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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的空间想象，充满了诗
意。譬如说“九天”，所谓九重天，这
是竖起来观察，一为中天，二为羡天，
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睟天，六为
廓天，七为减天，八为沉天，九为成
天，很像一串糖葫芦。如果摊开来研
究，又会是另外一个格局。古人心目中
的世界地图，仿佛一张平铺的九宫格。
九天者，“中央八方也”。什么叫中央和
八方，明代张岱 《夜航船》 有明确交
待，东方是苍天，南方是炎天，西方是
浩天，北方是玄天，东北是旻天，西北
是幽天，西南是朱天，东南是阳天，中
央是钧天。

说起来，中国当然应该在“钧天”这
个位置，中央代表着最大权力，逐鹿中
原，占中原者得天下。屈原在《天问》中
想不太不明白，“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
天之际，安放安属”意思是说，天既然由
八座高山支撑，为什么东南方向会矮一
点，天下这么大，四面八方又各“安放”何
处。其实在屈原的面前搁上一张世界地
图，事情就简单多了。

看中国地图，中国真正的地理中心
并不在北京。当年孙中山认为中国的中
心在武昌。

武汉人介绍自己的省份，喜欢强调它
地理上的中心位置。湖北是内陆省，与国
境线永远还隔着别的省份。也就是说，假
如边境是蛋壳，湖北是蛋黄中的蛋黄。湖
北人要出国，必须得经过一个省，再经过
一个省。形象记忆很重要，有了具体的空
间印象，你很容易就记住某个地方。

近日，我参观了江苏建湖的九龙口
风景区，东道主热情地介绍，说起地理
位置，九龙口位于江苏的中心。东西南
北中，中心不能随便说，要有事实依

据。一般说起江苏，要区分苏南苏北，
苏北太大，于是又可以再分为苏中和苏
北。九龙口在苏中，属于里下河地区，
这个定位仍然不够清晰。苏中区域也很
广泛，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与九龙口
隔得还很远。九龙口风景区最好的广告
词，莫过于强调江苏的中心，强调它的
不南不北不东不西。你不妨拿一张江苏
地图，在上面画个十字，中间那个交叉
点，基本上就是九龙口。

九龙口在建湖县，建湖名气小了
点，很多人不知道。举例说，外交部前
部长乔冠华是建湖人，而书上介绍，通
常只说盐城。建湖确实属于盐城市，大
家说起顾炎武，都说是昆山人，说起翁
同龢，都说是常熟人，昆山和常熟属于
苏州市，不会说这两位是苏州人。建湖
人提起此事，便心有不甘，一定要说明
白，要知道盐城管辖的地区很大，是江
苏城市地域面积的老大，差不多等于苏
锡常三地相加。

因此，说起建湖的九龙口风景区，大
家用不着去多想与盐城的关系。景区离
盐城市区也挺远，要说接近，它和任何一
个大城市都有距离。高铁正在修建，有
了高铁，想游览九龙口，距离将不再是问
题。未来，从上海从南京从徐州，都只不
过是一个小时路程。关键还是看这个地
方，有没有什么独到之处。

九龙口具有独特的地质面貌，竟然
有九条河在这交汇。水乡河道纵横，二
水中分白鹭洲，三河交汊四水相汇，本是
寻常事，像这样九龙戏珠，也可以算一
绝。一般人印象中，只有江南才是水乡，
不知道苏北里下河，同样也是不折不扣
的水乡，地势更加低洼，水患更加频繁。
作家汪曾祺就是里下河的高邮人，他笔

下的水乡风景，大淖，芦花荡沙家浜，菰
蒲深处晚饭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水韵
江南，很容易让人误会他是江南人。

