着周围的
雨声，就像在弹奏一曲山间的协奏
曲。在这片奇妙的土地上，前一秒的
窗外还是晴天，这一刻就可能大雨瓢
泼，再下一秒又回归平静。

勐海地处中国西南边陲，雨季时
间较长。在这里，和雨水一样多的，
还有中缅边境的界碑。勐海地处中缅
边境，据当地人介绍，这里一共有中
缅界碑200余座，小小的界碑，沿着对
角线就是两个国家的边境分界线。走
在打洛独树成林公园中，可以清晰地
看到境外缅甸城市的建筑。公园的导
游告诉游客：“在我们勐海，出国比出

省容易。这一步你还在国内，下一步
可能就出国啦！”

“我们勐海是中缅友好的象征，这
里有边境互市，两国的边民持有边民
证可以往来进行贸易等活动，两国人
民在这里世代友好相处。”顺着当地人
的指向，记者看到了“边境互市”的
路标。俗话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道路通了，民心
也就通了。在这样一个山区的边境小
城，记者看到了这句俗语的生动实践。

高山深处听茶音

一早醒来，盘旋山路数小时，终
于抵达了贺开茶山。凭栏远眺，一片
片绿色的茶树在视线中延展开来，好
不热闹。

端起茶杯，让大叶绿茶的芬芳顺
着口腔流淌，似乎一下就驱走了身上
的倦意，茶叶——这深山中的精灵，竟
有如此的魔力。“你们现在所喝到的茶
叶，都是从这座茶山采摘加工出来的。”
当地人对此如数家珍。

走进茶叶加工车间，一排排绿色
的鲜茶叶映入眼帘，用手捧起其中的
一堆，手有余香。制茶工人向记者讲
述着茶叶从茶树到成品的前世今生。
说话间，附近传来了“噼里啪啦”的
声响，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走近后发现，原来这是炒茶时发
出的声响。对茶的认知，大多数人停

留在喝茶的阶段，少有人能见识到火
中取茶的壮烈。而能够听到茶叶声音
的，似乎更少之又少。

这声音，清脆悦耳，敲冰戛玉，似乎
是茶叶在自言自语，又像是茶叶在向世
人诉说着什么。天润物，茶润人，也唯
有汲取天地精华的茶叶能发出如此美
妙的声音。

勐海山区，美得让茶叶“爱不释
手”。这里有树龄1700多年野生茶树王
和树龄800多年的栽培型古茶树；有世
界上面积最大、树龄百年以上的古茶
群落 4.8万亩，大益茶制作技艺更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的
种茶、制茶、饮茶、贸茶活动中，生
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创造了绚烂多姿
的民族茶文化，如傣族的竹筒茶、哈
尼族的土锅茶、布朗族的酸茶、拉祜
族的土罐茶和药茶等等，积淀了无与
伦比的文化瑰宝。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

每年4月，是勐海县一年一度的节
庆月。今年，2018 布朗族“桑康节”
和傣历 1380 年泼水节以一系列具有民
族特色、民俗内涵的活动，吸引了国
内外各方游客的到来。4月末在这里举
行的“美丽中国行”2018云南·西双版
纳·勐海系列活动，再次燃起了大家的
热情，为节庆月锦上添花。

作为本次“美丽中国行”的主活

动之一，勐海越野挑战赛在这里鸣枪
开跑，参赛选手迎着朝阳云雾，经过
平坝稻田景观，沿途都是茶叶生长的
山区，茶文化贯穿始终。途经的傣
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等民族
村寨，少数民族文化浓郁，通过比
赛，不仅让更多人来到这里，也让更
多人了解并认知了当地的茶文化和少
数民族文化。

本次 50 公里越野挑战赛的女子组
冠军郑文荣表示：“这次来跑这个美丽
的茶的故乡，我觉得很享受，有一种特
别让我赏心悦目的感觉。一路赏风景，
一路上飞奔在茶林中间，很美，很轻
松。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西双版纳这
个美丽的地方，边采茶、边赏美景。”

