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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的夜色在店家们的打烊声中洒下。伙计们从小
巷里抱出一摞摞旧木门板，依次放在门槛中的木槽里，每
放一块，就会猛地撞击一两下，发出“笃笃”的声响。闭上
眼睛，你会觉得这声音好熟悉、好亲切，似乎是童年的记
忆，又似乎是影片中江南的旧日时光。一会儿，女人们拎
着拖把，到河边洗涮，上上下下，再用力甩向露出水面的青
石河堤，发出“啪啪”的拍打声；归家的乌篷船，摇橹的声
音，不紧不慢，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大樟树看着这幅

“暮归图”，乐颠颠地“沙沙”笑着。周庄的水乡韵味，我是
从这些城市中早已消失了的声音中品到的。

周庄的夜晚真美，我相信一定有一位灯光大师，为周
庄设计了如此动人的晚妆。这边，桥头一盏黄竹灯，描着

“周庄”或“古镇”的红字，似乎在招呼着夜归的人，到家了，
到家了！那厢，檐下一串红灯笼，没有字，自在地随风晃
动；河边，临水的三两石阶上散落着淡淡的灯光，柔和如月
色，照着人汲水拾阶而上；巷口，酒肆茶楼，宫灯高悬，光线
似水泻过木窗格，让粉墙黛瓦的玲珑曲线，美轮美奂地倒
映在水里。乌篷船在夜雾灯影中穿行，船娘的吴语小调，
悠扬低婉，四散飘去……

第二天早晨，我迫不及待地推开客栈的院门，走上河
边的青石板小路。整个周庄笼罩在晨曦的薄雾里，安静得
像刚揭开盖头的新娘，一洗铅华，柔情似水。双桥也露出
画中的模样，大桥高，小桥低，大桥宽，小桥窄。大桥优美
的拱形，连同水里的倩影，大方地横跨在南北市河上，小桥
却只有几块青石，羞答答地卧在大桥身边那东去的小河
上。我心中一动，初见时貌不惊人的周庄，怎么这么入
画？取景框里的画面，总是令人惊喜。我坐在大桥上，四
下望去，希望能找到答案。

眼前的南北市河，水平如镜，码头泊着两只乌篷船，两岸
的民舍宅第，静静地倒映在水里，只有河的中间露出窄窄的
天空的亮色。可能是角度不同，岸上樟树半掩的小屋，在水
面上竟无遮无掩地袒露着美丽，拙朴的石基，斑驳的白墙，深
灰色的瓦檐，恍惚之间，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影？

天更亮了，尚未散去的晨雾模糊了太阳的脸，天上只
有几抹红云，轻轻地飘着。我走进双桥边的小街，小街依
旧很静，两侧的店铺都没有开门，油漆已剥脱的门板默默
地矗立；巷子深处老式的炉子冒着火苗，一缕炊烟袅袅升
起；一把小藤椅，一只小竹凳倚在门口，白天一定有位老婆
婆坐在那里，看着匆匆的行人，回忆着周庄的陈年往事，或
是那已记不清年代的传说。

忽然，一户河旁人家映入我的眼帘。这户人家临水的门
是个后门，紧挨门的上方，搭出三四排灰瓦的窄屋檐。门口，
有五六级石阶沿着墙，伸到水里。门的两侧，石阶的两端，各
有一堵窄窄的白墙。虚掩的木门，贴着春联，石台上放着几
盆花草，小巧别致。周庄的民宅太有特色了。尤其是这些枕
河人家，每一家，甚至是每一间相邻的房屋都不一样。高屋
矮舍，前庭后院，宽墙窄壁，左邻右舍，错落有致；更不用说大
小不一，情趣盎然的门窗石阶。形状各异的飞檐翘角，随意
放在屋顶、窗台、石阶上的坛坛罐罐，樟树、红榴、石桥、乌篷
船，共同酿出近千年的诗情画意——这宁静柔美的周庄。

题图为周庄。来自网络

文笔山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位于汉江南岸，与陕西紫阳县城遥
遥相对。景区包括文笔山公园、悟
真观、道教养生谷、滨江商业步行街
四个景点，文笔山公园是旅游景区
的“核心”靓点，也是最引人瞩目的
游览胜地，它的出现结束了紫阳置
县 500 多年无公园的历史。文笔山
公园落成后，紫阳人有了亲近自然、
舒畅身心的好去处，“约起，爬文笔
山公园去！”成为文笔山公园最亲切
直白的旅游广告词。

