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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世界杯揭幕战开始前，我
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馆外看到一群中
国球迷聚集在一起，举着中国国旗，高呼

“中国队加油，我们等你！”上前询问才得
知，这一群球迷本不认识，看到彼此都拿
着中国国旗，“确认过眼神，都是中国
人”之后，就聚在一起为中国加油。

类似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作为人民
日报驻外记者，我有幸在世界杯开幕之前
来到俄罗斯，体验足球带给全世界球迷的
激情与热血，感受中国球迷这份沉甸甸的
期待。

精致的小心思

很多人对俄罗斯的印象源于“战斗民
族”这样的称呼，觉得俄罗斯人像熊一
样，体格强健、块儿头大，有一种不怒自
威的距离感。但其实，真正接触之后才会
发现，他们身上有憨厚可爱的反差萌。

世界杯开幕之前，我曾采访了一位俄
罗斯球迷罗曼，问他是否担心外国球迷初
到俄罗斯会有不适感，他“委屈巴巴”地
说：“我很希望有更多的外国球迷来到俄
罗斯，亲眼看看这里，他们会发现，俄罗
斯并不是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

确实，为了展现一个热情好客的东道
主形象，俄罗斯努力张开怀抱拥抱全世界
球迷，用出了一百二十分的热情：城市地
标性建筑和交通枢纽周围设置了志愿者中
心、11座比赛城市都开辟了专门的足球广
场、一些画廊和博物馆对球迷免费开放、
持球迷护照可在比赛日免费乘坐公交、比
赛期间各个赛事城市举办美食节……

莫斯科红场，作为世界著名的景点和
建筑群，这里总是游人如织。世界杯期
间，来来往往的各国球迷与游客，可以看
到红场上建起了一个足球公园，只要在线

注册申请，球迷就能在这座俄罗斯最重要
的广场上参与一场微型“世界杯”。

体育场馆附近区域更是动用了很多巧
思。场馆周围安排有乐队演奏乐曲。附近
的地铁站出口处，设置了英姿飒爽的骑
警、青春活泼的志愿者，负责保证安全、
维持秩序。每当有球迷经过，志愿者都会
跟他们热情击掌，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
来个舞蹈互动。

还有一类特别的志愿者，他们“站得
高，看得远”，踩着高跷提供指引和疏导
服务。波兰对塞内加尔的小组赛开始前，
我正在斯巴达克体育场馆外采访球迷，就
有这样一位“高海拔”志愿者突然走到身
旁，本来以为是要检查证件，往外掏记者
证的时候抬头才看见，原来是突然滴起了
雨滴，志愿者为我撑起了一把伞。

大大咧咧的“战斗民族”准备了这么
多精致的小心思，这份用心让球迷收获了
很多感动。我在红场上，就看到有哥伦比
亚球迷举着旗帜，上面写着“感谢俄罗
斯，我们来自哥伦比亚”。因为这场盛
事，各个国家的球迷聚在一起，虽然大家
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巨大，但是足球让大
家成为了兴趣相投的朋友。

如此热烈的足球氛围

在莫斯科，无论是不是比赛日，都有
节日般的游城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身着民族服饰，手持各国国旗，在大街小
巷载歌载舞。这个夏天，球迷的身影，成
为这座城市最亮丽的风景线。

世界杯赛程已近尾声，我在比赛场
馆、球迷广场、饭店等各个地方尝试了不
同的观球方式，但却收获了同样的体验，
那就是热烈。在波兰对阵塞内加尔的小组
赛上，塞内加尔球迷虽然只占据了观众席

小小的一角，但是加油的声音却响彻全
场。他们身着艳丽的民族服装，在接近两
个小时的比赛时间里，跳着整齐的舞步、
挥舞着手臂、为场上球员喝彩，一刻不曾
停歇。

因为是家门口的比赛，俄罗斯球迷的
热情也丝毫不逊色。在麻雀山球迷广场观
球时，深刻感受到，俄罗斯队每一个进球
都是平地一声惊雷，每一次胜利都能让莫
斯科整个城市陷入沸腾。

