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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之腑，西南明珠。水城十里红墙
映日，名河三江喷玉吐雾。绿影乌尤携手
凌云九峰，白帆游轮交响汽笛桨橹。近看
千寻世界巨佛，远观峨眉云端殿宇。九龙
滩下，龙宫御苑清晰可辨，嘉城巷陌，丝
竹管弦若有若无。沫若水畔，女神诗篇滔
滔不尽；东坡楼头，苏子吟哦犹在耳鼓。
乐山之美，美在大山大水得人文点睛，江
山如画恰如璞玉雕塑！

享受乐山，无异拜读奇文妙书：乘嘉阳
小火车穿越时光隧道，登儒释道仙山解读断
桥西湖；赏青神竹编拍案巧匠传奇，搭成乐
高铁阅南丝绸之路。更有峨眉竹叶青、苏稽
米花糖、麻辣烫水煮；彝家火把节、象池弹
琴蛙、金口大峡谷；罗城船形镇、金顶十方
佛、麻浩汉崖墓。方知李白岑参苏轼何以接
踵前来，载酒凌云醉卧中流砥柱。乐山之
美，美在民俗雅趣如星汉灿烂，荟萃经典不
输清明上河图！

乐山伊甸，四海盛赞，五洲仰慕。金
发碧眼、黄皮黑肤、天边民族，皆流连忘
返，奉为第二故土。文明世界，友好邻
邦，乐山倾情接纳，不分远近亲疏。岂能
忘一九三九，八月十九，敌机群至，飞弹
毁城，烈焰腾空、黑云障目。楼台夷为平
地，琴弦断绝焚书，伊人血溅粉墙，三江
浮尸无数。幸雨过天晴，乐山伟岸而起，
补天又是一座新埠。且江山更娇，城廓益
壮；人儿健硕俊朗，个个堪当选美翘楚。
乐山之美，美在坚如磐石不容玷污，野火
山妖岂敌春风屠苏！

而今我谓乐山，秋水共长天澄澈，落
霞与群鸥共舞；汽笛唤渔歌互答，摇滚与
古曲互补。在建机场恭迎海内知己，网络
高速描画现代宏图。更有科技巨擘落地，
百亿资金擂鼓。

上图：花海中的嘉阳小火车。
来自网络

一场春雨如绢丝绵绵飘洒过后，黄金
般的朝霞洒满了山乡，山南山北的茶园经
过漫长的“休养生息”，在阳雀欢快的催叫
声中自由而又羞涩地吐露出娇嫩新芽，舒
缓挺出嫩绿青翠的“一枪二旗”，完全达到
了“头道茶”采摘标准。春风轻轻一吹
拂，茶香就在陕南紫阳的茶山中弥漫开了。

紫阳富硒茶每年开园第一采，都是芽
头，标准的一芽二叶。“雀舌经春长，阴岩
初吐芽”，什么时候开园采摘，时令说了
算，山风说了算，鸟儿说了算，茶农说了
算。“头道茶”务必在清明前后短短几天采
摘完毕，而且最好是在清晨，乘着山中雾
气，吹着徐徐山风，翠绿的茶树清新茂
盛。采茶姑娘眼明手快，采摘的鲜叶装入
挎在腰间的竹篮，使鲜叶新鲜不沤。此时
采摘的鲜叶到底有多鲜嫩，紫阳民歌告诉
你：“哥是嫩笋刚出土，妹是茶树刚发
芽。”采回鲜叶，现采现制，用清洁化机械
加工的有机名茶紫阳毛尖，外形细紧呈弯
曲，色嫩黄绿多绒毛。取山中幽泉水烧
开，用雅致的瓷碗或透明的玻璃器皿冲
泡，毛绒绒的茶芽瞬间便在杯中翻滚，如
苗条女子律动炫舞，让人赏心悦目，不由
想起“从来佳茗似佳人”的妙句。静心等
待稍许，待茶叶沉入杯底，相互拥簇，似
美人扎堆，揭开杯盖，茶香袅袅升起，满
室生香，清饮“仙茗”，顿觉“尘虑一时
静，清风两腋生”。