借由此次“美丽中国行”的契机，勐
海邀请了数十名“民族文化体验官”，探
寻少数民族村寨、体验少数民族文化；
参观云南省重要的边境旅游贸易口岸
——打洛口岸；拜访古茶山、体验普洱
茶的制作技艺，了解普洱茶文化。

如今的勐海，拥有天然的茶山独
特优势，又有丰富少数民族文化的积
淀，如何将茶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
旅游相结合，让更多的人知道勐海、
来到勐海、爱上勐海，已成为当地正
在实践的重要课题。

西南边陲有勐海
本报记者 刘发为

走在打洛独树成林公园中，可以看到对面缅甸的城市。本报记者 刘发为摄

勐海越野挑战赛50公里男子组冠军冲过终点。 资料图片勐海越野挑战赛50公里男子组冠军冲过终点。 资料图片

日前，第三届“丝绸之路·美丽
大荔”陕西渭南国际马拉松赛成功举
办。如今，该赛事已成为黄河金三角
区域关注高、参与广、地域特色亮的
知名体育赛事。

近年来，大荔县以“体育搭台、
经济唱戏、体旅结合、人民发展”为
办 赛 方 针 ， 深 入 实 施 文 化 + 、 体
育+、农业+、旅游+，以赛事为纽带
实现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以体育带
动经济之路。

据悉，在赛道设计上，本届赛事
突出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公园建设成
果，将起终点设置在国家4A级景区同
州湖景区，途经畅家村、平罗村农业公

园、丰图义仓等地，沿途绿树成荫、鲜
花绽放，现代农业园区与唐塔、宋祠、
清粮仓等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在赛事
特色上，本届延续了水果马拉松的特
色，赛道沿线分布了冬枣等大荔特色
果品为主的水果补给点。同时，大荔
将赛事奖牌命名为“枣花香”，以枣花
为设计元素，用大荔剪纸的艺术手法
加以构思。此次马拉松赛吸引了肯尼
亚、埃塞俄比亚、新加坡等6个国家及
国内 29个地方 1.4万余名跑步爱好者
参与其中。其中 1520 人参与全程马
拉松，1.3 万人参与健康跑，最终来自
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的选手包揽了
男、女子全程马拉松的前三名。

去大荔跑“马”观花
党宇婷 李 华

古典文献专业的硕士生高焘，
平时常在各大书店寻觅喜爱的古籍
图书，每年的北京书市更是从不错
过。“我曾经在书市上淘到一套中华
书局版的《宋史》，四折，之前在书
店 一 直 没 舍 得 买 ！” 在 朝 阳 公 园
2018北京书市上，高焘兴奋地说。

今年 28 岁的北京书市如约而
至。

自1990年诞生至今，这个书市
已经成为北京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场“盛宴”，甚至有外地爱书者
专程前来“淘宝”。

书市开始后的第一个周末，上
午 9 时，记者从朝阳公园南门进

入，很快抵达书市主入口，顺着沿
途的宣传展板便可进入展区，那里
已是人头攒动。人们根据自己的喜
好，涌向不同的展台。传统文化、
文学、儿童绘本、健康养生、旅
游、古旧书等图书较受读者欢迎，
展台前常围着好几圈顾客。

书市所设的古旧图书展区集中
展示展销文学、历史、艺术等多门
类的古旧图书，还有老画册、签名
本、名家藏书等精品旧书，参展图
书达10万余种，中国书店还现场展
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
修复技艺。

中国旅游出版社展台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近几日，省区市地图、中
国旅游地图、世界旅游地图等销量很
不错，购买者以中老年居多。“其中一
些是为旅游做准备，也有一些是地图
收藏爱好者。”该工作人员介绍，与年
轻人热衷使用网络地图相比，中老年
读者还是更喜欢纸质地图。

“前些年逛书市是帮着孙女买课
外书，现在孩子大了，我们老两口
就喜欢逛逛旅游类图书，买回家做
做功课，选择几个想去的地儿。”正
在选购北京地图的市民刘大爷告诉
记 者 ， 他 逛 书 市 已 坚 持 十 几 年 。
2014年，书市从地坛公园搬到朝阳
公园，离刘大爷的家远了一些，但

