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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南海之滨，有一个地形地貌
像反马蹄形状的地理单元，这就是粤西
的阳江市。这里背山面海，港口、土
地、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交通顺畅便
捷，山水钟灵毓秀。

近年来，随着南宋古沉船“南海Ⅰ
号”的打捞发掘，以及中国十大最美海
岛海陵岛的宣传推介，阳江这座新兴的
滨海城市，有如深山里飞出的金凤凰，
散发出越来越迷人的魅力。

漠阳江水养育大地

漠阳江是阳江的母亲河，也是广东
泾流系数最大的河流，像一条墨绿色的
绸带，绵延贯穿阳江境内的阳春、江
城、阳东，在阳东区北津港注入南海。

远古时候，漠阳江流域就居住着俚
人、僚人等古越人。据民俗学者研究，
古越语中，“莫阳”就是牛羊的意思，表
明古代漠阳江流域水丰草肥，是牛羊聚
居的地方。约在14900年前，原始人类就
住进了现阳春市陂面镇独石仔的洞穴
里，学会了人工取火技术。

我们的祖先一路走来，脚下的这片
土地也逐渐统合到华夏文明的大版图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 （公元前 111 年），
这里设高凉县，统领阳江、阳春等地。

在漠阳江源头——云雾山脉的大风
坳与五点梅峰山间峡谷，但见山涧水从
山坑处潺潺流出，蜿蜒绕山而行，流至
开阔处汇成河流。从这里起步，漠阳江
源头水穿越玉溪三洞、凌霄岩，再穿越美
丽的春湾、春城，一路南下，过岗美双
捷，穿越江城，浩浩荡荡奔流至海……

走进这片水墨般的土地，满眼皆是
原始古朴的风貌，遍布江湖、森林、草
地。这里有野生植物650多种、野生动物
100多种，杜鹃红山茶、猪血木等是国家
一级保护植物。中游为狭长的河谷盆地
和小平原，石山簇拥，湖山相映，被誉
为“百里画廊”。国家地质公园凌霄岩洞
是画廊上的一颗明珠，其喀斯特地貌胜
景，极尽鬼斧神工之妙，被誉为“南国
第一洞府”。漠阳江与蟠龙河汇合处，有
一座四季如春的安谧山城——阳春。处
处田园牧歌，小桥流水，如小家碧玉，

从空中鸟瞰，宛若一尊放大了的盆景。
顺江而下，从漠阳江中下游至出海

口，两岸沿海尽是肥沃的冲积平原。丰
沛的漠阳江水与珠江水交汇，吸引各种
鱼类汇集，阳江沿海靠珠江西岸边缘地
带成为著名的渔场。漠阳江出海口处，
河床宽阔，水势平缓。两岸鱼围、虾围
密布，黄鬃鹅、青头鸭成群，“鱼米之
乡”景象映入眼帘。

得益于水网地带经济发达，阳江还
是广东四大传统手工业基地之一。阳江
五金刀剪制作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产
量占全国总产量七成以上，出口占全国
八成，产品行销国内外。历史悠久的阳
江漆器制作，清末时已驰名中外，与小
刀、豆豉并称“阳江三宝”。

资源禀赋得天独厚

阳 江 的 自 然 资 源 得 天 独 厚 ， 山 、
海、泉、湖、林、洞遍布，岩溶地貌千
姿百态，地热资源众多，如春都温泉、
合山温泉等深受游人喜爱。阳江拥有丰
富的滨海旅游资源，有 26 处可供开发的
优质海滩。被评为“中国十大宝岛”的
海陵岛，天生丽质，海风漫卷，拥有大
角湾 5A级国家旅游景区，永久安放“南

海Ⅰ号”古沉船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
物馆就落户于此。阳东东平的珍珠湾、
阳西沙扒的月亮湾，一滩一景，各具特
色。

阳江的人文、历史景观同样不少，
有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的石觉寺，有始建
于宋朝的北山石塔，还有粤西著名的大
垌山净业寺等等。近年来，阳江新打造
了一批景观，如鸳鸯湖景区、金山植物
公园、阳江森林公园等，已经成为阳江
人钟爱的休闲场所。

漠阳文化古朴深厚、豁达包容、奋
发自强。这里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冼
夫人就是一位杰出代表。她一生致力于
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促进了岭南
地区的融合发展。“岭南画派”国画大师
关山月，每次作画落款时，都要题名