紫阳是“中国名茶之乡”、“中国最美茶
乡”。紫阳富硒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称号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富硒茶产
业已成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金字招
牌”，与紫阳民歌这一民间文化艺术名片交
相辉映，成为紫阳县脱贫攻坚的“助推器”、
乡村振兴的“发动机”。茶香歌甜，茶旅融
合，中国·紫阳第二届“春之茶”文化旅游主
题系列活动今年 3 月拉开帷幕，开园仪式、
斗茶大赛、茶艺表演、文艺采风等系列活动
精彩纷呈，热情好客的紫阳人以茶会友、以
茶结缘、以茶联谊。

“茶山处处好春光，请你快把茶山
上”，在和煦明媚的阳春三月，到紫阳茶叶

观光园区和江边特色古镇亲身感受一回
“地理标志产品体验之旅”，一定会让人回
味悠长。

驱车从紫阳山城出发，向西南行驶8公
里，便到了风景如画的紫阳富硒茶观光园。
湛蓝的天空飘着白云，碧绿的茶园荡漾春天
的气息，闻着馥郁的茶香，听着优美动听的
民歌，是春天里紫阳最惬意的休闲生活。在

茶山，唱什么歌，唱的好不好，不重要，重要
的是热闹一把，打发那种因肢体动作太单调
细微而产生的枯寂。有歌唱劳动的，如《顺
采茶》《倒采茶》两首小调，歌名“采茶”却不
唱采茶，“采茶”被用作“起兴”。《顺采茶》从
正月唱到腊月，前四段唱的是小郎哥哥要出
远门，向情人告别的话语，后八段唱的是小

妹的难舍之情。《倒采茶》从腊月唱到正月。
“腊月采茶下大凌，王祥为母卧寒冰……”
“冬月采茶冬月冬，秦琼打马过山东……”每
段唱一个古人或传说典故。这种以“采茶”
作为起兴的民歌，我想恐怕是作为茶乡的紫
阳才会有的吧。

在紫阳，男人们个个都是精心管护茶
园的行家里手，女人们个个都是采茶能

手、茶山“百灵鸟”。紫阳民歌唱到：“茶
树如琴枝如弦，铮铮淙淙谁来弹？茶农都
是好琴手，奏出茶歌好丰年。”采茶姑娘一
双灵巧的手，采鲜嫩的茶叶如弹琴般轻快
自如，发出的声音如悠扬琴声，奏出自然
和谐的茶乡新歌。

上图：采茶。 陈梅摄

蒋潭不是潭，而是一个行政
村。村名带“水”，却没有江河湖
泊。蒋潭位于安徽省桐城市唐湾镇
西北，境内山多田少，森林覆盖率
95%以上。

早春的午后，阳光洒在白墙红
瓦的村居新楼上，洒在门前苍翠的
樟树上，洒在粉白色路灯杆上，洒
在连绵的群山上，将大地万物镀成
琥珀，我的心情也如琥珀般透明。

走进村部，叶文书停下手头的
事务，驾车带我去甲辰庵林场。林
场在雾聚岭北麓，两车道宽的上山
公路即将浇水泥硬化，路的宽阔处
现出停车场的雏形。沿着山腰的自
流灌渠步行几百米，便是甲辰庵水
库。水库依山而建，荡漾的碧波中
倒映着青山茶园，几声鸟鸣，几声
流泉，放大了空谷的幽静。库埂上
的宣传牌显示，这里是村民生活和
农田灌溉的水源，库水全是山泉，
很干净，没有受任何污染，可以直
饮。要不是驳岸陡峭，我真想下去
掬几捧解解渴呢。

转过库梢，便是成片的茶园，
合起来有100多亩。茶园里有老茶
树、少壮的茶棵，也有刚栽的新
苗，老中青结合，形成梯度。

站在高冈上远望，一垄垄茶树
串成绿线，自下而上，织成绿绒绒
的披肩，系在山峦的脖子上、肩
上、腰上，模特儿似的，很好看。
惊蛰已过，春茶刚刚爆出米粒大小
的芽苞，“漫山遍布采茶女、满谷
回响采茶歌”的热闹景象，要到清
明时节才能呈现。