刘大爷的热情不减反增。“这里场地
更宽敞，图书品类更多，买买书，
顺便逛逛公园挺好！”

劳动文化宫、国家图书馆、地
坛公园，这些年来，北京书市辗转过
多地，也经历过停办，但依然拥有一
批忠实粉丝。据主办方介绍，今年北
京书市从 5 月 11 日开幕，将历时 11
天，共设 8 大区域、600 个展位，40 万
种精品图书集中亮相，是近年来规模
最大的一次，也是 1990 年首届书市
规模的3倍。

左图：一名小读者正在专心挑选
喜爱的图书。

右图：各式地图受到读者青睐。陕西大荔文殊广场。来自网络

逛 书 市逛 书 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尹尹 婕婕文文//图图

一连三天，在位于中欧的波兰第三大
城市——波兹南举行的“国际食品展”上，
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雅思茶场薛勇、语茉
茶场贾伟、叶兢茶场叶兢君等八位茶农的
展位前，人流如潮。刚冲泡好的安吉白茶，
清香扑鼻，白茶在水中缓慢舒展，如兰花长
在杯中。来自各国的茶商们争相品尝，

“OK”“OK”的声音不绝于耳。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茶文化研究会

提供的资料表明，目前中国茶叶已行销世
界五大洲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世界饮茶人
口 20 多亿。茶叶在世界上的消费超过了
咖啡、可可、碳酸饮料和酒精饮料的总和。

安吉白茶属中国珍稀茶种，是从一株
变异母体“白茶王”上，通过剪下其枝条进
行扦插而成。每到早春，新芽由绿转白，叶
白脉绿，以一芽二叶为最白；春茶后期，当
气温超过 19℃时，叶色又逐渐转绿；夏秋
茶为绿色，如此周而复始，其氨基酸含量是
普通绿茶的3—6倍。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这样写道：“白茶
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
莹薄，崖林之间偶然生出，盖非人力所能
致……”经专家考证，这说的就是安吉白
茶，其叶薄、梗粗，颜色浅，采摘时极为精
细，摘的是初展的一芽一叶，500克干茶最
起码有7万个芽头。技艺熟练的采茶女一
天摘下的标准青叶，也不过500克左右，制
1斤干茶，需要4个人采一天。

早在 2012 年，安吉白茶就漂洋过海，
这些年来虽有出口，但量不大。鉴于此，溪

龙乡为打造中国·安吉白茶小镇，组织八茶农带着白茶闯波兰。
为充分展现白茶的超群品质，乡里将白茶园和采制过程“搬”到现
场，视频在展位前循环播放。只见万顷梯式茶园从山脚排到山
顶，溢彩流光，如诗如画。采茶女背着篾篓，穿行在群山云雾之
间，钻进茶树丛，用纤纤手指摘取那一片片青叶嫩尖，动作轻快，
技法娴熟，这让来自各国的茶商大为赞赏。去年曾来中国拍摄

《梦境之地——茶马古道》的法国电视三台负责人达纳·阿斯捷反
复看了视频后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片神奇的茶叶，一定
要来拍摄中国安吉白茶！”

5月8日—10日展会期间，八茶农与27个国家的茶商签订销
售合同170吨，创造了安吉白茶批量出口最高记录。茶农张忠明
说，欧盟是世界上茶叶安全标准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安吉白
茶能够通过欧盟标准检测、首次批量签约销售，说明其品质过
硬。茶农任岳春则认为，安吉白茶首次出国参展，不只是卖出了
茶，还结识了一批世界茶友，多元化、多角度展示中国茶文化，可
以增强世界对中国茶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白茶，绿了安吉山，扬了安吉名，富了安吉人，已融入安吉人
的血脉，成为安吉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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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茶商在波兰国际食品展上与安吉茶农洽谈购茶协议。乌克兰茶商在波兰国际食品展上与安吉茶农洽谈购茶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