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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奇异的经历，却让我终身
难忘。我和一群孩子，具体说是一群少
数民族的孩子，在广西与越南的边界上
相聚。我们用界河清亮亮的水，擦洗一
座标号为 1346 的界碑。这是一次奇特的
经历，我的脖子上带着一条崭新的红领
巾，手上是一个青色的竹筒。

一大早便向边境赶去，途中休息时
遇到倾盆大雨，雨大的让你无法打开窗
户。但很快雨就停了，像一个调皮的孩
子跟你开玩笑。我们所去的地点是一座
有百年历史的小学。这所小学叫那良镇
滩散小学，旁依北仑河。北仑河是中国
和越南的一条界河。到达小学的时候，
我们先参加升旗仪式，唱国歌。孩子们
给我戴上一条崭新的红领巾，这已经是
我无数次的在小学校里戴红领巾了。但
是这一次感觉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
呢。因为我参与了很多活动都是在城市
里。唯独这一次是在边疆，在这所小学
校的图书室里，我看到了一座界碑，仿
制的历史界碑，上面写着“大清国钦
州”。

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了当年一段经
历：那是在遥远的 1976 年，我和边防部
队的几个战士一起出发看界，或者叫勘

界。这是边防军人的特殊用语，是查看
边界的简称。目标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麻栗坡县的辣子寨。出发时顶着
浓雾和稀疏的小雨，山路滑的像一面泼
了豆油的镜子，由于山路太滑，不能再
走原路，于是选定山脚下的目标直冲而
下，逢坡跳坡，遇坎过坎，从茅草丛和
包谷地里纵跳前进。我记得茅草地坚
硬，包谷地稀软，软硬兼施中，我们节
约了一个小时的路程。在向七号界碑攀
登时，发现了一个问题：七号界碑不知
被什么人砸毁，去向不明，只留下一个
埋界碑的石坑，像大睁着一只愤怒的眼
睛。我们走到箐沟内，见草丛里倒着一
座古老而残损的界碑。走下去一看，石
头界碑上的字迹清晰可辨。两行文字，
一行是大清国云南，另一行是大法国越
南，中文法文全有，只是年月日已经辨
识不清了。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才知
道这碑立于 1896 年。我和战
友们站在界碑旁，眺望远方
苍茫的云影山色。脚下的一
条 一 尺 宽 两 寸 深 的 小 小 水
沟 ， 这 条 沟 便 是 中 越 的 界
沟，神圣的边防线。界碑其
实是对方故意破坏的，他们
当时已经蓄意挑衅，掀翻了
许许多多的界碑。这方界碑
是历史的见证，早被他们扔
下了箐沟。界碑是祖国领土
的象征，在破坏界碑的同时
也破坏了中国和越南深深的
感情。所以，在我这次勘察
界碑两年后，爆发了自卫反
击战。

小学质朴的廖校长告诉
我 说 ， 学 校 有 500 多 名 学
生，大部分是瑶族、苗族，
偶尔也有京族。一茬又一茬
孩子护界碑，十几年一直如
此，这是小学校的一个标志
性符号。参加完升旗仪式，
我们走向 1346 号界碑。我拿
着竹筒，和小学生们一起走
到北仑河汲水，同时敲着竹

梆，擦拭界碑。擦了界碑，听瑶族女孩
廖婉萍讲一代又一代的小学生们护碑的
故事。我给孩子们讲了自己所经历的云
南扶起界碑的往事，顺便讲了哨所一只
老狗的故事。我告诉孩子们：你们在祖
国的边疆，离北京很远很远。但是这座
界碑的存在，使你们意识到祖国在自己
心中。护碑的经历，并不是每一个孩子
都能拥有的。你们将来会长大，会成
长，翅膀硬了之后会飞向远方，甚至飞

出国门。但是拥有了这份护碑洗碑的经
历，将成为你们记忆中的一个亮点，人
生中的宝贵财富，生命中的一份永远的
自豪。我祝福和羡慕你们。说完这番话
我和孩子们告别。

在吃午饭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女
孩儿戴着一条旧红领巾坐在我旁边。她
是饭店老板娘从婴儿期救助的一个小女
孩儿，滩散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她很漂
亮，眼睛又大又圆，看着我脖子上的崭
新的红领巾直眨眼，我把红领巾摘下来
系在了小姑娘纤细的脖子上，告诉她：
这条红领巾是北京来的一个爷爷留给你
的礼物，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你是护碑
的滩散小学的小学生。值得拥有这条崭
新的红领巾。

（高洪波，笔名向川。儿童文学作
家，诗人，散文家。现任中国作协副主
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先
后出版过《大象法官》《鹅鹅鹅》《吃石
头的鳄鱼》等20余部儿童诗集；《波斯
猫》《醉界》《人生趣谈》等 30余部散
文随笔集；《鸟石的秘密》《渔灯》等20
余部幼儿童话；诗集《心帆》《诗歌的
荣光》《诗雨江南》等。）

