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旅游天地旅游天地
责编：刘发为 邮箱：rmrblytd@163.com

2019年1月31日 星期四

愈近年关，年味愈浓。
城市里，年味是什么？每个城市各有

不同。在北京，年味是长安街挂起了红灯
笼；在上海，年味是城隍庙前摆放的春节
吉祥物；在广州，年味是商场橱窗里一件
件红色的新衣；在深圳，年味是超市里红
红火火的新年音乐。

在北上广深，这些个似乎都是“年
味”，但又不全是。

年的身影

猪年新春的脚步越来越近，上海迪士
尼度假区换上了全新的“奇妙中国年”春
节主题装扮。园区内还精心准备了一系列
精彩纷呈的特色贺年活动，让每一位在上
海过年的游客和市民，都能够体验到迪士
尼与中国传统民俗相结合的独特乐趣。

从乐园大门口、米奇大街，再到奇幻
童话城堡前，色彩鲜亮的米奇灯笼，喜气
洋洋的中式春联，以及各种造型的剪纸、
花卉等，将整个上海迪士尼乐园装扮得异
彩纷呈。而为了契合中国农历猪年，乐园
选取了其动画片《玩具总动员》里的卡通
人物小猪“火腿”，成为此次主题装扮的
主角。在各处装饰上，游客们都能看到这
只憨态可掬的小猪。十二生肖内象征猪年
的生肖壁画，也已装饰一新，两边还贴上
了“新年快乐、招财进宝”的春联。

如果说北方人的年味与雪有关，那么
南方人的年味就与鲜花紧密相连。尤其对
于不下雪的深圳来说，逛花市、购年花是
深圳十分具有年味的迎春活动。

深圳将在今年重启大型迎春花市，希
望市民在买花赏花中能够更好地感知年
味。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迎春花市将在传
统花市的基础上融入人文、慈善、手工艺

等元素，并且在展位中设置了慈善公益、
非遗文化展示、手工艺等区域，将其打造
成一个充满人文情怀、富有传统气息而又
别具一格的迎春花市。这不仅让市民拥有
更好的买花赏花体验，也让迎春花市的现
代文明内涵更加丰富饱满。一个情感味和
文化气更加充沛的迎春花市，也必将给深
圳带来浓郁的年味。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深圳过
年。某种程度上说，一座城市的年味浓不
浓，就在于这座城市的迎春活动是否丰富
多彩，文化韵味足不足。深圳迎春花市能
够接续传统、连接情感，正契合了中国年
的内涵：年的真正魅力本就不在于形式，
而在团圆祥和的情感里。

年的风景

“反向春运”是近两年出现的热词，
年轻人春节不回家，把父母接到自己在的
城市过年，春节过后父母再返乡。北上广
深等地是今年“反向春运”热门目的地。

马梦晨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已是第
三个年头，他准备把父母接到北京过年。

“爸妈很少出来玩，他们舍不得花钱，又
放不下家里的大事小情。今年和爸妈聊了
一下，春节回家的票不好买，恰好一个朋
友准备回家过年，我就租下朋友两居室的
房子，让爸妈来我这里过年。”

然而，马梦晨爸妈舍不得坐儿子买的
三百多的软卧票，悄悄改成了硬座。马梦
晨知道后非常心疼，坚持要改回去。最
终，马梦晨爸妈准备坐十几个小时的硬卧
来北京。

“我想让爸妈出来看看，这里有很多
种不同的生活。”马梦晨准备请一天假提
前收拾好房间，买好菜，等到三十去车站

接父母。“准备了很多‘明帝捆香蹄’‘沙
沟香油’，都是要给小马朋友的，请他们
尝尝我们家乡的特产。”马梦晨爸爸在电
话里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爱北京天
安门，这些不看看怎么叫去了趟北京呢。”

对爸妈即将在北京过年的四天时间，
马梦晨心中早有了计划：“第一天是天安
门、故宫和景山公园，第二天去八达岭，
第三天去颐和园和圆明园，最后一天去逛
逛天坛，还有北京的胡同。”

“如果有时间，我很想多带爸妈在胡
同里逛逛。北京很包容，是一座有故事的
老城，在这里你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
认识有意思的灵魂。”马梦晨期待这个
在北京过的年，“过年的意义就是团圆。
父母过来了，我的年味儿也就有了。”

年的温情

一路走来，广州一德路沿街都是别
具岭南风情的骑楼。经过了干货和海味
的路段，便是一片充满年味的“红色”
海洋。红色是华夏喜庆与吉祥的象征，
春节又怎么能离开红色。商家们早早把
年货摆上架卖。

