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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陪伴 孩子成长

中国正全面进入到度假时代，而在度
假人群里，家庭度假占比很高。有孩子的
家庭，周末亲子游几乎成为必备活动。“每
月我都会利用周末时间，带女儿坐高铁，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快旅慢游”。一位来自
北京的妈妈常睿已经这样坚持了两年多。

“在上小学之前，孩子只喜欢看大海
玩沙滩，对中国历史地理等内容没什么兴
趣。后来我开始给她讲一些历史故事，慢
慢地寻找孩子的兴奋点。我发现孩子对
唐朝感兴趣，我们就决定跟着历史的脉络
开始旅行。第一次旅行的目的地是西安，
周末两天时间我们游览了大雁塔、大唐芙
蓉园和大明宫遗址博物馆。我给女儿租
了一套汉服，小姑娘可高兴啦。这次旅行
燃起了女儿对历史的兴趣。我们从此便
开始了周末游的旅程。”常睿告诉记者。

常睿母女一般是周五下课后出发，周
日下午返程。西安之后，她们循着唐朝的
发展轨迹，又到访东都洛阳的龙门石窟、
香山寺、天堂明堂。之后又按宋代的轨
迹，游历了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大
相国寺，杭州的西湖、岳庙、灵隐寺，还到
济南寻访了宋代词人二安（辛弃疾和李清
照）的故里。两年中，母女俩到过了山东、
山西、陕西、内蒙古、江苏、浙江、安徽、河
南、黑龙江、宁夏、贵州等地。

常睿说，旅行让女儿发生了意想不到
的变化。旅行是一种立体、多维的学习方
式，孩子像海绵一样，吸收多元知识的能
力超乎大人的想象。旅游拉近了女儿和
历史文化的距离。孩子在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中，将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互相印
证。

李梦然也是一位爱带孩子旅游的北
京妈妈，每月至少一次周末游。“旅游开阔
了孩子的视野，提高了孩子的动手能力，
也有助于想象力的开发。记得女儿两岁
半时，有一天她跟我说，‘妈妈，今天的天
真蓝，像大海一样。’这是旅游中大海的样
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旅游中
孩子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李梦然
说，他们都是一家三口或五口一起出游，
这样能增进家庭的凝聚力，孩子在这样特
别有爱的环境里成长，慢慢就学会了对家
人的关心和照顾。

放空身心 工作减压

长期工作在喧嚣都市中的人们，渴
望着利用工作之余有限的时间休闲度

假，在周末与家人朋友出游，不用等待
长假，不用长途车马劳顿，享受自然和
纯净，共度短而美的好时光，释放工作
和生活的压力。

在居住城市周边寻找 3-4 小时左右
车程的旅游度假地，这种新型的周末
微度假方式日渐受到上班族的青睐。

“90 后 ” 的 上 班 族 刘 伊 姗 告 诉 记 者 ：
“从大学时，我就喜欢旅游，那时多是
跟团或拼车，后来慢慢把周末游变成
了习惯和生活方式。出去玩不一定要
打卡什么名胜古迹，就是休闲。旅游
的步伐是从近到远逐步探索，从北京
市 区 到 天 津 、 张 家 口 等 地 。 工 作 以
后，消费升级了，对碎片化的需求更
多元了。自驾游更方便，还能几个朋
友结伴去。最近一次就是上个月去天
津吃皮皮虾。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攻略可以帮助我做决策，所以也
不用再考虑当地是不是有朋友招待，
提前看看攻略，就可以出发了。”

北京媒体人牧野平时工作紧张程度
高，周末旅游成了她调整身心的重要方
式。牧野说：“我一个月有一次大的长途
游，北京周边的话，基本半个月一次。
周五下班后，坐夕发朝至的火车，一宿
卧铺直达目的地，周六、周日玩两天。
比如前一段时间去大同就是这样，周六
去了悬空寺、恒山，周日去了云冈石
窟，华严寺，周日返程。周末游强度不
大，而且可以换一种环境，看多了水泥
钢筋，突然去了另一个地方，探索、爬
山、放空自己……为了给上班保存体
力，在目的地游玩时以打车、包车为
主，住宿以民宿、青年旅社为主，可以
感受一下逗狗撸猫的乐趣。”

