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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河，又名淦河，发源于湖
北咸宁境内大幕山南麓，干流从咸
宁主城区蜿蜒而过，而后一路欢
歌，汇入烟波浩淼的斧头湖。

咸宁主城区温泉河段，流水潺
潺，桃柳相映，构成了一幅优美动
人的天然图卷。惠之介在 《游温
泉》 一诗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湛
湛温波远，依流趣不稀。树深莺语
细，溪静浪痕微。空翠连巢阁，野
烟隐钓矶。秋风芦荻裹，白鹭下还
飞。”若干年以前，咸宁温泉远没
有现在繁华，但绝对是一方景色宜
人，足以怡养性情的生态净地。

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温泉河
水清浪平，芦荡苇荻，白鹭纷飞，
野趣天成，拥有大自然赋予的美
妙。温泉河所以叫温泉河，是因为
河边有温泉沸水，那水，含有丰富
的矿物质元素，极具医学价值，可
以提神、健身、治病。温泉水，拥
有与生俱来的抚慰身心的质地。在
唐代，温泉以沸潭著称，至今有
1400 年历史。《咸宁县志》 记载，
潜山下淦河月亮湾河段的温泉，

“其水如汤，浴之可愈病”。正是有
了这沸水扬波的“人间瑶池”，才
孕育出咸宁桂花的“金黄色泽”和

“天外妙香”。
温泉河天生就是有情致的，在

咸宁主城区绕成了一弯弦月。于
是，从潜山到十六潭到永安阁地段，
便有了一个诗意美丽的名字——月
亮湾。月亮湾是一个美丽的去处，
也是一个温柔的环抱，它抱着一方
水土一方人的安宁、吉祥、幸福、健
康。徐霞客写下“不慕天池鸟，甘做
温泉人”的诗句，自有道理。

以月牙形态蜿蜒着的温泉河，
笼罩在两岸郁郁葱葱的树木中。
风，因了这绿色的屏障放慢了脚
步。潺潺有声的河水，是透着绿
的。那绿，若是有心看上几眼，便
有沉醉的感觉漫上心头。顺流而
下，河水滞留处，水面平阔，两岸有
喷泉、有广场、有众多休闲设施，是
市民闲暇时绝好的去处。广场上，
修剪得齐齐整整的各类灌木生机
盎然，众多桃树、柳树、香樟，枝叶
繁茂，气象盈溢。一些应季的花
朵，与深深浅浅的绿树交织在一

起，让广场的情致更为清新浪漫。
一条河，在这里驻足。人与自

然的和谐，映现在月亮湾的倒影
中。这座现代化城市中，既有现代
化建筑，也有源远流长的人文踪
迹。诗意弥漫的香城泉都，温婉缠
绵的河水谁能说不是一道靓丽的风
景？这道风景的存在，让这座城市
更具动力、更具活力、更有魅力、
更有张力。

有了对温泉河的长远规划和保
护，就会拥有温泉河生生不息的润
泽；有了温泉河生生不息的润泽，
也就拥有了河两岸爽心悦目的诗情
画意、生态美丽；有了诗意般的润
泽和美丽，在这样一方土地上繁衍
生息的人们，又怎能没有安宁美
好、快乐幸福的心境？

上图：温泉河沿岸风光。
万红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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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香山风景区梅花
公园占地300多亩，植有江梅、朱砂、美人
梅等 10 多个品种、上万株梅花。春风乍
起，园内梅花陆续开放，暗香浮动，吸引
众多游客前往赏梅踏青。

大图：成片的梅花花海与水中的倒影
相映成趣。

小图：一个孩子正专心致志地赏梅。
杨木军摄

张家港寻梅
和顺是云南“走夷方”第一

镇、著名的侨乡，是云南最早的跨
国贸易的诞生地，更是茶马古道重
镇、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
顺真正让我心动的，是它散发出的
浓浓乡愁。

