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1.5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旅游天地 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

2018年12月7日 星期五

旅游，自然风景人文风情固然重
要，但美食却往往最容易打动游客的
心。我喜欢柳州，源自那碗酸酸的辣
辣的又有点儿臭臭的螺蛳粉。螺蛳的
味道从古到今已在柳江两岸弥漫了两
万多年。螺蛳粉就是探寻柳州味道最
好的开始。

每次来到柳州，空气中弥漫的螺
蛳粉那股味儿都刺激着我的味蕾。当
地朋友教会我如何“嗦粉”，嗦是吃
的意思，形象表达出了吃粉的声音和
享受美味的满足。螺蛳粉讲究辣、
爽、鲜、酸、烫，软韧爽口的米粉加
上花生、油炸腐竹、萝卜干、辣椒
油、青菜等佐料，当然最重要的食材
是酸笋和酸豆角，这两味可是螺蛳粉
的灵魂。因为热播纪录片 《舌尖上的
中国》 介绍了酸笋，一夜间螺蛳粉成
了网红。大街小巷的螺蛳粉店更是迷
倒了千万老饕。

嗦粉过后，齿留余香，意犹未
尽，别遗憾，柳州螺蛳粉之旅才刚刚

开始。在中国人看来，美食不仅仅满
足口腹之欲，更是在品味一种文化。
今年初，螺蛳粉产业园里的柳州螺蛳
粉饮食文化博物馆开门迎客，向游客
展示螺蛳粉的前世今生，令爱好者拥
有美好的体验和记忆。

柳州是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最早食
螺的地方。博物馆的展览首先为游客
呈现出一幅悠久漫长的历史画卷，从
两万年前柳州白莲洞的柳江人开始食
用螺蛳，到街边的螺蛳粉摊、骑楼内
的螺蛳粉店、现代螺蛳粉连锁店。改
革开放后，柳州形成螺蛳粉行业。
2008年，经过30多年发展的“螺蛳粉
手工制作工艺”，入选广西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近些年，又发展壮大成
为产业，随着袋装螺蛳粉的问世，螺
蛳粉从街头小店走进工业园，实现工
业化生产，并成为“网红美食”。

博物馆有探·螺蛳粉之源、观·螺
蛳粉之路、品·螺蛳粉风味、谋·螺蛳
粉大业四大展区，从螺蛳粉的历史渊
源、发展历程、制作工艺、产业发
展、未来畅想等几方面展示螺蛳粉文
化。互动区最受游客喜爱，可以体验
亲手制作螺蛳粉的乐趣，还能品尝正
宗的柳州螺蛳粉。

旅游是让海内外更多的人爱上螺
蛳粉的最佳途径。一碗螺蛳粉吸引了
八方来客，美誉度越来越高。如今，

螺蛳粉与旅游融合，成为旅游吸引
物、旅游纪念品。螺蛳粉已成为柳州
工业旅游的新亮点和游柳州必买的手
信。一座城，一种味。螺蛳粉是柳州
的味道，是柳州靓丽的名片。

一碗螺蛳粉撬动了相关的产业
链。据了解，柳州螺蛳粉从现煮堂食
到袋装速食，从柳州的街头巷尾走向
全 国 各 地 和 海 外 ， 迅 速 成 为 “ 网
红”。自 2014 年底至今，袋装螺蛳粉
生产企业从 1家迅速发展到 82家，出

口企业 7 家，品牌 200 多个，2017 年
袋装柳州螺蛳粉产值达30亿元，出口
达 30 万美元，柳州螺蛳粉网店 10224
家。全国实体店铺超过8000多家，在
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开有实
体店。目前，柳州螺蛳粉在全国电商
平台米粉特产类销售量排名第一，成
为全国“网红”小吃。据悉，柳州未
来将打造螺蛳粉特色小镇，把一批螺
蛳粉工厂企业创建成“国家工业旅游
示范点”，继续丰富柳州的工业旅游。