汉江最大的支流任河冲破崇山
峻岭，浩浩汤汤流淌 800 里，在陕
西紫阳县城东北角一个叫紫阳堡的
地方与汉江交汇。每逢雨季，任河

“变脸”极快，平日里清亮柔媚的
河水眨眼间变得暴躁混浊，与清澈
明亮的汉江水交融在一起，一清一
浊，泾渭分明，形成一道别样景致

“鸳鸯水”。也许是汉江为了收敛任
河的狂野，又或许是任河投入母亲
河怀抱后陡然乖巧了，在江河交汇
东流一里许的地方，被文笔山的挺
秀孤峰截去了边沿，形成一个偌大
的半月型水湾，江水在这个湾里回
旋一圈后悠悠东去，在县城对面造
出一湾“之水回波”，与“文笔参
天”姊妹连袂，成为紫阳八景中最
为鼎秀的自然景观。“列层岫峦皆
几案，行云流水尽文章。”这一湾
回波被看成一池浓墨，文笔山犹如
一支直指蓝天的巨笔，蘸着永不干
涸的墨汁，“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
篇”。紫阳自古文风盛，紫阳民歌被
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保护名
录，紫阳人常引以自豪地说：“紫阳
有座文笔山，笔大的莫边边；紫阳有
条汉江河，砚台墨水写不渴。”紫阳
人热爱文化，大概正是因为有了文
笔山和汉江水的灵性吧！

到文笔山公园去游玩，只需要
挺胸抬头昂扬向上一个劲地“爬”

就行了。沿着曲折的石阶向上攀
登，累了，或扶栏观景，或独坐石
椅，或陶然亭间，或健身运动。葳
蕤树林，鸟语花香，原野清风，让
人一刻也不想停下来，因为最美风
景在山顶，只有登上山顶，才算是
真正登上了文笔山。

抬头仰望，公园最高处的紫阳

阁已遥遥相望，似乎在向游人招
手。石阶成“丫”字型，虽然宽敞，坡
度却不小，雕栏玉砌，茂林秀于两栏
外，时见鸟雀乱飞，人处其间已无暇
环顾景色，只顾奋力攀登，一鼓作气
登临分岔处，方可扶栏喘息。登临
到此，一边喘息，一边寻思选择登顶
最佳路径，向东还是向西，皆随人
意，必须再咬牙坚持登百余步石阶

才可抵达山顶。爬上顶峰，双手叉
腰对着葱郁山林放开喉咙吼叫几声
山歌调子，心情一下舒畅了。

紫阳阁矗立在眼前，楼高 36.9
米，共五层，斗拱飞檐错落有致，
尽显恢宏大气。慢悠悠登上楼阁最
高处，凭栏远眺，山峦起伏。从高
处俯瞰紫阳县城，一览无余，南有

文笔山，北有神峰山，东有米溪
梁，西有毛坝关，汉江如绿绸绣
边，山城紫阳的美难以用“紫气东
来，阳光普照”这一句话穷尽。一
幢幢楼房拔地而起，大小街巷交织
在一起，绵延至山城每一个角落。
在文笔山上看风景，看的是紫阳的
往昔今朝，看的是祥和宁静。

图为紫阳风光。 来自网络

冬日的一个周末，阳光明媚，我
驱车前往北旅田园，感受零下5摄氏
度的美景。

北旅田园位于辽宁省盘锦市东南
郊的唐家村，这里是一处具有东北特
色的乡村生态景区，民宿与田园风情
融为一体。从市内出发，仅需二十几
分钟的车程。在空旷的原野上，远远
就看见木质门楼上的“北旅田园”四个
烫金大字。这里在唐朝时隶属渤海
国。唐太宗李世民第一次东征返回途
中，发现此处土地肥沃，水草丰厚，就
留下 3000 士兵，开荒种粮，为后来的
两次东征进行军粮补给。之后，士兵
与当地的靺鞨人通婚，不愿回京都，唐
王御批，赐留守军士“唐”姓，命居住地
为“唐家村”。