货架上的年货琳琅满目，有传统的春
联、福字、红灯笼等极具年味的装饰品。
其中有很多以猪为主题的贺年商品，十分
应景，告诉人们猪年越来越近了。

临近年关，北京东三环上的全国农业
展览馆里同样热闹非凡。一年一度的老北
京年货大集是市民们采购年货的盛地。

重庆永川的老唐一家在这里卖腊肠有
四年了。“我常年在全国各地跑会展，展
示我们的腊肉、腊肠，像云南南博会、武
汉农博会、海口农博会……但每年一到过
年我都会来北京这儿。”老唐在农展馆门
口一边拉货一边说，“很多人过年来这买

年货，这里各地的特产都有。像我们那里
过年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做腊肠、腊肉，在
北京想吃到地道的腊肠，还就得到这里来
买，很多都是回头客。”

“十四年前，偶然跟着市里去参加展
览会的时候发现了商机。”老唐说，“当时
跟着市里去开会介绍咱们的特产，发现这
不仅可以推广我们当地的特产、民俗文
化，还可以增收，就决定要做这一行。”

说起这几年来的变化，老唐撸起来袖
子笑着说：“现在朋友几家也和我们一起
出来做，日子越过越好，养家是肯定没有
问题。”

来买腊肠的大多是中老年人，王大爷
告诉记者：“女儿爱吃，她之前去四川玩
过几次。现在孩子在北京上班，我和老伴
在保定住，也退休了。今年孩子把我俩接
到北京过年，年夜饭就准备做个腊肠。”

刘大妈一家三个老人围在两岁的小外
孙旁边，手推车上堆满了年货。“这是我
们今年来的第二趟，买了鱼、土蜂蜜，还
有准备放在客厅里的映山红。亲家母就是
北京人，我们两口子是东北的，在北京租
了房子照看小外孙。过年也不回东北了，
等春天暖和了再回家串串门。”

“孩子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刘大妈
笑着说。

过年永远是辞旧迎新最期待的精神寄
托。对于城市，“年”不仅是一个节日，
还是一股巨大亲和力和凝聚力的所在，彰
显着团圆的激动和生活的温暖。

城市和过年相伴，别样有趣。
上图：家长驮着孩子在北京奥林匹克

公园新悬挂的灯笼前拍照留念。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下图：上海田子坊景点里红灯笼高
挂，呈现出新春佳节喜庆的节日气氛。

周东潮摄 （人民视觉）

过年何必忙返乡 亲人团聚便是年

寻访城里别样的年味
刘发为 高 瑞

舞动的冰橇雪杖，玲珑
的冰灯雪雕。冰雪，是大自
然的神奇馈赠，也是哈尔滨
的独特魅力。我从温暖如春
的南方，慕名飞到了寒冷刺
骨的北方，只为领略“千里
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冰
雪风光。

走进冬季的哈尔滨，如
同置身于冰雪世界、冰灯海
洋。一年一度的哈尔滨国际
冰雪节，成了这座城市的冰
雪狂欢盛会。久负盛名的冰
雪旅游，赐予哈尔滨一个冰
雪聪颖的浪漫之名——冰城。

走在哈尔滨街头，各种
造型的冰雕无处不在，千姿
百态，栩栩如生。各种璀璨
的冰灯，冰莹玉丽，异彩纷
呈，让人随处都能感受到冰
城的浪漫与温情、冰雪的灵
性与魅力。

位于松花江北岸、太阳
岛西侧的冰雪大世界，是冰
城 最 负 盛 名 的 冰 雪 旅 游 胜
地。走进园区，我就被眼前瑰伟的冰雪景观惊呆
了。白雪铺地，冰晶为墙，宛如置身于一个冰清玉
洁、粉妆玉砌的童话世界。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冰城
雪堡拔地而起，一栋栋古雅高丽的琼楼玉宇鳞次栉
比，一株株形态各异的奇花异草争奇斗艳，一个个
活灵活现的珍禽异兽呼之欲出，冰雪雕塑艺术家们
用纯洁的冰、明净的雪，雕刻出一件件风格迥异的
冰雕、雪雕作品。我驻足流连在一座座冰雕雪雕
前，仔细地端详精工巧匠的妙手之作。这些洁白无
瑕、震撼视觉的冰雕雪雕，雕刻得那样精美、精
湛，简直巧夺天公，无与伦比。