茶园深处，出现一排矮屋，斑
驳的外墙，在斜阳下蜷缩成一尊蜡
像。打开木门，里面有堂屋、休息
室和厨房，干净整洁，土灶台上的
三口大铁锅正在养精蓄锐。叶文书
说，这里是林场食堂，每年茶季，
采茶工都在此就餐。茶叶种植是山
区的特色经济，尤其是这里岭高雾
多，生产的桐城小花有机茶，一直

供不应求。
从林场下来，面朝两山之间千

米宽的谷地长廊，一幅新农村长轴
画卷在眼前铺开。一幢幢白墙楼房
散布在山谷，斜阳给它们镀上银
光；灰白色水泥路在楼丛间穿梭，
在山谷间蜿蜒，水泥路边等距离排
列着白色灯杆，上面趴着太阳能路
灯。水泥路两边是翠绿的菜园、青
碧的麦苗和爆出浅黄色花蕾的油
菜，给初春的蒋潭点染色彩。要不
是身临其境，我竟不知在大别山余
脉的山坳中，有如此鲜活的画卷，
铺陈在天地之间。

山脚下王坂村民组的路口，有
一棵三人合抱的银杏树，标识牌上
显示树龄 400 年。王坂组共 49 户，
全是搬迁过来的，清一色琉璃瓦两
层楼，列成三排，整齐划一，犹如
都市里的小区。叶文书说，这里是
泥石流避让搬迁集中安置点，类似
的还有两个：许大屋组的扶贫易地
搬迁安置点、生态移民搬迁安置
点。我为居住在此的居民感到高
兴，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莫不
如此吧。

村部党群服务中心的一侧是就
业扶贫驿站——700 平方米的茶叶
加工车间，另一侧是在建的群众文
化中心两层小楼，主体即将完工。
驻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齐汪林介
绍，2014 年，蒋潭村被列为省级
重点贫困村，这几年大变样，脱贫
攻坚中整村出列，建档立卡贫困户
全部脱贫，村集体经济由负债到盈
余。齐汪林的一席话，如春风拂
面，在我的心里泛起阵阵涟漪。

从蒋潭返回，天已经黑了，环
山路灯如一串串珍珠项链，系在山
间。透过车窗望去，山间的路灯，
居家的灯火，如满天星辰，从天上
铺排到山下，明亮而又温暖。

我知道，春天，来到了蒋潭！
上图：远眺蒋潭。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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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紫阳

茶香不散歌不落
刘全军

优质旅游资源

呼伦贝尔是14座城市中人口最少
的，共250万人，但面积却占内蒙古自
治区总面积的 20%，拥有 10万平方公
里草原和12万平方公里森林。“绿色低
碳”是它最具魅力之处。近年来，以“世
界上最好的草原”而闻名的呼伦贝尔
正着力打造世界级旅游品牌，凭借地
缘优势，呼伦贝尔积极构建中俄蒙“一
体化”旅游市场。哈尔滨同样拥有世
界级旅游资源，这里的雪季长达半年，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冰雪
大世界里有许多特色冰雪节目，赢得
了世界游客的喜爱。哈尔滨市民早已
习惯于每年冬季街头上不断增多的异
国面孔，他们都是专程前往哈尔滨看
冰、玩冰的外国游客。河北省省会石
家庄显得有些“低调”，事实上，这里自
然资源丰富，风景秀丽，名胜古迹众
多。2018年11月，亚太旅游联合会授
予石家庄“亚太旅游目的地城市”称号。

除了“天生”的资源之外，现代
化旅游资源也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重
要因素，浙江杭州是其中的典型城
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杭州
历来以其自然风光和历史人文为世人
知晓。杭州是电子商务和科技巨头阿
里巴巴的所在地，淘宝和支付宝带来
的影响早已遍及全球。“科技”已成为
杭州城市品格中突出的一项，来杭州
体验“互联网时代的中国生活”，可以
让更多外国游客感知现代中国。