“漠阳关山月”。他于 1959 年与傅抱石合
作的巨幅山水画作，悬挂在人民大会
堂，毛主席亲为题句：江山如此多娇。
此外，书联家教育家邓琳、南国诗人阮
退之、辛亥革命志士李萁、著名语言学
家黄伯荣……他们都出生于阳江这片热
土，受到漠阳文化的熏陶和浸润。

从古到今，不少文人墨客过往阳
江，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联。明代戏曲
家汤显祖作客阳江时，留下“峰如眉黛

翠如环，破镜迷离烟雾间。昨夜双鱼何
处所，戙船多在海陵山”等诗句。1958
年陶铸考察海陵岛时，写下了“帝子南
来竟不回，海陵荒冢对斜晖。涛声漫诉
兴亡恨，风啸空增洋海威。且喜望天勤
水利，更惊穷垌养鱼肥。千斤亩产期明
日，一道长堤接翠微”的豪迈诗篇。

民俗文化多姿多彩

阳江也是书画工艺文化之乡。截至
目前，这里拥有国家级“非遗”名录1个

（漆器髹饰技艺），有国家级书法家 23
人，国家级美术家 8 人。在阳江，博物
馆、书画馆、奇石馆、音乐馆、诗歌馆
比比皆是，男女老少舞文弄墨，或弹或
唱，自以为乐。阳江还是中华诗词之
市、中国楹联文化城市。当地人喜欢吟
诗作对，民间赛诗赛联蔚然成风，逢年
过节作诗赋联喜添欢乐更是必不可少。

漠阳江两岸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
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俗风
情。在漠阳江中上游的高流河畔，每年
农历五月初四的“高流墟”日，会有八
方来客选购竹器及工艺品。每年端午前
后，民间自发举行逆水龙舟竞渡。阳江
人登高放风筝也有悠久历史，“南有阳
江，北有潍坊”，阳江享有“中国风筝之
乡”的盛誉。阳江的南海开渔节、书香
节、旅游文化节、咸水歌节和刀剪博览
会也都办得有声有色。

阳江美食，极受欢迎。山里有岗美
腊鸭、八甲唛菜、圭岗氹仔鱼、大八益
智果、红丰菠萝蜜、上洋西瓜荔枝、溪
头五彩薯，海边有“一夜埕”咸鱼、东
平鸡脚螺和将军帽、尖山蟹等等。当清
晨第一缕阳光洒向漠阳大地时，茶馆或
小店门“吱呀”一声打开，招牌小食猪
肠碌、狗脷仔、芋头糕出锅，香气在街
巷农家飘散开来。

徘徊江边，凝望奔流不息的滔滔漠
阳江，笔者感慨万千。处古越之地，积
千百年历史洗礼的漠阳文化，伴随着新
时代的步伐，与外来文化交汇碰撞，显
得传统又新潮。相信经过吸收和沉淀，
厚重多彩的漠阳文化一定会以她强大的
生命力和包容性，焕发勃勃生机！

高凉古韵 山海阳江
黄仁兴

为 助 推 金 东 文 旅 产 业 发
展，日前，由中共金华市委宣
传部、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
主办的“2018 金华文旅产业论
坛”在浙江金华市金东区举行。

论坛围绕金华市金东区文
旅产业发展、内容创新、消费
升级、浙商精神等主题，从宏
观层面解析经济发展趋势，分
享国际视野下的文化思考，解
读 新 经 济 环 境 下 的 创 富 与 营
销，剖析本土商业和文化的融
合与影响，为金东区构建“集
生态景观、休闲绿道、旅游观
光和文化创意为一体的美丽风
景线”建言献策。

论坛中，金东区人民政府
与中国诗歌学会就“艾青诗歌
基金会”达成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金东旅游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与黄山京黟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就畈田蒋村 （诗人艾青故
乡） 项目达成了全方位深度战
略合作，金东区招商局与新旅
界就引进项目、促进产业发展
达成了合作协议，三个项目的
签约为金东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奠定了基础。