在俄罗斯取得揭幕战开门红之后，球
迷广场上几万人共同高唱俄罗斯国歌，歌
声嘹亮整齐，场面非常震撼。一直到深
夜，大街上还都是披着三色旗的俄罗斯
人。西班牙与俄罗斯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
赛上上演点球大战，据俄媒报道，因为乘
客的观球热情太高，甚至致使索契与莫斯
科之间的航班延误了一段时间。后来，俄
罗斯队获胜，球迷们才唱着国歌安心起飞。

球员在绿茵场上奔跑、挥洒汗水，球
迷也用身体力行诠释着足球热情。墨西哥
球迷喜欢带着宽檐帽穿着特色服装，他们
一般会在比赛开始前三四个小时就到达体
育场馆开始唱歌加油；巴西球迷擅长使用
各种道具来装饰自己，喜欢吹小喇叭来加
油助威；阿根廷球迷则有很长的歌单和各
种气势十足的口号；冰岛球迷用“维京战
吼”震撼了全世界。

中国游客的足球情结

中国球迷，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
我们的足球情结。

我在卢日尼基体育场附近，遇到了组
团前来看球的中国游客，他们在莫斯科看
完比赛之后，还会租车前往下诺夫哥罗德

赶下一场。虽然舟车劳顿，但是能看到喜
欢的球队让他们觉得再累也值得。“千金
难买心头好”，球迷周宇栋告诉记者，现
在大家的经济条件变好了，来看球经济成
本不是问题。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称，中国公
民在世界杯期间办理的球迷护照数量排名
第二，中国球迷已获得 6 万本球迷护照。
这 6 万本球迷护照足以说明，足球在中国
是深受热爱的运动，有这样庞大的足球热
情在中国，我们足球的希望就在。

走近卢日尼基体育场，能够看到中国
品牌的展台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蒙牛展
台上的中国国旗十分显眼。展台工作人员
李想告诉我，经常有中国球迷聚集在这里
为中国队加油鼓劲。她回忆，开幕式当
天，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爷穿着龙之队
的衣服，带着一整个团队在场馆前合唱

《红旗飘飘》。很多中国人看到之后加入其
中，这个场景给李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就算这里不是我们的主场，但是只
要有国旗的地方，大家都愿意聚集起来。”

赛场上的激烈比拼，观众席上的加油
呐喊，赛事外的殷切期待，这一切，都是
世界杯该有的样子。

上图：中国球迷在俄罗斯观赛
左图：球场内的球迷

我在俄罗斯我在俄罗斯看世界杯看世界杯
本报记者 屈 佩文/图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在世界杯的带动下，足球
成为今年夏天最火的出境
游主题。在 《俄罗斯世界
杯 旅 游 趋 势 报 告》 中 显
示，今年6月，俄罗斯旅游

“世界杯”关键词热度环比
增长了 206%，因为世界杯
的带动，俄罗斯旅游热度
整体上涨了41%。

世界杯为何对旅游有
如此大的吸引力，其实不
难理解。首先，足球是世
界第一大球类运动，拥有
庞大的观众群，世界杯作
为足球顶尖赛事，必然会
成为各国球迷广泛关注的
焦点，中国球迷便是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
俄罗斯是方便中国游客观
赛的世界杯举办地，从北
京直飞的航班不到 10 小时
就可以到达莫斯科，不仅
如此，俄罗斯方面还推出
各种方便球迷观赛的政策，让中国游客更容易开
启一场世界杯观赛游。

近年来，因体育赛事带动旅游发展的范例层
出不穷。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让体育赛事为越来
越多的人所关注，并且，参与到体育运动中的人
也在与日俱增。中国许多地方举办体育赛事，全
国乃至世界举办的体育赛事十分丰富，并开始与
旅游相结合，赛事期间，各种旅游节庆活动更是
丰富多彩。