换一个环境，换一种心态来重新审
视自己的工作。抛开工作烦恼，沐浴在
大自然中，静看太阳东升西落，感受身
边的鸟语花香，心境彻底放松。这大概
就是周末游带给上班族的收获。牧野坦
言，旅游让她的心态发生了改变，对于
工作中一些细微琐事，偶尔同事小矛
盾，能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每次
旅游回来，工作积极性更高了，人更加
精神焕发了。

体验不同 开阔眼界

在旅游群体当中，大学生是一个重
要的部分。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
群体，具有一定的经济独立能力和自我
生活能力，有相对宽松的时间，具有更

多的追梦遐想，这些促成了大学生旅游
热。有调查显示：在出游意愿上，有
95%的大学生表示非常喜欢旅游。大学生
去旅游的目的是欣赏景观、增长见识和
休闲散心。

北京大学的程曦喜欢去拍照好看的
地方，比如九寨沟、呼伦贝尔大草原。
她告诉记者：“自己的旅游倾向休闲，喜
欢呼朋引伴，在大众点评找个好吃的地
方，朋友们一起去。旅游还带给我新鲜
感。现在出游只选自由行，喜欢一些小
众的地方，品味当地特色，期待不经意
的发现。”

中国传媒大学的傅若锦也是个十足
的旅游达人。说到旅游，她一脸的兴
奋：“周末时，我喜欢去北京周边城市，
比如去天津和朋友一起到马场参观，体
验骑马，学习一些马术的知识，喂马、
刷马和马儿亲密接触。中午吃天津特色
的馆子和菜肴，我最喜欢吃天津的麻花
鱼和煎饼果子，味道真的和别的地方不
一样，格外香！下午逛逛城市风光，主
要是看古建、学历史。”

“旅游对我的吸引力就是体验不一样
的生活，目的是开阔眼界，找到自己喜
欢的生活方式。经常旅游让我能始终保
持对生活的热爱，因为见到了那么多神
奇的人和事，愈发觉得这世界的美妙，
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希望，也令自己在生
活中更加乐观积极。旅游已经成为我的
生活方式。旅游于我而言是最好的放松
和解压方式之一。去到一座陌生的城
市，体验别样的生活方式，感受不同的
文化，慢慢建立对这个世界全面的认
识。”傅若锦说。

春色旖旎，桑果飘香，四届吴江桑葚节日前在江苏苏州太湖雪蚕桑
文化园精彩开启。

桑葚节是今年吴江全域旅游主题系列活动之一。被誉为“丝绸之
府”的吴江早在4700年前就开始养蚕制丝。近年来，吴江充分挖掘当地
文化底蕴和旅游资源，围绕丝绸蚕桑，整合了水乡、农庄、民居等特色元
素，打造了独特的文化旅游品牌——桑葚节，让姑苏丝绸文化得到有力传
承。今年的桑葚节更加突出文旅融合，比如举办重走古丝绸文化之路、扎
染拓染、创意茧花制作体验等多项活动。

吴江旅游资源丰富，唯美的江南古镇，旖旎的自然风光，时尚的运动
项目……丝绸文化、水乡文化、工业文化、弄堂文化等多种文化在吴江相
互交融，为其全面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基于文旅融合理念，吴江既做强原有的古镇游优势，又将丝绸、美食、
国学等叠加，寻求旅游与文化的契合点，培育新业态、新动能，打造特色旅
游集群。当前的吴江，已基本营造了集古韵、水韵、文韵于一体的全方位
体验氛围，为全区的全域旅游开拓发展空间。

苏州市吴江区旅游局局长张燕表示，全区旅游业发展的目标已经明
确，任务更加清晰，“四季+全域”的发展思路已初步成型。下一步，全区
旅游系统将推动“慢游吴江、快乐无疆”旅游品牌走出去，通过深挖特色资
源，将美景连线成片，实现产业相融，描绘百姓富生态美的美好蓝图。

“我的中国名字叫齐福乐。齐代
表一起，福代表好运，乐代表快乐。合
起来就是希望大家都幸福快乐。”