由中国旅游研究院与谷歌
中国联合主办的“2018年入境
旅游专题研讨会”日前在北京
举办。当前中国入境游已进入
回升通道，2017年入境旅游人
数为 1.39 亿人次，同比增长
0.8%，其中外国人入境市场同
比增长3.6%。过去，中国主要
靠差异化吸引游客，现在开始
靠美好生活和品质服务吸引游
客。现在有不少外国游客来中
国购物、休闲、度假、研学和
治病疗养。中国旅游研究院院
长戴斌表示，当代中国的发展
成就将会成为拓展入境市场的
吸引力要素。

目前，中国入境游的主要
客源国包括韩国、越南、日本、缅
甸、美国、俄罗斯、蒙古国、马来
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印度、泰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尼、德
国、英国、法国等国家。近几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入
境游客源市场结构中的活跃度
在持续上升。

谷歌和益普索所做的中国
入境游研究调查显示，2014年
至2017年，在外国人使用谷歌
搜索的中国城市中，上海、北京、

广州、深圳和西安连续稳居热搜城市前五，三亚、张家界、郑
州、福州、哈尔滨则是搜索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魅力在于历史悠久、名胜
古迹、东方风情、购物实惠和美食。调查显示，56%的外
国游客认为中国的独特吸引力在于“历史悠久”。在2014
年至 2017年间，外国游客最关注的中国文化元素是麻
将、十二生肖、太极、气功、刺绣、瓷器、中国龙、孔
子、三国演义等。其中，外国游客对手工艺术品和龙文化
的兴趣增长最快。美食也是外国游客选择中国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因素，点心、炒杂菜、炒面、火锅、麻婆豆腐、宫
保鸡丁是外国游客搜索率最高的菜单。

与会嘉宾对中国入境游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
要善于培育入境旅游新动力，把“中国梦”作为引领入境
旅游发展的战略动力；要让市场主体发挥新作用；要运用
文化和科技为入境旅游赋予新势能；构建入境旅游市场增
长新机制。

因为喜爱摄影，一起去冰岛拍极光；因为
热衷滑雪，相约瑞士铁力士山上飞驰而下；为
了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听一次音乐节、看一
场球赛、看一场展览，为了年少时念念不忘的
一首歌、一本书、一部电影，我们相约一起旅
行。有这样一群驴友，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而
结伴共同出游。

以兴趣为细分的旅游内容已步入大众视野。
不同的游客有不同兴趣，也会有不同的旅行“口
味”。无论是深海潜水还是冰川徒步，温泉旅行还
是远足摄影，都是源于兴趣，都会别有滋味。

运动达人杨敏刚刚参加完第十六届大连

国际徒步大会。不只在国内，杨敏为了参加马
拉松比赛去过济州岛和柬埔寨。她告诉笔者：
半程马拉松一般需要 2个多小时，全程马拉松
则需要 4 到 5 个小时，虽然跑步的过程略显枯
燥，但是赛道沿路的风景很美好，比如济州岛
的那次马拉松比赛的赛道沿海岸线而设，柬埔
寨的赛道则被安排在吴哥窟的风景区内。她
说：“我通常会在比赛结束后，同朋友相约在当
地旅游。兴趣游不仅可以让我们感受当地的
美景和风俗，还能够帮助参与者完成自己的计
划和梦想。我有一个朋友计划30岁前跑完100
场马拉松比赛，她现在已经完成了45场。我也

开始计划下一次的马拉松比赛和下一次的旅
游目的地了。”

兴趣旅游不只是年轻人的特权。老赵是一
位茶文化爱好者，退休在家的他最大的爱好就是
喝茶和研茶。去年女儿为他定制了一次云南茶
文化专项体验游。不同于一般的云南风景游，老
赵一行被安排住进了当地茶园，早上和茶农一起
去采茶，下午和制茶师傅学习如何制作茶饼，晚
上大家一起品尝自己亲自压出来的茶饼，探讨茶
味，切磋茶艺。老赵说：“我住的茶园有很多老茶
树，住在茶园的那几日很放松、很满足。我还认
识了很多懂茶的朋友，大家建了微信群方便平时

交流，我们计划着今年夏天再约游一次。”
兴趣旅游能够开启旅游社交，以爱好为目

标去旅行和因爱好来定制行程是非常美妙的事
情，无论你的爱好是什么，找到同好者都会有

“高山流水觅得知音”的感受，不要做普通的观
光客，要带着爱好去旅行。

兴趣是未来旅游市场最好的引擎，游客需
要有个性、有温度的产品和服务。相同的兴趣
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受众群
体，如果商家能够很好地挖掘特色主题兴趣
游，为游客提供完整丰富的消费体验，就可能
获得游客的认可。

上苍造物，奇绝万象。坐落在晋西北
黄土高原上的山西静乐，是一座历史文化
名城。地以文显，文以地彰。选入 《中国
名胜辞典》 的天下第一钟——悬钟石钟，
简直就是上苍这位魔幻大师最动情最富创
造力的经典之作。