别具特色的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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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古迹、山水风光、文化艺术、美
食烹调是入境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项
目。在沃亚旅行 CEO 姜滨看来，游
览山水风光是传统的入境旅游服务，
文化艺术和美食则是蓝海市场，入境
游文化体验市场大有可为。魅力中国

创始人张进强则表示，大部分外国人
来华旅游都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好
奇，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更好地解答外
国人的疑问。

CNN 给出的理由也印证了这一
点。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大都市，除了
庞大的人口基数、完备的基础设施、成
熟的商业，还需要有丰富的历史文
化。一位曾到北京旅行过的外国网友
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北京作为中国的
首都，是世界上拥有丰富文化的城市
之一。一方面，这是座科技发展迅速
的摩登城市。另一方面，这座城市又
保存着古老历史的魅力。”CNN 在报
道中指出，上海“以各种未来主义的摩
天大楼和富有魅力的历史建筑闻名”。

有着超过 3000 万人口的重庆，
如今已成为一座“网红”城市，“连
空气里都飘着火锅底料的香味”，全
市分布着数万家火锅店。从大楼中穿
过的列车、随处可以买到的特色小
面、酸辣粉，都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
理由。“重庆真的太惊人了，我会在
接下来的假期去那里。”有外国网友
在看了介绍重庆的视频后这样评论。

“别具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成为重
庆的一大标签。同处中国西南的成
都，除了火锅，还有大熊猫，这些毛
茸茸、黑白色的家伙儿，是国际游客
眼中最受欢迎的成都“居民”。

发展带来魅力

2018 年 ，世 界 旅 游 业 理 事 会
（WTTC）发布报告《2018 年城市旅游
和旅游业影响》，评估了全球72个城市
的旅游经济贡献。其中，中国的重庆、
成都、上海、广州在2007年—2017年全
球旅游增长最快城市中位列前茅，重
庆 居 首 。 WTTC 数 据 显 示 ， 2017
年，重庆旅游相关产业带动的 GDP
中95%由国内游客创造。

CNN在报道中指出，“积极的城市
形象”对于吸引国际游客起着重要作
用。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更多城市

跻身大都市行列，这些城市在日新月异
的发展中所呈现出的魅力，成为国际游
客选择来此的理由之一，也是国际游客
借以感受中国变化的途径。

同位于长江沿岸的上海和武汉，
一个“拥有最繁忙集装箱码头”，一
个是发展迅速的中部“领头羊”。共
有 3 座城市上榜的广东省引人注目。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
地、实验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和作用。广州是“老牌”旅游
城市，已具备较成熟的入境旅游外国
游客市场，其主要客源国中，韩国、
美国市场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稳定状
态。深圳具有“经济特区”的身份，

短短 30 多年就从一个滨海渔村变成
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此前，美
国的《旅行》杂志也将其列入了最佳旅
游城市。深圳高速发展、充满活力、极

具包容性的特质为其加分。东莞因其
蓬勃发展的制造业而被列入榜单，也
已跻身中国“新一线”城市行列。

“冰雪之城”哈尔滨同时也是一
座老工业城市，如今正在努力焕发新
的活力。据《环球时报》报道，英国
一媒体指出，哈尔滨是“一座正在奋
力追赶的城市”。

文旅资源绚丽多彩 发展繁荣活力四射

超级都市游还得看中国
本报记者 尹 婕

“对于那些喜爱超级大都市的旅行
者来说，没有比中国更好的地方了。”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近日发布的
一份旅行指南中这样写道，同时推荐了
14座中国大都市：北京、上海、重庆、成
都、广州、深圳、东莞、苏州、杭州、武汉、
石家庄、天津、呼伦贝尔、哈尔滨，并列举
了它们各自的独特魅力。这为我们分析

总结中国入境旅游的吸引力、以全面提
升入境游，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

入境游是衡量一个国家旅游业综合
实力与国际竞争水平的关键指标。如何
推动入境游发展，增强入境游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已引起中国旅游界人士密切
关注，携程旅行网CEO孙洁将入境游产
业视为蓝海。

苏州风光苏州风光

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本文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