世界旅游联盟招待会近日在北京举办，23 个
驻华使馆、24个境外旅游机构驻华办事处、53个
世界旅游联盟境内外会员单位、世界银行、中国
国际扶贫中心的代表出席。

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段强在致辞中说，经过一
年多的发展，联盟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举办的活
动得到高度赞誉及广泛认同。世界旅游联盟呼吁
全球旅游业界应当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深入
发掘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资源与动力，
共同应对全球旅游业的机遇与挑战，践行旅游业
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说，乌拉
圭高度重视与中国建交 30 周年来，双方在旅游、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非常希望未来能通过
世界旅游联盟增进双方交流，促进旅游繁荣发展。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发展最快、关联
最广的综合性产业，是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人文交
流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加强民间沟通，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近年来，世界旅游业发展引人瞩目，全球
国际旅游人数连续8年增长，拉动消费，促进就业，
对引领全球经济复苏、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界旅游联盟于 2017 年 9 月在中国成立，是
由中国发起成立的第一个全球性、综合性、非政
府、非营利的世界旅游组织。目前，会员数量已
由初创的 89个发展为 165个，覆盖全球 36个国家
和地区，中国境外会员超过 60%。联盟已举办和
承办了包括“湘湖对话”、上合组织旅游合作研讨
会、中欧旅游年“欧洲蓝”点亮活动、世界旅游
投资大会、“旅游城市”对话会、大河文明旅游论
坛等一系列活动。第二届世界旅游联盟“湘湖对
话”将于2019年9月在中国杭州萧山举办。

“书法可以帮助你提升生活
品质、获得自信，追求平静，由内
而外地去欣赏这个世界。你的目
光将变得凌厉，你会观察蕴藏在
一笔一画之中的魅力。你还会爱
上中国古诗。”这是来自瑞士的王
安艺（Suni）对中国书法的理解。
她是浙江省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
法艺术学院 164 班在读本科生。
兰亭书法艺术学院日益受到海外
学子的青睐，现在不仅每年有外国
学生来绍兴完成书法本科学业，书
法学堂还走出国门，开在海外。

书法是绍兴文理学院的一张
金名片，海外“兰亭书法学堂”
受到热捧。作为首个“走出去”的
海外书法授课老师，兰亭书法艺
术学院董舒展老师被派往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进行书法教学。“当地
学子踊跃报名，超过预期人数，最
后不得不增设一个班级。”她说，
由于书法课程很受欢迎，开课后，
仍旧有学生陆续报名，插班学习。

2015 年开始，绍兴文理学院
在海外陆续设立“兰亭书法学
堂”，目前已在新西兰、瑞士、俄罗
斯、加拿大、意大利设立海外“兰
亭书法学堂”。“中国书法是一种
优美的艺术。”加拿大高贵林市教
育局局长 Patricia Gartland 女士
说，在高贵林市开设“兰亭书法学

堂”，将让当地中小学生更好学习
中国书法，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在意大利摩德纳大学，“兰
亭书法学堂”的书法课程被作为
硕士研究生的学分课程，列入培
养计划。当地学生把学习书法课
程作为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途
径，在学习书法中理解汉字，学
习中国文化知识。

海外“兰亭书法学堂”方兴
未艾。现在，兰亭书法艺术学院
每年派出老师到海外进行教学。
为此，学校在教学上大胆改革，
如全校开设书法公选课、在新生
中设立书法国际班等，做好专业
人才储备。为满足更多学子的求
学要求，学校还将推出传统课堂
与互联网教学相结合的新模式。

除了走向海外，兰亭书法学堂
也欢迎国外学生来校学习。2016年
9月，兰亭书法学堂迎来第一批国
际生：瑞士学生安艺、梅芳和韩国
学生林花荣，她们在这里完成为
期4年的书法专业本科学习。

现在，兰亭书法学堂已接待来
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人
次的国际书法爱好者学习、参观、
考察。今年，兰亭书法艺术学院又
开始招收培养书法方向专业硕士
国际生。今后，将每年都有海外学
生从兰亭书法艺术学院走出。