自从黄河改道，里下河成为江苏最
贫穷的地区，在改革开放大浪潮中，贫穷
加上交通不便，使得建湖的九龙口保持
了原汁原味。很多年前，今天的周庄也
是因为交通不便，也是因为经济落后免
遭破坏，最后获得了非常好的发展机会，
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现在，保持着原
汁原味的九龙口，正以周庄的成功模式
打造自己，并自豪地向游览者宣告，此处
是老天赏给江苏的一块蛋糕。芦苇荡到
处都有，河道交错也很常见，目前能像九
龙口这样拥有大片湿地，拥有这样独特
的地质面貌，全世界只有三处，一处在建
湖九龙口，一处在美国，还有一处在印
度。

没去过美国，也没去过印度，在游览
九龙口的时候，无论在船上，还是站在岸
边，我都忍不住有些莫名兴奋，浮想联
翩。不知道未来的九龙口，会发展成什
么模样，发展肯定是硬道理，九龙口没理
由不与时俱进，然而面对大发展的美好
愿景，我还是会有些许担心。大家都知
道，九龙口这样的环境不可能再生，它与
历史遗存下来的珍贵文物一样，保护才
是最好的发展。当地政府已经许诺，要
站在一个高起点上开发九龙口，站得高，
才可能看得更远。要聘请最好的专家，
要千方百计地保护这里的生态，一定要
继续保持原汁原味。

没有去过很多年前的周庄，不知道
它未曾开发前的模样，但是我到过很多
年前的乌镇，到过很多年前的龙虎山，都
是在它们被开发之前。最初去乌镇，那
里还不通汽车，必须得坐船。说起来也

不遥远，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世纪
九十年代去江西龙虎山，我记忆中没有
一家像样的宾馆，我们住的居然是部队
的营房。白驹过隙沧海桑田，既然步入
高铁时代，大家显然用不着再担心不发
展，如果还有点不放心，那就是看九龙口
会如何发展。

我能给游客的建议就是，如果有可
能，不妨抓紧时间，现在就去看一眼九
龙口，看看它的原汁原味，看看它的原
始面貌。心动不如行动，旅游一定要趁
早，行走要果断，出门要坚决。现在交
通不方便，既是缺点，也是优点，玩起
来太容易，未必就有意思，很可能挺无
趣。到目前为止，知道九龙口的人并不
多，就像当年大家不知道乌镇，不知道
龙虎山，一旦高铁开通，一旦这地方成
为旅游热点，对真正的旅游爱好者来
说，可能已经悔之过晚。

最后说一说九龙口原住民，当地居
民大多姓潘或姓李，这两个姓氏的先人，
都是当年“洪武赶杀”，从苏州迁过来
的。过去有种说法，朱元璋为报复曾支
持过张士诚的苏州人，把阊门一带老百
姓，迁徙到荒无人烟的苏北，让他们开垦
种地，让他们捕鱼为生。这个说法不能
说没根据。事实上，明朝初年，不只是富
庶的苏州人被迁徙，那年头南京人更惨，
大量南京居民背井离乡，迁徙到更为遥
远的云南和青海，这些迁徙的痛苦轨迹，
史书上都有记载，很容易找到。

（叶兆言，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
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
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
小说编年》，长篇小说有《一九三七年
的爱情》、《花煞》，散文集有《流浪之
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
文》、《陈年旧事》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日
前联合举办《休闲绿皮书：2017-2018
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发布暨研讨
会。报告显示：银发群体已成为休闲
旅游消费市场的重要力量，发展老年
休闲旅游产业为提升老年人晚年生
活质量、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
供了有效的途径。

中国老年人休闲旅游出游频率与
消费水平较高。当前，老年人的收入
呈现多元化趋势，除了退休工资，还有
存款利息、投资红利及子女馈赠等，这
为老年人开展休闲旅游提供了重要条
件。老年人有充裕的闲暇时间，对休
闲旅游的愿望较为强烈。统计显示，
在外出开展休闲旅游活动的老年人群
体中，约有49.1%的老年人休闲旅游2
至3次，出游1次的老年人占38.4%，而
出游 4 次及以上的占 12.5%。就逗留
时间而言，老年人全年外出开展休闲
旅游活动的逗留时间主要集中在10天
及以下，而11天至20天的占24.9%，20
天以上的占13.5%。可见，老年人群外
出旅游频率相对较高，逗留时间相对
较长。