幽长的冰滑道，曲折的冰迷宫，孩子们玩得不
亦乐乎。我仿佛也回到了那些纯真的孩提年代，和
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徜徉在冰雪世界中，时而在迷
宫钻来钻去，捉迷藏似的，时面爬上冰滑梯顶端，
然后从长长的滑梯道中飞驰滑下，振臂高呼的欢乐
场景，令人兴奋异常。冰上自行车、冰橇、冰陀
螺、冰刀碰碰车，更是孩子们的至爱，他们尽情享
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刺激体验，偌大的园区俨然成了
开怀舒畅的冰雪欢乐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冰雪堆砌的各种建筑中
的彩灯瞬间亮起来了，五彩纷呈，夺人眼目。那一
刻，惊呼声、赞叹声、雀跃声此起彼伏，现场沸腾
了。五颜六色的灯光，像着了魔似的，透过厚厚的
冰层，变幻出神奇的炫丽，冰雪大世界顿时变成另
一幅光景。我仿佛步入了一个梦幻神奇的童话王
国，在这个童话王国里，童心大发，寻找童话中的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

伴随着动感的音乐，炫丽的灯光与高科技的完
美组合，不停地演绎着冰雪精灵的图案。这哪是冰
灯？分明是天上金碧辉煌的宫殿，龙宫流光溢彩的
贝阙珠宫，真是美轮美奂，妙不可言。你看，冰楼
连云，金雕玉砌；虹桥卧波，光彩夺目；画栋雕
梁，珠辉玉映。五彩缤纷的冰灯，绚丽多姿的雪
雕，置身其中，恍若步入瑶台仙境，我陶醉在如幻
如梦的冰雪奇景中。

“银色三千界，瑶林一万重”，冬季的哈尔滨，
有个不一样的“冰雪节”。精美的冰雕巧夺天公，绚
丽的冰灯璨然绽放，这种摄人心魄的美，把冰城的
冬季装扮得分外妖娆。

来吧，冬季到冰城看冰灯，你会看到一个不一
样的城，不一样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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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东阿有阿胶，却不知
道东阿还有曹植墓。如果不是专门研
究建安文学的专家，恐怕也不知道曹
植葬于东阿。曹植的封地先后有几
处，其中一处就在东阿，曹植因此被
称为“东阿王”。

到东阿的第二天，我们驱车前往
曹植墓。上车时，雨一直下，且有连
绵不尽之势。奇怪，最近两次到山
东，一次是 8 月到章丘，一次是这次
到东阿，都赶上下雨。看这雨势，担
心曹植墓游不成，没想到到达目的地
时，雨停了。天空虽然还是沉沉的铅
灰色，但已无需撑伞，顿觉天公作美。

曹植墓位于距离县城约 20公里处
的鱼山西麓，坐东朝西。一进门的左
手边是子建祠，门前一副对联简练地
概括了曹植的一生：“帝家诗子，诗国
帝王”。

曹植在文学上的才华确属罕见。
东晋大诗人谢灵运评价曹植时说：“天
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
斗，天下共分一斗。”这就是“才高八
斗”成语的由来。清初大学者王士祯
也认为自汉代以来两千年的诗人中能
称得上“仙才”的，只有曹植、李
白、苏轼三人而已。曹植自小聪慧，
才思敏捷，出口成章，除了众所周知
的“七步诗”外，《洛神赋》《白马
篇》 等都是名篇，尤其是 《洛神赋》
里对“宓妃”的形象描写：“其形也，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
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
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
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
波”，想象奇崛，比喻生动，文采丰赡
华丽，早已成为流传千古的美文。

眼前的曹植墓却很简陋。与常见
的帝王墓穴完全不同，简直无法想象
这是帝王之墓，乍看就是座普通的墓
穴。墓不大，由普通的砖石砌成，砖
石略显灰黄色，在潮湿的空气中隐隐
透着一丝荒凉与寒酸。正值冬季，墓
后山坡上的树木也只剩一片光秃秃的
灰褐色枝条，更给人的心绪增添了些
许冷寂。据说鱼山是曹植最爱登临的

地方，生前曾表示死后愿安葬于此，
后来果遂此愿。曹植41岁时在河南淮
阳郁郁而终，死后四个月，儿子曹志
据其遗愿把他移葬在这个地方。

曹植墓旁有一小道，循此小道即
可登上鱼山山顶。小道不宽，可并行
二人，鱼山也不高，不到百米。同行
的本地朋友说，站在鱼山顶上，能看
到黄河。但由于刚下过雨，天空中雾
气蒙蒙，虽然极目远眺，还是看不了
多远，视线被一种说不清是霾还是雾
的东西阻挡着，只能看到山脚下的一
条马路，据说黄河就在不远处，但被
遮掩在茫茫雾霭中。