和顺古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随便走进一户和顺人家，都
能看到来自东南亚或欧洲的器物，
这是和顺中西文化交融的佐证。穿
行在巷子间，一抬头，依稀可见数
百年前的雕刻。感受和顺文化，宛
如品尝一壶上好的香茗，久有回
甘。走在古镇上，和顺姑娘的一声

“阿哥”叫得人心头暖和，让每一
个外来人感到亲切。在临街的小店
坐下，品饮着和顺的磨锅茶，眼望

着川流的人群，感受着高原水乡的
神韵，你会感受到一份悠闲自得。
老街上的行人大多会买上几斤豆
粉，吃一顿“土锅子”，提一包特
产，然后汇入人流，成为古镇上一
道亮丽的风景。

在西南丝绸之路繁华的岁月
里，和顺古镇一度是云南最鼎盛的
驿站。古镇至今还保存着许多火山
石巷道，数百年来，这一条条通往外
面世界的小巷上，走过了多少南来
北往的马队，运出了多少茶叶、药
材？又带回了多少布匹、丝帛、异国
文化？大概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吧。
可以肯定的是，在对外交往中，和顺
人既学会了吸收外部文化，也绝不
轻易丢掉自己的文化。所以，几百

年过去，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和顺人
还传承着自己特有的文化，铭记着
别人无法复制的乡愁。

对于每一个客居和顺的人来
说，和顺就是一部古老的史书，触目
的尽是乡愁，咀嚼的全是文化。和
顺的巷子是相通的，不论它多么幽
深曲折，只要你走下去，总会遇上美
丽的风景。被阳光和马蹄抚摸了千
万次的火山石板，在明丽阳光的映
衬下，宛如一面穿越历史时空的铜
镜，反射出极边的宁静、村庄的自然
以及一座古镇的凝重。行走在老街
上，像是走进了一道时光之门，又如
恍惚中步入了一片旧时的月色。

我曾在和顺古镇遇到过一个垂
暮的赶马匠，他每天都会在巷口的

一株老树下守望着南来北往的行
人。他也许是古镇最后一位赶马
人，守望古镇，怀想曾经“走夷
方”的岁月，似乎成了他一生最后
时光里必不可少的事情。

如今，古道上马蹄窝里残留的
音韵已渐渐弥散消失，在流动的时
光里，所有的沧桑过往都沉淀为一
幅古朴幽然的画卷，幻化成一支古
老的歌。“古道西风廋马”远去
了，大马帮的故事与“走夷方”的
传说远去了。这座历经沧桑的风雨
古镇，正滋生出全新的生命活力，
谱写着开放进步的华章。

图为云南和顺风光。
来自百度

和 顺 品 乡 愁
杨 军

靠旅游“立市”

中国的每座城市都有着各自的发
展道路，旅游业是其中一些城市的

“立身之本”。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一些地方为了加快发展旅游业，将行
政区改用辖区内著名景点命名，湖南
张家界市、四川九寨沟县、四川都江
堰市、云南香格里拉市、安徽黄山
市、福建武夷山市等，就是其中较著
名的几座城市。

1987年，安徽省的原徽州地区因
境内辖有黄山风景区，改名为黄山市；
都江堰原名灌县，1988年改为都江堰
市，因境内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得名，
有“天府之源”的美誉；1982 年，中国
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
公园建立，1988年，大庸市建立，为提
升城市的知名度，1994 年，大庸市更
名为张家界市；九寨沟县原名南坪县，
以境内著名旅游地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而闻名世界，1998年正式改名为九寨
沟县；香格里拉原名中甸县，是世界自
然遗产“三江并流”景区所在地，2001
年更名，藏语意为“心中的日月”，迅速
发展成为旅游胜地。

改名客观上打响了这些城市的
国际知名度，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城市借助旅游而迅速发展。香格里
拉更名后，吸引了全球目光，十多
年 间 游 客 规 模 增 长 了 十 多 倍 。 如
今，“人生不到张家界，百岁岂能称
老翁”这句话在游客中广为流传，
张家界核心景区武陵源每年吸引数
百万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旅游立
市 ” 成 为 这 些 城 市 的 共 同 发 展 路
径，旅游产业成为它们由寂寂无名
到迅速崛起的核心动力。