目前，老年休闲旅游以家庭出游
和跟团游为主，有73.9%老年人和家人
一 起 出 游 ，和 朋 友 同 事 出 游 的 占
48.4%。老人们希望通过休闲旅游来
增进亲情和友情，促进家庭关系和谐
和人际交往。老年人对乡村风情、都
市文化和特色民俗活动的休闲旅游内
容最感兴趣，以静、亲、慢为主，侧重于
传统型旅游产品和文化旅游产品。

老年人休闲旅游消费水平较高，
报告显示，老年人旅游消费在10000元
以上的占比为31.8%，市场潜力巨大。在老年人休闲旅游消费
构成要素中，总体消费水平最高的是餐饮，其平均消费额为
2295.1元，其次为交通，平均消费额为2120.7元，购物与住宿紧
随其后，而景区门票平均消费相对较低，这说明交通与餐饮是
老年群体休闲旅游消费的重头戏，老年人在休闲旅游过程中更
注重基本设施的舒适性。

休闲旅游服务环境的营造对于老年人开展休闲旅游活
动至关重要。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老年人热衷传统的“面
对面”式的咨询方式，对目的地的旅游标识和咨询中心的服
务更为重视。老年人对“点对点”的交通服务需求比较高，一
些城市开通的旅游观光巴士和景区直达专线就受到老年人
的喜爱。老年人对旅游安全保险有较高的认知，但对旅游安
全救援和医疗救助的感知度较低。

本报电 （沈姗姗） 中
国国旅与意大利卡拉布里
亚大区、坎帕尼亚大区、
普利亚大区、翁布里亚大
区这四个中南部大区，近
日全面开展旅游合作，向
中国游客推出一系列深度
游产品，为游客带来全新
的旅游体验。

意大利驻华大使谢国谊
表示，意大利非常重视与中
国的旅游合作。近年来，两
国旅游合作频繁，各领域沟
通交流蓬勃开展，此次意大
利驻华大使馆和中国国旅合

作，希望更多的中国游客关
注到意大利中南部地区的旅
游资源，能够全方位、多维
度、更深刻地了解到一个真
正的意大利。中国国旅董事
长于宁宁表示，意大利历史
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有着
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是
中国游客喜爱的旅游目的地
之一。值此中欧旅游年之
际，中国国旅与意大利驻华
大使馆携手打造一系列针对
意大利的深度游产品，将进
一步深化中意旅游合作与文
化交流。

本报电（记者赵 珊）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旗下的DUTY ZERO by cdf免税店近日在
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开业。该免税店由中免集团和拉
格代尔旅游零售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中免—拉
格代尔有限公司运营，在香港国际机场的入境及离
境大堂共设有8家店，主要经营烟酒和香港特色商
品。

随着中国出境游的持续增长，机场免税店也
成为中国游客主要的消费场所之一。中免集团总
经理陈国强表示，为满足中国游客的消费需求，中
免集团随着“中国人走出去的步伐”开始全球化布

局。随后，中免集团还计划在中国游客出境旅游
的其他热点区域开设免税店。免税店推出了“亚
太机场最佳价格”的定价策略，保证价格为亚太区
主要机场最低。游客还可以在11个购物互动体验
区了解酒的制作工艺，通过互动游戏了解产品等。

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林天福表示，DU-
TY ZERO by cdf 免税店的零售概念及服务，与
香港国际机场为旅客提升机场体验的理念不谋而
合。他期待该免税店能继续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旅
客带来优质的免税商品及零售体验，进一步巩固
香港国际机场作为国际领先航空枢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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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吉林 ::2222℃℃的夏天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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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免集团在香港机场开设免税店

内蒙古赤峰市提出建设“中国草原自驾游胜地”，近日向海内外游客发出邀请，夏季全家自驾游草
原。赤峰旅游向自驾游客推出了草原生态自驾旅游线、草原时尚休闲自驾旅游线、文化探秘自驾旅游
线、“草原丝路”文化自驾线、京津冀蒙千里草原大道和内蒙古自驾大环线 6 条精品自驾线路。