本报电（王华婷） 近日，由
中国旅游协会主办的“中国服
务”·旅游产品创意案例发布及
创新大会在北京举行，旨在助力
旅游供给侧改革，促进广大旅游
企业打造出更多更好的旅游产
品，解决旅游发展中不平衡不充
分的问题，持续提高服务供给的
质量和效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提升全行业的国际视
野，促进跨界合作。旅游业通过讲
述“中国服务”的故事，向世界展
示中国形象，弘扬中华文化。

中国旅游协会征集了 144个
案例，反映了近年来广大旅游企
业在供给侧改革创新中的最新成
果。在这些案例中，故宫博物
院、高德地图、微信支付、一嗨
租车、中国金钥匙、莫干山旅游
风景小镇、美团大众点评网和苏
州诚品书店突出体现了“中国服
务”的内涵，在实现文旅融合、
传播中华文化、将高新技术应用
到旅游产品以及持之以恒地践行

“用心服务”等方面具有典型性。
2017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为51.6%，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 58.8%。这是近
年来国家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升
级取得成效的重要指标。打造

“中国服务”品牌，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成为中国
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的使命。中
国旅游业将积极探索“中国服
务”内涵，推动“中国服务”落
地，打造品牌集群，提高质量水
平，拥抱新技术，不断创新服务
模式。

会上，中国旅游协会与故宫
博物院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双方
将在文化旅游传播、数字化建
设、文创产品开发等方面展开合
作，共同打造“中国服务”标杆
产品，共同挖掘历史文化元素，
研发旅游文化精品，整合旅游文
化资源，提升文化内涵，提升产
业价值，获得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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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书法：
绍兴递向世界的新名片

本报记者 顾 春

旅游业打造“中国服务”品牌旅游业打造“中国服务”品牌
柳州螺蛳粉

柳州螺蛳粉饮食文化博物馆内展示的螺蛳粉走遍世界

世界旅游联盟招待会代表合影 世界旅游联盟秘书处供图

十月中旬，我到安徽宣城盘桓两
日。宣城留给我的印象是一抹苍苍的
翠色。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七下宣城，
每次逗留甚久。

刚进入宣城市区，我就被它的满
城绿树所吸引。举目所见，街巷两边
郁郁葱葱，让这座小城显得安闲平
静。我不用深呼吸，都能闻到一种较
浓的花香，大概是桂花香。

第二天，几位友人陪我去泾县。
出城区不远，就见一脉青山绵延伸向
远方天际。友人告诉我，这就是李白
千古名篇 《独坐敬亭山》 的敬亭山，
顿时令我浮想联翩。在我想象中，敬
亭山应该是一座高峻挺拔的孤峰，但
实际上它是一座绿树葱茏的长山，像
一道城垣一般横亘在宣城的北部，所
以李白又有诗句：“青山横北郭”，一
个“横”字虽简单，却十分准确。敬
亭山虽不大，但经李白一咏便成为天
下名山、诗山。到现在，全国性的诗
会年年仍在这里召开。陪同我的友人
都是当地乃至全国颇有些名头的诗
人。李白的又一句诗：“今古一相
接，长歌怀旧游”随即涌于心间，深
叹大诗人岂虚言哉？可惜的是，因为
时间关系，我们也没有进入敬亭山景
区，只是站在山下眺望，不由揣测，那
葱茏的绿树当中会有些什么呢？深壑
瀑泉、孤亭、断崖、野径、清溪……或许
都有吧，但因无法亲临，只能凭空想
象，这倒让敬亭山在我心里保持了一
种神秘。

从泾县回来，我撷取了满怀的山
野风光和质朴醇厚的民风，久久沉浸
在所到之处见到的野卉、丛林、民
居、古巷等组成的一幅幅画面中。

这一晚，我在宛溪河畔散步，走
过一道幽静的长廊，东边是一座灯光
璀璨的大桥，据说它就是凤凰桥，当
然这座早已不是古代的那座了，不知
是否还会倒映在宛溪水面而成“双桥
落彩虹”的绮丽景色。另一座是济川
桥，我不知它在何处。

没想到，宣城跟我的缘分不止于
此。翌日清晨，昨天陪同我的一位诗

友潘君邀我去城里转转，我欣然前
往。我们来到鳌峰公园，这是一座开
放式的公园，缓缓的丘岗和稀疏的树
木，一眼望去，并不见有特别的景
致。据潘君介绍，这里过去是陵阳
山，地势较高，所以称鳌峰，过去还
有一堵土壁濒临宛溪，势甚峻峭，现
在只在坡岗下见到一块巨石，上刻