有一个朋友至今已跑过多场国外马拉松赛
事，我问他为何喜欢出国跑马拉松，他说：“出国
旅游总得找个由头，恰好我又特别喜欢马拉松，
于是，到一个不同的地方，跑完马拉松还能顺便
在当地逛一逛，是蛮惬意的一件事情。”

的确，赛事的举办会让一个地方能在短时间
内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比如，俄罗斯的索契，本
来在中国并不知名，举办冬奥会后成为中国人去
俄罗斯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著名体育赛事的举办
还会惠及周边，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中国游客不
仅会选择到举行比赛的城市旅游，也会探索其他
的城市，获取更为丰富的旅行体验。

但是，也应当看到，赛事毕竟是短暂的，如
何在赛后依然能够吸引到游客前来旅游，这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在赛事筹备及场馆规划阶段，就应该
将目光放长远，而不是局限于一次大赛的举行；
如果能够以赛事为契机，改善当地的生活和居住
条件，创造好的旅游环境，破除旧的弊病，这样
的城市在赛后同样具有十分的吸引力。

其次，对于很多比赛来说，场馆建设需要投
入大量的资金，赛后如何运营是一个令人头疼的
难题。而旅游恰恰能够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原有
的场馆可以开发成新的旅游景点供游客参观，也
可在场馆里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演出，成为
城市新的名片，丰富城市的精神特质。

通过赛事可以让更多的人走进一个地方，如
果想要大家爱上这
里，则需要高瞻远
瞩的规划和久久为
功的努力，需要将
赛事真正融入当地
人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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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光的流失中漫过千年的松溉古镇，是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重庆市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位
于永川区最南端的长江北岸。松溉古镇有着“一品
古镇，十里老街，百年风云，千载文脉，万里长
江”的人居环境之美誉。

走在老街一道道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上，清幽与
古朴的浓郁之风随之扑面而来。临街两旁一幢幢
明、清建筑风格的木瓦房，以及屋檐下挂着的一盏
盏红色小灯笼在江风中迎风摇摆，像是热情欢迎远
道而来的客人。

一波又一波四面八方而来穿梭在老街上的游
人，那一阵接一阵的清脆脚步声，宛如旧时在古镇
上，从各县境内运货至此时近千匹的马和骡子，在
大街小巷那熙熙攘攘，络绎不绝的踢踢踏踏脚蹄
声。

走在大街上，沿着鱼市口处的斜坡石梯而上，
与那幢矗立于古镇高地的永川古县衙不期而遇。此
县衙为现代仿古建筑，四个厅的地基石板如旧，前
厅衙门口还存留有一个垫木柱的油光石的圆墩，它
也是几百年历史的见证物。站在古县衙前厅环视，
有气象万千的豪迈之感：可见长江对岸的山峦起
伏，葱茏青翠；可观江水浩浩荡荡，奔腾不止；可
望见古镇人家炊烟袅绕，斜阳西下；还可听古巷中
的鸡鸣狗吠。

古人喜欢临水而居，临江而商，因商而盛；而

千年古镇松溉的变迁，正是见证了这样的历史轨迹。
在松溉综合文化站的那个宽大的舞台上，我们

经常可以看到当地富有地方特色的精彩文娱表演。
如经久不衰的经典川剧、动感优美的现代歌舞，还
有神奇的舞龙灯、打腰鼓与耍钱枪等民俗表演；以
及浓缩古镇精华的 《古镇更声》 等舞台剧目，让人
乐在其中，拍手称赞。特别让人振奋的是，古镇古
朴优美的环境，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电视、电影导演
们的青睐，纷纷前来松溉古镇取景。如电影 《望龙
门客栈》《古镇悬疑》《雾都神探之绝情箭》《心魔
方》 等电影，以及电视剧 《幸福照相馆》 都曾在此
取景拍摄。如今古镇以醉人的古风，丰富的人文历
史和美丽的自然景观，吸引游客前来游览。