所幸山脚下一处建筑并未被遮
挡，这就是梵呗寺。梵呗寺依鱼山而
建，翘角飞檐，富丽堂皇，一看就是
个新建筑。一查资料，果然，此寺修
建于 2006年，不过这是重建，梵呗寺
唐代就已存在。鱼山如何会有梵呗
寺？这又与曹植有关。据史料记载，
曹植某次登鱼山，半道上突然听到空
中传来一阵阵美妙的音乐，清丽婉转
又哀婉动人，曹植如闻仙乐，半天呆
立不动。等这声音消失以后，就根据

这天上飘来的旋律，写成歌词制成曲
子，这就是梵呗音乐的诞生。因此梵
呗也叫“鱼山梵呗”，唐代开始传入日
本、东南亚等地。近年，日本、韩国
等地的众多僧人和佛教团体都纷纷来
到东阿鱼山拜谒曹植墓，把鱼山视为
佛教音乐的发源地，把曹植视为佛教
音乐的鼻祖。

一个小小的土包似的鱼山，一个
不起眼的鱼山，竟然是中国佛教音乐
的发源地，曹植创作的鱼山梵呗也一
直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国佛教界广
为流传。如果不是亲临这块宝地，一
般人哪能想象得到？这真是人不可貌
相，山也不可貌相啊。

驻足鱼山之巅，我似乎看到曹植
踽踽独行的身影，他登临鱼山时是否
也是细雨蒙蒙？这个孤独郁闷的才
子，大概只有天上飘来的音乐给过他
片刻的安慰，不过也很难说这到底是
天上传来的梵呗之音，还是他自己内
心的生命之声。这个一生才华夺目却
命运坎坷的诗人王子，就这样与东阿
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了。

下图：鱼山曹植墓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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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潘旭涛 王璐
瑶） 近日，人工智能旅行平
台——AIWTC 上线。据该平
台创始人介绍，平台通过区
块链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区块
链的特点是数据不可篡改，因
此，商家约定了什么样的产
品，就必须提供相应的服务。
同样，区块链技术可以记录下
所有数据，服务商无法通过删
除差评的方式维护形象，只能
通过提供更优质、更诚信的服
务来为自己代言。

随着人工智能的介入，旅
行平台也变得更加智能。据了
解，AIWTC 可以对用户的消
费习惯和消费模式进行智能统
计分析，形成每位用户专属消

费模型。然后结合旅游消费大
数据和旅游热点，为用户提供
最佳旅游路线，减少用户的纠
结和烦恼。同时，通过大数据
分析，平台还可对商家进行销
售预警，比如及时调整销售价
格、库存，及时上线或关闭特
别时段属性产品，实现商家和
用户双赢。

AIWTC 上线后，匈牙利
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柯俊贤、
意大利驻渝总领事馆副总领事
康达城等对平台表示了认可与
看好。“匈牙利政府非常看好
AIWTC 的发展前景，将通过
与 AIWTC 的紧密合作，共同
推动匈中两国人民的文化交
流，并且欢迎中国人前往匈牙
利旅游。”柯俊贤说。

人工智能旅行平台上线

本报电 （陈 阳） 日前，由丝绸
之路城市联盟、丝绸之路城市研究院
共同主办的“寻找‘安心城市’”启
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启动仪式上，斯里兰卡驻华公使
莎妮向大家介绍了科伦坡、坎迪等城
市，这些城市美丽迷人，自然宁静，
人们安居乐业。来自瑞士的费宾对家
乡琉森的热爱溢于言表，正是因为人
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琉森也成为
瑞士最让人“安心”的城市。来自中
国云南丽江的杨文雯重点介绍了丽江
如何把近两千年历史的东巴文化与现
代文明相结合：忙碌有序，轻松休
闲，亲情友情如浓酒，互助互爱如一
家。尼泊尔驻华公使衔参赞吉米瑞展
示了其国家首都加德满都的古老文化
和现代生活，人们从容而不喧嚣，生
活富足，安心有余。

寻找“安心城市”

日前，滑雪爱好者正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
滑雪。

阿勒泰是我国冰雪资源十分丰
富的地区，雪期长达半年之久。为
此，地区充分发挥这一独特的冰雪
资源优势，全面推进冰雪旅游，开
通阿勒泰至西安、阿勒泰至北京以
及区内低空旅游航线，吸引了大批
滑雪运动员、爱好者和摄影家们来
到阿勒泰赏雪、滑雪。阿勒泰冬季
旅游发展迅速，成为冬季人们滑雪
健身，赏雪观雪的目的地。

刘是何摄

新疆阿勒泰

冷资源 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