“鳌峰赤壁”四字。我与潘君感叹，
大自然与人间一样，陵谷变迁，一刻
也没有停止，难怪我们再也看不到峰
峦和赤壁了。边说边走，我们登上了
一座亭台，四下望了望，公园外，街
巷纵横，行人车辆络绎不绝，让人感
觉到时间永不停驶，而人间的生活也
在一刻不停顿地向前推进。

出了公园，我们前去参观宣城市
博物馆。正门是一道城墙式的徽州建
筑，白墙有多层檐角，仿佛一只大鹏
鸟徐徐张开巨型翅膀。门前立一古人
塑像，原来是古代著名数学家梅文
鼎。潘君告诉我，宣城梅氏是一大家
族，人才辈出，让我领略到宣城文化
积淀的深厚。进入馆内，我们正赶上

这里举办文物展，其序言说：“宣城
历史悠久，早在80万年以前，就有原
始人类在境内水阳江流域生息、繁
衍。”80 万年，多么令人惊叹，而展
品中的一件件旧石器、新石器文物以
及历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物品，是那么
的古朴而精巧，证明这里的确是文明
开创之地，尤其是那宣纸展览，更凝
聚着宣城地区人民无比的创造智慧和
热情，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灿烂光辉
的一页。

看完文物展，我对宣城的文化历
史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下一个景点
——谢朓楼，让宣城在我心中再次绽
放异彩。因为我们从小就读到李白的
名诗《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通
篇都是名句；而尤其是“长风万里送秋
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
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人生在世不称
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更令人倾倒之
至。李白一生崇慕谢朓，他七下宣城，
大约正是因为“一生低首谢宣城”吧。
异代知己，精神联通，莫过如此，让我
们这后世来登此楼者也钦羡不已，仿

佛感觉到时间的长河顺流而下，而源
流本为一体，是斩不断的。据说，历史
上谢朓楼多次重建，今天的谢朓楼建
在陵阳山上，高大巍峨，有两层，每层
都是翘壁飞檐，翼然若飞，而又巍然踞
立于地。楼顶上有龙角式建筑，两角
中间尖顶耸立，颇具气象。我们从宽
阔的楼前广场拾级而上，进入楼内，在
一层欣赏历代文人咏写此楼的名作；
登上二楼，凭栏远眺，满城苍烟翠色如
画卷展开，既奔来眼底，又驰往天边，
不禁心生感慨：不管历尽多少沧桑，一
个地方的灿烂文化正如眼前的翠色一
般，是无论如何抹不去的。

从谢朓楼上下来，潘君又带我赶
往梅尧臣故居。这也像是一个偌大的
公园，有多处建筑，可惜我已经来不
及细细观赏。潘君向我介绍梅氏家族
的历史和名人：梅尧臣 （字圣俞） 在
北宋开一代诗风，他的塑像后面建有
一道屏风式的壁垣，上面刻的是宋代
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名文 《梅圣俞诗集
序》。 我 和 潘 君 齐 声 朗 读 了 这 篇

“序”，当读到“盖世所传诗者，多出
于古穷人之辞也”，和“盖愈穷则愈
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
工也”，我们的声音愈发大了起来，而
心中却生起一丝悲凉：谢朓、李白、
梅圣俞……或命遭不测，或不遇于
时，可能在当时，人们并没有真正认
识到他们的价值吧。这样想着，我们
又来到梅尧臣墓前，采下一束青草野
卉放到他的石碑前，向他致以崇高的
敬意。

走出梅氏故居，我不禁回望身后
的草绿树坡，仿佛要把这一抹苍苍翠
色挹进心底，带到我所在的北国都
市，让它在我的斗室里，在我的案
前，在喧嚣的城市中，给我带来一片
青葱与生机……

宣 城 揽 翠
李 成

行天下宛溪河 来自宣城市政府网

敬亭山风光 来自宣城旅游政务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