现年 37 岁的英国艺术家加雷思·
福勒来自布里斯托，因其独特的手绘
城市地图而被人们所知。他曾一直沉
迷于艺术研究，埋头创作占据了他的
绝大多数生活。直到 2004 年的一天，
他突然意识到，如果以另一种眼光看
待世界，再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他
的作品会更有意义。“像是冥冥之中有
一股力量，推动我去探索世界。”

就这样，他背起书包，带上相机，
开始了徒步环城之旅。“我所关注的是
一座城市的风貌和它背后的历史和文
化。徒步这种方式能让我更好地思
考，使我更细微地感受这一切。”

他的旅途开始于他的家乡布里斯
托和伦敦。在这两段旅途中，他把观
察到的城市的现状、产生的变化，文化
气质以及其中生活的人们的故事用自
己的艺术风格表达出来，用“个人地
理”创作出“个人地图”。这两幅作品
也因为其独特的角度和艺术价值被英
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收藏。

在伦敦与布里斯托之后，他的下
一站选择了中国的首都——北京。

“我同中国是有缘分的。”布里斯托
在2001年与广州结为友好城市，从那时
起齐福乐心中就对中国有了不一样的感
觉。这种感觉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又一次地放大，“那时我27岁，看着北京
奥运会的开幕式，我只想说，太震撼了，
能呈现出这样的开幕式的国家太伟大
了。”而他第一次到中国是2014年。“那时

我来看望在中国留学的朋友，我们一起
游了长城，那次旅行给我的震撼同样是
难以言说的。”也正是这次旅行，使他下
定了要探索这座城市的决心。“而且这两
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我想把这
些都记录下来，而北京是反映这些变化
很好的范本。”

2017 年秋天，齐福乐再次来到北
京。他从六环开始出发，用了一个多
月的时间，走遍了整个北京，总计里程
达到了1386公里。“我对北京的第一印
象，就是大。城市的规模之大超出了
我的想象。”在完成这段旅途后，齐福
乐用了1000多个小时创造出了这幅名
为《北京》的作品，把行走北京的所见

都记录在了这幅作品中。
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移动支

付、网购、共享单车”都在其中有所表
现。令他感受最深的是高铁和移动支
付。在《北京》中，你可以看到不止一
处线条流畅的高铁，“我在英国坐火
车，有一次因为火车颠簸把咖啡洒在
了衣服上。而中国的高铁是又快又
稳。”随处可见的移动支付也给了他灵
感。“你可以试试扫描这里”，他指着画
中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连接着他的
个人网站，他也想通过此方式让更多
人了解他。

画中的故宫周围则是被丝绸所环
绕，这是象征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我认为对一个城市来
说，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是一个
城市文明的象征。而这也是“一带一
路”倡议所关注的。”除去城市的硬
核，他的作品也体现了城市的软核。
他在作品中增添了一些中国文化元
素。“这是我知道的一点点关于中国
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能在作品中有所
体 现 。” 在 画 的 最 上 方 ， 是 中 国

“寿”的图案，而画的边际区域，则
按次排列着中国的五行。

“这是我看到的物流业”，他指着
画上京郊地区的一个个小人和卡车形
状的图案说道。“夜晚行走是非常好的
观察城市的方式。当我走在这里，虽
然整座城市已然休息，而他们依然在
忙碌，我感到他们就像是这座城市在
夜晚时的血管一样，保持流动，为北京
带来生命力。”齐福乐还在画中呈现了
一幅带有心形图案的寺庙，他把它命
名为“孤独与困惑”。“其实这个表达了
我当时初到北京的心理，这座城市太
大，而我又语言不通，难免生出一种孤
独感。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大多数中国
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初来北京打拼时
所有的感觉。”他笑着说，“不过，我觉
得北京很好的地方在于，这是一座包
容、有温度的城市，你会很快有一种归
属感。”

在谈到下一步的计划时，齐福乐
说道：“我还是希望能多办一些展览，
让更多人通过我的作品来了解中国。”
在问到有没有计划去中国的其他城市
进行环城之旅时，他调皮地眨眨眼，说
道：“保密”。

英艺术家游北京画北京赞北京
段世炜

英艺术家游北京画北京赞北京
段世炜

微度假 想走就走的“快旅慢游”
本报记者 赵 珊

旅游如今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刚需，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周末游作为一种更为轻松休闲的