走近门楼，只见门楼由原木搭建，
约有 10 多米高，景区工作人员介绍，

这是按当年留守兵营还原打造的。进
入景区，这里没有朔风刮脸的疼痛，零
下 5 摄氏度的温度，乡间空气格外清
新、舒爽，让人呼吸倍感顺畅了许多。
走上木制的“唐王桥”，放眼远眺，大半
个景区尽收眼底，一幅古韵悠悠的雪
域田园风光图画徐徐展现在眼前。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银装素裹
的景区内，印有“唐”字的红色旌旗
迎风飘扬，有一种“白马金安从武
皇，旌旗十万宿长杨”的气势。一栋
栋木制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地排列
着，屋顶铺满厚厚的积雪，房檐上是
一排排晶莹剔透的冰溜子，柴门虚
掩，院内木栅栏上挂着金色的玉米
棒、鲜红的小辣椒、成串的大蒜头，
木制的窗棂，窗户纸上贴着大红的窗
花……多么淳朴的乡村气息，多么熟
悉的场景！我仿佛回到了久违的童

年，一股暖意涌上心头。
走出小院，踏着细雪前行，两旁

的树枝上挂着一串串大红灯笼，低矮
的柳树被雾凇装扮着，就像秋日绽放
的一朵朵白菊，纯洁而高雅，多了冬
的韵味，添了人的情趣，游人们纷纷
驻足拍照。市井街街道不宽，两旁店
铺鳞次栉比。街上，耍杂技的、喝茶
的，唱曲的……热闹非凡！穿着各色
唐服的小贩们临街吆喝着，高低起伏
的声调让你有一种“梦回大唐”之
感，你也可以穿上一件心仪的唐装感
受一把。锣鼓喧天，原来是一对耍狮
子的艺人在表演：“狮子”“嗖”地跃
起，张开大嘴，凶狠异常；另一只扭
扭头，摆摆尾，忽地趴在地上，憨态
可掬地挠着痒痒，博得游人一阵掌
声！“皇帝来了，皇帝来了——”循
声望去，一顶黄罗伞下，“唐皇”盛
装出巡，后面是一队衣袂翩翩的女子
……此时，我们仿佛真的置身于盛唐
古都，周边是繁华热闹的市井街巷。

离开市井街，沿木栈道走进偌大
的嬉雪区。这里有高坡滑雪、趣味滑
雪圈、爬雪山、雪地战车、雪地香蕉
船、雪爬犁等 30 多项游乐项目。游
玩的有鹤发童颜的老者，有欢蹦雀跃
的孩童，有携手相伴的青年，一阵阵
欢声笑语在冰雪的世界里回荡……一
缕暖阳照在皑皑白雪之上，为嬉戏的
身影镀上金边。

真想化作一朵雪花，落入家乡这
片田园，尽情享受冰雪的情趣，默默感
悟悠然的回归！

图为北旅田园民间艺术团在景区
内表演“开城仪式”。 来自网络

周庄的周庄的声与形声与形
曾曾 颖颖

北旅田园品唐韵
王红悦

文笔山上看紫阳
刘全军

文笔山上看紫阳
刘全军

入耳走心才动人

2018 年 7 月，浙江乌镇推出最新旅
游宣传片《心在乌镇》，片中有句台词：“一
晃十年，再见面，还是熟悉的宁静……心
的乌镇，来过，未曾离开。”这句“来
过，未曾离开”的广告语与 11年前那句
经典广告词“来过，便不曾离开”仅一字
之差，既勾起人们的回忆，又获得了良好
的传播效果。

今天的乌镇与 10年前已发生了巨大
的改变，因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
地的缘故，它被称为“互联网古镇”，乌
镇旅游加入了许多新元素，拥有了更多
的朝气与活力。在古镇十字形的河流、
白墙黛瓦、青石板路、乌篷船等之外，
近年来，乌镇为游客提供越来越多的体
验式旅游产品，营造一种闲适、惬意的
生活状态，更加关注游客的“心”，不断
强化乌镇与游客间的情感联系，“体验致
胜”。这样的广告语，十分契合乌镇的旅
游新定位和优势。

旅游名城云南大理的旅游广告语变
迁，直接反映了旅游业的变迁和人们旅游
需求的改变。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大理
推出了一系列城市形象广告语，诸如：“大
理好风光 世界共分享”“大理，一生不能
不到的地方”“一路向西去大理”等。2002
年，“风花雪月”被放进广告语，打造“自在
大理”“逍遥大理”的城市形象，称得上真
正成功的广告语，它给游客带来了关于大
理的惬意想象和对自在生活的向往。这
一年也成为大理旅游业发展史上的分水
岭，大理游客倍增，至今仍是最令人向往
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2003 年，张艺谋为成都拍摄了城市
宣传片 《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
城市》，此后，这句话成为成都最深入人
心的广告词，被印上机场、街头、楼宇
的广告牌，勾起无数人走进成都看一看
的好奇心。如今，除了受国内游客青
睐，在国际市场上，成都也拥有着很高
的知名度。