图为赤峰玉龙沙湖。 孙小双文/图

九龙口风光九龙口风光 来自新华网来自新华网

吉林延边风光吉林延边风光

炎炎夏日，避暑需寻得一个好去处。
去海边，享受浪花，让饱食阳光的海风驱
走酷暑的炎热；去山林，享受大自然的氧
气，让沁满甘露的空气净化燥热的身心。
在中国的东北，那个 22℃的吉林，拥有青
山绿水，蓝天白云，是人们的避暑胜地。

第四届中国避暑旅游产业峰会暨
2018吉林消夏避暑全民休闲季近日全面
启动。吉林的夏天，拥有中国最好的生
态，被誉为天然氧吧。原生态的山林拥有
满族与朝鲜族的深厚文化底蕴，游客可以
来此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又了解各色丰
富的民族历史文化。长白山是东北最高
峰，又是世界名山，海拔优势使它地貌极
其丰富，构成了欧亚大陆北半部生物分布
的缩影。余秋雨曾在《长白山歌》中写道，

这里是全世界最稀缺的生态天堂。
吉林四季分明，山青水绿，森林覆盖

率达 44.3%。春踏青，夏避暑，秋赏红叶，
冬观雪。夏季气候当属全国最优，山中度
假，林间避暑，城里休闲，水上娱乐，民俗
美食。自然风光与人文气息，都非常适宜
人们来此避暑休闲。

我来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走进通往
长白山的必经之路的金达莱村，村民
100%都是朝鲜族。在这里，我们在朝鲜
民族风格的乡间小路上散步，品尝他们的
传统宫廷美食，感受传统朝鲜族的地暖，
观赏朝鲜族特色舞的篝火晚会，我真的体
会了一把入乡随俗的极致享受。村中有
民俗工艺文化馆，小酒馆，老歌厅，民俗小
吃店，酱汤馆，豆腐坊。村子里还留有苹

果梨之父的故居，讲述培育苹果梨的经过
与成果；有林尚沃老人故居，讲述朝鲜族
制作的工艺。

长白县的马鹿沟镇果园村，也是一个
独具特色的朝鲜族民俗村镇。比美食美
景更具有特色的是这里靠边境，可以看到
对面的朝鲜。 当我走在这座边境的世外
桃源的小路上，经过一砖一瓦可以闻到古
老乡土的气息。山间村落都笼罩在水雾
里，呼吸间都觉得身心被凉爽浸透。

每天清晨走出屋子，都呼吸着带有植
物清香和露水的湿润，清凉的环境使我忘
记现在已经过了小暑。在前往长白山天
池的上山路上，可以明显感觉气温的降
低。随着海拔的升高，沿途的植物逐渐稀
疏，从茂密的树林渐变成灌木丛，最后是
一片灰色的土地。山顶不只是凉爽，而是
特别冷，冷得令人感到痛快。呼吸到鼻腔
里的空气都是刺激的，冰凉的。虽然在通
往天池观望台的路上，有工作人员发放厚
棉袄，看着非常暖和，但我更愿意尽情体
会一下此刻的冷。想着回到北京，又是蝉
鸣燥热，就很珍惜这沉浸在冰冷水雾中的
短暂时刻，我尽可能多吸收一些长白山的
冷气，冰镇一下曾被炎热夏天折磨的身
心。感觉在盛夏之中，能够躲进冰凉潮湿
的山林中乘凉，是最幸福的。

吉林有着非常凉爽的气候和壮丽雄
美的山河风光，充满民族文化的旅游拓
展让人们感到愉悦和舒适，观赏大气磅
礴的长白山和梦幻般的天池，可以领略
到当地的民族风情，漫步清凉的鸭绿江
周边，邂逅当地街市中人文的气息。

22℃的吉林夏天，走在凉爽的风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