度假方式。

周末游，微度假，尤其受到上班族和学生

群的青睐。高铁、飞机等快捷交通工具的发达

和高速公路的畅快给人们提供了“快旅慢游”

的条件，轻松休闲已成为很多中国人过周末的

生活方式。

常睿的女儿在旅游中和外国游客合影。

中国传媒大学的傅若锦在祁连山旅游。

英国艺术家Gareth Wood手绘素描作品《北京》。英国艺术家Gareth Wood手绘素描作品《北京》。

旅游漫笔

丝绸小镇讲文化故事
吴 瑜

上图为外国游客品尝吴江桑葚。

在大家渴望诗与远方结合在一起
时，我想“游”与文化之开拓是密不可分
的，果能合一处，对人才之崛起好处很
多。纵观古今中外，大人物必定会有一
场非凡的旅行。

中国是旅游大国，遍地是资源。人
们早已把旅游当成生活中一项重要活
动。但我以为今天，游不在多走多看，人
生精力有限，“游”的兴趣点应在“悟”。
若能在一山一水一景之间体察到宇宙万
物变化，人生真谛，才算是有价值的。伊
朗诗人萨迪说：“旅游是一条到达天宇之
路。”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无不是在旅
行中开拓自己，铸造了辉煌的人生。

孔子 55 岁离开鲁国，开始长达 14
年的诸侯国周游，68 岁才得归来。这
样长期的游历，终于使他在思想境界
上达到了“耳顺、从心所欲、不逾
矩”，让他一颗心彻底静下来，进入

《诗》、《书》、《礼》、《易》、《乐》、《春
秋》 六经的编辑整理工作。这项千秋
大业的完成，为中华文化、世界文化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倘若没有这 14 年
的漂泊体悟，他是绝不可能成功的。

司马迁20岁开始游历天下，“南游江
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
分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
归”。司马迁青年时代的这次壮游，连续
有3年时间，搜集了大量散失在民间的史
料，为《史记》一书的纂修做了扎实的准
备工作。他宽博雄肆的文笔在旅游中形
成。可以设想，没有这几年的漫游，是不
会产生那千古不朽的《史记》。

诗人杜甫被誉为“四千年文化中
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
彩”。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后，他开
始流浪，也可以说是旅游，创作了“三吏”“三别”“北
征”等诗篇。漫游让杜甫颠沛流离，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
深刻认识。大诗人仅仅有才华是不够的，旅行开拓了诗人
的襟怀，确实得到“江山之助”。

近代学人有大抱负、大胸怀者不能不提——康有为。在
1904年，他乘船渡印度洋进入地中海，半年中游历了意大利、
瑞士等欧洲11国，1905年又自加拿大游美国。他考察议院制
度，撰写了《罗马沿革得失》一文，成为我国对国民政治全面
研究第一人。康有为游历海外7年，所得之结果，是他晚年政
治思想、学术体系成熟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五四时的著名学者刘半农，在欧洲有 5年的游学经历。
那几年欧洲生活之艰苦，可真算是“穷得淋漓尽致”，终于
完成《四声实验录》，还在伦敦写出了流传久远的白话新诗

《教我如何不想她》。他又抄录散失海外的敦煌文献，1925
年编成《敦煌掇琐》。刘半农作为学者、诗人，最重要的著
述，都是这五年在欧洲完成的。没有这次赴欧之行，他的
成就就无疑减色不少。

伟大人物一生中，必定要经历一次伟大的旅行。我这一说
法，最让人信服的，是英国著名的学者达尔文在青年时代，在
贝格尔舰上，长达5年的环球考察，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位伟大
学者的不朽著作与旅行结合最传神的写实。1831年9月，达尔
文说服父亲，登上贝格尔舰。事后达尔文说：“在贝格尔舰上
的5年，比在大学里呆上半个世纪更有价值，它决定了我的整
个事业。”在5年的考察中，达尔文一共写了26本日记。1859
年，正是在这些日记的基础上，《物种起源》发表了。环球考
察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

现在人们总是为兴趣、
或是减轻生活压力而出游，
很少有人能从人才学、成功
学、或心理学角度去进行有
意义的旅行，更无人将每一
次旅行与一生的事业联系起
来考虑。我想从大人物的旅
行中，我们会悟到更多。

名
人
大
家
必
有
一
场
非
凡
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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