“卖风景”的主动选择

1994 年，云南省滇西北旅游规
划会议召开，提出“发展大理，开发
丽江，启动迪庆，带动怒江”的旅游
发展思路，旅游业开始成为丽江的

“先导产业”，开启了此后 20 多年旅
游发展的“逆袭之路”。在此之前，
1992 年，整个丽江地区工业产值仅

3.5亿元，“穷乡僻壤”是世人那时对
这里的印象。丽江抓住 1996 年地震
灾后重建的契机，开始进行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拆除违建，恢复木质结构
建筑，经由国内外媒体的报道，正在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获得了全世
界的关注，古城内以平均一天半新增
一户的速度，建起了一批酒店、客
栈、商店，丽江旅游快速发展，并成
长为知名旅游城市。

旅游业是丽江名副其实的支柱产
业。日前，丽江市市长郑艺表示，丽
江旅游进入提升转型期，将从高速发
展阶段向优质旅游提升阶段转型，逐
步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康养旅游
转型，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型。

进入 21 世纪，更多的城市主动
做出了积极发展旅游业的选择，从

“卖石头”到“卖风景”成为对许多
地方转型发展、绿色发展的概括。

浙江安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003 年起，安吉余村陆续关停一批
矿山和水泥厂，转而大力发展生态农
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村里建起
农家乐、旅行社、漂流点等。昔日

“卖石头”的村庄实现“美丽蜕变”，
“环境美了，口袋鼓了”成为今日余
村人最真实的生活写照。

给城市注入新活力

“上世纪 80 年代的新街口，从长

江路到中山东路短短几百米，茂林食
品、大三元、百花市场、胜利影院……
排满了一家家的老字号；上世纪 90
年代的新街口，地下还没开发，大街
上天桥上都是人；2016 年，新街口
商圈核心区面积不到 0.3 平方公里的
范围内集中了百家世界五百强分支机
构……”这是江苏省南京市委市政府
新媒体平台“南京发布”上的一段文
字，新街口不仅成为南京城 40 年间
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而且在外
地游客心目中，还是六朝古都南京的

“旅游地标”之一，是感受古都时尚

现代气息的好去处。
在普通人眼中，城市的变化同样

鲜明。网友“沉夜孤星”在某互动问
答平台上这样写道：“南京作为现代
化大都市，高楼林立。曾经的全国第
一高楼——37 层的金陵饭店，现在
已成了‘小弟弟’。紫峰大厦、德基
广场、新世纪广场等一批摩天大楼像
模特儿一样争奇斗艳、展露风姿。从
玄武湖、紫金山等处眺望，山水城
林，南京简直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对同为古都的西安而言，旅游给
它注入了更多的新活力。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西安就成为外国朋友和外
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热门城市之一。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入境旅
游发展年度报告 2018》 显示，了解
中国特色文化仍旧是访华游客的重要
目的。西安已经成为仅次于北上广的
入境游热点城市。如今，在西安不仅
能看到静止的历史文物，也能欣赏到

《仿唐乐舞》《长恨歌》等文艺精品。
“旅游给古城西安注入了一剂时

尚、鲜活的气息。”西安市文化和旅
游局的官方账号上这样写道，“城市
改变，从旅游开始。”

旅游发展

为城市“升值”“加新”
本报记者 尹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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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城市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

着变化，人们常常会通过建筑、街道、设

施等的改变来感知城市的变迁和时代的前

进。事实上，旅游也能为我们提供另外一

个观察的窗口。一座城市从寂寂无名到闻

名天下，从闭塞落后到“颜值”大幅提

升、新亮点频现，当然更多的是普通人生

活中不断增多的“小确幸”，这其中或多或少

与旅游业的发展相关。一座城市的旅游发

展史也是城市的“变迁史”，其中镌刻着我们

每一个人的故事和时代的变迁，这也是我们

渴望去往一座又一座城市旅游的原因。

在西安大唐芙蓉园，身着唐朝服饰的外国游客。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南京秦淮河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