系列专题片 《记住乡愁》 的热播，将古镇声名
远扬的“九大碗”美食，带给了海内外华人，向世
界传递着古镇独有的精神气质。

当前作为重庆1小时经济圈中的一员，松溉古镇
在不断蜕变中，受到越来越多游人的推崇和喜爱。
在假日或者周末时，邀约上三五几个朋友，漫步去
江边寻找那些造型和纹路优美的鹅卵石摆放于书
房，当装饰品收藏或观赏；有的也相约和家人一
起，坐江边快捷的过江船过河，去江对岸看看一路
沿途的美妙风景；还有的顺便和亲人们一起沿街慢
行，去城隍观音庙或玉皇观里祈福……

上图：松溉古镇全景

松溉古镇 千年遗韵
郑建伟文/图

盛夏之际，到内蒙古库伦旗来观
光旅游的游客多了起来。到库伦，安
代博物馆值得一看。因为它是全国唯
一一座以安代艺术、宗教文化为主题
的综合博物馆。

安代，蒙古族民间歌舞，起源于
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库伦旗；是“踏歌
顿足”“连臂而舞”“绕树而舞”等集
体形式的演变和发展，在库伦流传盛
行已有 300 多年，被誉为“中国蒙古
族第一舞”。

走进博物馆，别具特色的库伦民
族文化，令游客流连忘返。讲解员介
绍，库伦旗始建于 1646 年，有蒙、
汉、满、回等11个民族，其中蒙古族
人口占 56%。300 多年来，藏传佛教、
中原文明及北方游牧文明在库伦交汇
融合，铸就了底蕴丰厚、特色独特的
库伦民族文化。在这里，“昨天的地平
线——库伦旗历史文化陈列”，成为重
要看点。

早在 8000年前，在库伦这块热土
上，人们经营农业、烧制彩陶、琢磨
玉器，成就了兴隆文化、红山文化和
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
化。时至商周时期，东胡族创造出中
国青铜时期文化类型夏家店上层文
化。进入辽代，库伦成为契丹文化艺
术的宝库。最具代表性的库伦辽墓壁
画，以其精美向世人描绘出一幅契丹
贵族日常生活的图景，凸现了契丹贵
族的生活、风尚和礼仪，其中一、
二、六、七号墓壁画最为精彩，场面
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技巧之娴熟、
功力之深厚，为当今罕见，引起国内
外考古专家和美术界关注。

历史上的库伦旗以其政教合一而
闻名，从公元 1646年 （顺治三年） 清

廷赐西布扎衮如克为锡勒图淖尔济封
号起，绵延近 300 年，库伦政教合一
的制度经久不衰。兴源寺、福源寺、
象教寺三大寺雄居漠南。当时的库伦
寺庙林立，香火缭绕，梵乐震天，成
为蒙古民族的精神圣地。

观赏了“多彩库伦与昨天的地平
线”展示板块，领略了库伦独具特色
的魅力之后，在“神舞天韵——安代
历史文化展览”版块，游客能够更近
距离走近安代。听介绍，萨满教是蒙
古族古老的信仰，成吉思汗时期成为
蒙古民族信仰的主教，以祈求神灵保
佑、消灾祛病为目的的安代原是萨满
之一种，后来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仪
轨和完整的文化表达体系，并辐射到
蒙古贞和郭尔罗斯地区。

300多年来，安代在库伦生长、发

展、传播、绿色无垠的草原上，在钵
的引导下，大家放声歌唱、翩翩起
舞，郁闷的心情得到缓解，孤独的心
灵得到慰藉，信仰转化为对生活的热
爱和向往。透射出特有的生命美与感
染力。过去举办安代是请“萨满”巫
师驱鬼治病，现在成为蒙古族人民喜
爱的自娱性舞蹈。

时代赋予安代新理念新内涵，特
别是经过安代艺术家的不断完善与创
新。而今，活跃在库伦大地的激情安
代、草根艺术团、原生态安代队、老
年文艺队共有 500 多支，成为传播精
神文明、丰富城乡居民文化生活、传
播社会正能量的生力军。同时，安代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走向内蒙古
全区乃至全国，在国际国内连连获奖。

下图：安代博物馆中的展览

再现历史 耀见未来
——走进内蒙古库伦旗安代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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