悬钟山位于静乐城东 5 公里处，天造
地设，平地里陡然崛了起来，整个山势造
型活脱脱像刚刚从笼里蒸出来的一个馒
头，在馒头塔的中央，矗立着一块光溜溜
的巨石，远眺犹如一古朴凝重之悬钟。《静
乐县志》 里曾有记载：一曰此山为太上老
君失落之宝鼎，或曰为女娲补天之遗石，
但更多的传说是杨二郎担山所弃之物。春
夏秋冬，从此便有了悬钟山的传说。

悬钟山的岩石，被岁月之手抚摸得苔
迹斑斑，悬钟山的花草，被岁月之手抚摸
得暗香浮动。

初夏时节，我曾登上悬钟山，接受钟
石艺术的熏陶。身临其境，从山底仰视，
只见悬钟山雄踞于群山之间，而异于群
山，有一种“鹤立鸡群”之势，周围群山
全系黄土堆就，唯有这块钟石是由一整块
光丽可人的天然花岗石落成，使人不得不
叹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登山路更是一
绝，上山只有一条石阶路，宽不足一尺，
左边绝壁，犹如斧砍刀削，右边是悬崖，
稍不小心，掉下去，就会葬身谷底，越往
上走，路越窄，并且由先前的缓坡变成台
阶石，有几处必须是手脚并用，方可爬
行，从钟脚爬到钟顶，就好似从现代往远
古回溯，一步有一步的凝重，一步有一步
的感动，一步有一步的恍惚，一步有一步
的迷离。随着山势的逐级升高，会送来一
阵又一阵清风的凉爽和野花的馥郁，再加
之这块钟石与周围的天然之美、野性之
美、山间小溪之美相映成趣，置身这种景
象中，在短暂的时间里物我两忘，使自己
的身心与大自然拥抱在一起。

上到山巅，扑面会给人一种意想不到
的惊喜，原来山顶上竟是很平很平的场
地，很平的场地东面有三个并排的天然石
洞，步入洞内，内有石炕、石桌、石碾等

排列有序，颇似古人隐居之处。洞外有两
眼石井，似人工所凿，储以泉水，以供饮
用，真可谓一处具有独特风姿的“洞天福
地”。面峭壁，方觉石之奇妙，临深涧，始
得洞之险峻。好一个壮哉峭然的悬钟山，
采日月精华之秀丽，饮大地琼浆而壮伟，
于是便有了这岩石如磐的性格，便有了这
神话与真实的融聚，便有了过去与今天相
互辉映出的文化灵韵。

徜徉于石井之间，凡烟俗尘因清泉而
净化，漫步于石洞之中，真善美情随清风
而升华。扣峭岩而闻远古之回音，踏石梯
顿悟人生之真谛。钟石的多情，把一切都
陶醉了，我在钟石上跳跃，总怀疑是鹿在
绿草地上跳跃，平日的我，哪有这样的活
泼、灵动！站在悬钟山顶举目四顾，更是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便会觉得，
这儿的一花一草、一石一砖，无不充溢着
造化之奇、天籁之妙、流动之韵。置身此
景，谁能不感慨万千，一种“风光这边独
好”的豪迈之情，禁不住从心底油然而
生。况且夕雨春辉，秋风黄叶，布谷鸣

夏，白雪覆冬，装扮四季，雕刻年轮，更
是把悬钟山气势恢宏、坚忍不屈的品格一
览无余地展现到了极致。于是便有了钟石
那腾游时空的气魄，剪裁春秋的博大，使
睹者叹为观止，此时此刻，会使游人深深
感到，没有了悬钟山的凝重，人生将显得
何等轻飘，没有了悬钟山的险峻，人世间
将少了多少豪迈的攀登……

是钟石，滤尽了我的丑陋及因丑陋而
生发的自卑；是钟石，滤清了我的浊思及
由浊思带来的浮尘。人的生命在这里被还
原成石，还原成草，还原成花，还原成
风，没有半点做作和矫情……站在石顶，
顿感一股澄澈、晶莹的钟石文化的源头之
水，洗濯着我近乎迟暮之年的心田。

可见，晋西北有这么一个天造地设、
鬼斧神工的悬钟石，是大自然的造化，也
是人的造化，而能几度攀登钟石，则是我
的造化了。

哦，悬钟山，天地之大，时空之广，
流逝的岁月已将你雕刻成三晋大地上一块
闪光的绿色碧玉。

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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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波和那良镇滩散小学的孩子们一起洗界碑。

高洪波在1346号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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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游客跳竹竿舞 来自网络

晋 西 北 奇 观 ：悬钟山
张天柱

悬钟山悬钟山

带 着 爱 好 去 旅 行
杨诗瑶

游客在广西来宾市忻城县薰衣草庄园紫色花海中拍照。樊绍光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