金东区素有“浙江之心”的美誉，内外交通便
利、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美，人文底蕴深厚，
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金东区着力打造金华义乌都
市区中央花园、长三角都市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同
时，通过打造“艾青诗歌节”和“施光南音乐节”，提
升金东区的旅游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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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东区区长陈峰齐表示，以此次论坛为契机，金
东区将按照“农业园区景区化、景村一体化、旅游全
域化”工作要求，加快农旅、文旅等融合发展。

金华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悠久的历史和丰
富的人文资源基础，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寻得到

“乡愁”。金华通过“旅游+影视”“旅游+廉政 （家
风） ”“旅游+古村落”等模式对当地的旅游文化资源
进行开发利用。近年来，金华一直在探索“文化创意+
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模式，一方面，为旅游产品注入
文化灵魂和精神内涵，延伸旅游产品的深度和高度；
另一方面，将束之高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大众所接受
和喜爱的旅游产品，做大旅游文化产业。

金东区岭下镇坡阳古街

漠阳江风光 来自网络漠阳江风光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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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乳业以消费者为中心，在保障产品质量、提升奶源水平、满足消

费升级需求、推动创新引领等多方面开展数字化改造。蒙牛CEO卢敏放

在 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工业互联网”高端对话环节作主题

发言，提出“拥抱工业互联网 推动乳业数字化发展”。通过数字化改造，

蒙牛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了众多创新成果。

蒙牛在行业内率先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在产业链的上下游实现数

据驱动的“一杯好奶的智慧”。目前，蒙牛已实现所有原奶100%来自规模

化、集约化牧场。蒙牛构建了完备的牧场管理标准体系，并推动运用数字

技术使标准体系在各个牧场落地。蒙牛的全部奶牛都已经佩戴RFID电

子耳标，拥有专属健康档案，部分还配备了电子项圈等传感器。牧场通过

数据分析来设定并随时调整对奶牛的所有动作，包括喂料、挤奶、按摩等。

此外，蒙牛在行业内率先部署 LIMS-SAP（实验室管理与企业管理）

协同体系，让近百种型号、数千台检测仪器与整个生产体系形成有机闭

环。9道关键工序、36个监控点每天生成数十万份检测报告。系统可对

异常数据预警，全面控制安全风险，最大程度避免人为干涉；同时，也让产

品的一键式追溯成为了可能，充分保障产品品质与安全。

在下游，蒙牛积极探索销售渠道、终端管理和营销的智能化。2017

年，蒙牛同阿里巴巴以及阿里巴巴零售通达成战略合作，完善企业云，共

同探索智能货架和无人便利店，对蒙牛的销售渠道进行数据赋能和效率

提升。同年，蒙牛与京东合作，京东为蒙牛提供了更开放的数据和营销能

力支持，同时，利用区块链防伪技术提升蒙牛产品的追溯能力。

蒙牛乳业的数字化改造是集团新旧动能转换、振兴实体经济的一个

缩影，目标是推动乳业全产业链与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实现乳业

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面对这一任务，蒙牛牵头成立了“智能制造联合体”，探索出一套适合

乳业的自主、专用方案。2016年，蒙牛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目前，蒙牛已实现了质量控制、能源管控、研发、制造、物流五大板块的全

面智能化改造，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在改造过程中，蒙牛还锻炼了一支

“既懂乳业、又懂工业互联网”的人才队伍，为更高水平的乳业智能制造奠

定了坚实基础。

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现场，蒙牛明星款乳品悉数亮相，包括

全新升级的特仑苏有机奶、纯甄风味酸牛奶饮用型、蒙牛精选牧场纯牛

奶、面向年轻一代的ZUO酸奶等，吸引众多参观者品尝。在蒙牛集团“食

品安全质量实时监控平台”前，观众纷纷驻足询问，而全息投影、触屏式游

戏等也吸引了大量观众排队等待互动。

在工业互联网背景下，蒙牛将利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每头奶牛提

供伴随其一生的个性化照料。蒙牛的数字化质量控制将实现从牧场到市

场全流程无缝覆盖，防范食品质量问题发生的可能。每一个消费者都可

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订制牛奶、酸奶和冰淇淋。

在数字化的帮助下，蒙牛十年来实现了质量管控、制造优化、品质提

升等方面的飞跃式发展。下一个十年蒙牛将用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品

质管理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重塑世界乳业格局，打造全球领军品牌，推

动世界乳业数字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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