这些朗朗上口，让人入耳入心的广

告语，真正起到了提升旅游目的地形
象，扩大知名度的作用。

先声夺人创品牌

几乎所有的“80 后”都在小学语文
课本里读到过“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
诗，结合着书中的插图，对桂林山水有
了最初的印象和向往。800多年前，宋代
浙江四明人王正功在广西桂林为官，在
为赴京城赶考的桂林考生饯行的宴会
上，当众赋诗：“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
罗青意可参。”正是这一句诗，使桂林山
水成为历代文人向往的旅游胜地，至今
仍是桂林的最佳广告语和旅游品牌。

提起旅游广告语，“好客山东”算是
一个经典案例。2008 年，山东省旅游品
牌“好客山东”推出，被认为高度概括
了山东文化，将连绵 2000多年的“好客
文化”作为品牌的核心价值，用最直接
的方式传递出了最生动的旅游信息。业
界人士指出：“其语言简洁凝练，准确提
炼和概括出山东鲜活的形象和深刻的内

涵，视觉冲击力猛烈，语言感召力强
烈，让人读来上口，过目难忘。”“好客
山东”的广告语通过各种媒介的传播，
一时举国皆知，并沿用至今，让游客萌
生去山东旅游的愿望。“好客山东”也成
为山东高品质旅游品牌的标志。

一句“叫得响”的旅游广告词带来
的品牌效应也不限于旅游。“风花雪月”
成为大理的旅游品牌，还延伸到了其它
领域。在大理有一款“风花雪月”牌啤
酒，深受当地人及游客喜爱。

“合体裁衣”很重要

目前，几乎所有的省份和地级市都
有自己的旅游广告词或城市形象宣传
词。然而，真正做到独一无二、妥帖恰
当的并不多，大多数广告词只有“共
性”而缺乏“个性”，例如，“神奇”“美
丽”“浪漫”“明珠”等是许多地方旅游
广告词中的高频词，自身特色不明确，
让人很难对应上具体的目的地，也难免
给人流于表面、大而不当之感。

青海省提出“大美青海”的广告词之
后，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许多地方也
纷纷效仿，喊出“大美”的口号。然而这些
地方并不似青海一般，拥有青海湖、三江
源、雪山冰川、山峦草原等优质壮观的旅
游资源，因而显得名不副实。

好的旅游广告词一定是独树一帜、让
人耳目一新的。广西旅游资源丰富，如果
面面俱到、一股脑地放进广告词，反而会让
人什么也记不住。“世界是嘈杂的，广西是
宁静的”则“剑走偏锋”，从人们的感受着
手，满足了都市人寻求心灵安宁的需求，让
人一下子记住了广西这个山水之地。2016
年1月1日起，“大山大水不夜城，重情重义
重庆人”作为全新的重庆旅游口号亮相，与
此前“重庆，非去不可”的广告语相比，由简
单直白的“推销”转变为具体的描述和情感
表达，全面、鲜活地反映了重庆的自然和人
文特点，更加具有说服力。

旅游广告词

一声最动人的邀约
本报记者 尹 婕

2018年12月底，为了“充分展示渭南文化

旅游形象”，陕西渭南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渭南文

化旅游形象宣传口号和标识；2018年11月下

旬，宁夏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征集

宁夏文化旅游形象宣传口号和标识，以“增强宁

夏文化旅游的美誉度和吸引力”；截至2018年

10月8日，通过“南京旅游形象宣传语”网上征

集活动，南京市旅游委共收到来自国内近20个

城市网民的2500多条投稿作品，并从中初选出

50条入围作品。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挖掘自己的特色，重

视旅游传播，关注旅游形象的塑造，催生了许多

让人过目难忘的旅游广告词。优秀的旅游广告

词是一座城市文化的代言，是对一座城市最凝

练的展现，对游客而言，则是最动人的邀约，吸

引着人们去了解、走近和感受一座城市。

桂林山水风光。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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