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 责编：何欣禹 邮箱：hwbrmrb@163.com

2019年4月1日 星期一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这是白居易晚年辞去刑部侍郎一

职，赋闲洛阳听琴品茶时发出的感叹。
不论是得意时从纸上生出的 《长恨歌》，
还是失意时抒怀而作的《琵琶行》，白居
易拓印在诗中的才华，有很大一部分是
唐朝音乐舞蹈艺术的浓墨留痕。《琴茶》
这首七言律诗，便是白居易对大唐古琴
和古琴曲 《渌水》 的诗意收藏，借琴
声抒怀，用茶水写意。当然，令他念念
不忘的还有与琴音交相辉映的蜀茶。

蒙山之茶从唐玄宗李隆基开始就以
贡茶之名享誉朝野，其中，“蒙顶先春”
和“蒙顶石花”两种贡茶尤甚。由“蒙
顶先春”衍变而成的“甘露”，至今仍是
蜀地雨雾浇灌的茶中极品。

登青城山，入幽径，是问道。上峨
眉山，触佛光，是释怀。访蒙顶山，则
是静心，体验茶马古道上“茶与诗的交
响曲”，也是返回茶的故乡。

茶香幽远飘千年

驱车驶入四川雅安市名山区的茶都
大道，一尊巨型雕塑闯入眼帘。这是西
汉严道 （雅安） 人吴理真的塑像，他是
蒙顶山的茶祖。

蒙顶山至今尚存蒙泉井、皇茶园、甘
露石室等文物古迹。其中，蒙泉井是一口
古井，又名甘露井，石栏镌刻二龙戏珠图
样，当地县志记载此为吴理真种茶的汲水
处，“井内斗水，雨不盈、旱不涸，口盖
之以石，取此井水烹茶则有异香”。

古人称蒙顶山为蒙山，因常年雨
雾蒙沫得名。今人说的甘露，即卷曲

（揉捻） 型绿茶，其来源有多个传说，
一说是吴理真于汉宣帝甘露年间在蒙
山种茶得其名，一说是唐玄宗将其列
为贡茶得此名，还有一说是因茶汤如
甘露而得名。事实上这些说法都无确
凿依据。倒是吴理真在宋朝被封为甘
露大师有记载。宋孝宗赵昚在淳熙十

三年 （1186 年） 封其为“甘露普惠妙
济大师”，并把他在蒙山顶峰手植 7 株
茶树的地方封为“皇茶园”，吴理真从
此以“甘露大师”美名传世。关于甘
露茶的最早记载，目前可以追溯到明
朝嘉靖年间 《四川总志》 所记“ （蒙
顶山） 上清峰产甘露”。

蒙顶山茶，起源于西汉，勃兴于唐
宋。尤其是唐朝，36 座寺庙在蒙山星罗
棋布，僧人种茶、制茶、饮茶一时蔚然
成风，就因唐玄宗李隆基在天宝年间将
蒙茶列为贡茶，寺庙不断增多的蒙顶山
甚至冒出了“贡茶院”。贡茶院由寺僧掌
管，分采茶僧、薅茶僧、制茶僧多种，
不同寺庙更是各司其职。比如：千佛寺
专管种茶，净居寺专管采茶，智炬寺专
管制茶，天盖寺专管评茶。自此，蒙山
成了唐玄宗的私家茶园。到了唐宪宗李
纯时期，蒙山茶成了进贡最多的一种
茶。《元和郡县志》 记载：“蒙山在县西
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唐朝的开放，让蒙顶山茶更有人间
香火味。远在苏州喝茶的刘禹锡在 《西
山兰若试茶歌》 中，还在挂念蒙山贡茶

“蒙顶石花”，眼底尽是“欲知花乳清泠
味，须是眠云跂石人”。成书于公元 825
年的大唐官方正史《国史补》，还将蒙顶
山所产的“蒙顶石花”称为全国贡茶之
首，载有“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
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
为第一”。

将蒙山茶推向山巅绝壁的人，则是精
通茶道的宋徽宗赵佶。赵佶对采茶、煮
茶、品茶研习很深，曾撰写中国茶书经典

《大观茶论》（又名《圣宋茶论》），分地
产、天时、采择、蒸压等 20篇。在宋徽
宗大观二年 （1108年），他下达了一道诏
令，令“熙、河、兰湟路以名山茶易马，
不得他用”，并“定位永法”，严禁把名山
蒙茶“与藩商以杂货贸易，规取厚利”，
从而使茶马古道上的“茶马互市”形成一
种固定的官方制度和军需政策。蒙顶山人

当时创制的“万春银叶”“玉叶长春”两
种蒙茶贡品名噪一时，主要用于交换战
马，流传于王侯将相贵族家。

纸上“甘露”最堪怜

蒙顶山茶不仅以上好的品质、悠久
的历史享誉于世，更受到文人墨客的垂
青喜爱，泼墨留痕，纸上的茶香与诗意
让蒙顶山茶成为真正的“甘露”。

一度深得唐宪宗赏识的白居易，就
是在蒙山茶得圣宠誉天下的背景下，饮
之如逢甘露，晚年回味道“琴里知闻唯
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我把这种微
妙的感觉称为蒙顶山“茶与诗的交响
曲”，而把诗词煮过的蒙顶山茶称为真
正的“甘露”。

除了白居易，孟郊、郑谷、欧阳
修、苏轼、陆游、梅尧臣等多位文学家
都曾留下以蒙山、蒙茶为题的诗文。晚
唐诗人郑谷在《蜀中三首》写道：“蒙顶
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将甘露
之“露”用于点染蒙顶山茶。“道意忽乏
味，心绪病无踪。蒙茗玉花尽，越瓯荷
叶空。……幸为乞寄来，救此病劣躬。”
孟郊的 《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诗》 提
及所饮蒙顶山茶，道出了此茶另一个的
功能：治病。北宋诗人苏轼在 《试院煎
茶》写蒙顶山茶，“蒙茸出磨细珠落，眩
转绕瓯飞雪轻”，重在描写宋朝的磨茶技
艺以及蒙山茶的形与色。蒙山茶作为宋
朝宫廷贡茶，欧阳修以 《和原父扬州六
题·时会堂二首其一》 留证：“积雪犹封
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中州地暖萌
芽早，入贡宜先百物新。”

入蜀做官的南宋诗人陆游，则有
《秋晚杂兴》《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 两
首蒙山茶诗传世。陆游当过“茶官”，自
比茶神，一生写过 300多首茶诗。“置酒
何由办咄嗟，清言深媿淡生涯。聊将横
浦红丝磑，自作蒙山紫笋茶”，单从《秋
晚杂兴》 一诗描写的蒙山茶看，陆游不

仅喜欢亲自动手制茶，而且对茶中珍品
甚为珍视。《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中的
千古一问：“饭囊酒瓮纷纷是，谁赏蒙山
紫笋香”，更显出陆游对蒙山茶的万般爱
怜。将蒙山茶称为“紫笋”并非陆游的
发明，因为苏轼早在 《寄蔡子华》 一诗
中就形容“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
不论钱”。

比陆游更爱蒙山茶的诗人，是写过
“陆羽旧茶经，一意重蒙顶”佳句的北
宋诗人梅尧臣。其长诗 《得雷太简自制
蒙顶茶》 中写道，“因雷与改造，带露
摘牙颖。自煮至揉焙，入碾只俄顷。汤
嫩乳花浮，香新舌甘永”，对蒙山茶的
茶叶形状、煮茶技艺、品茶滋味进行了
淋漓尽致的书写，令人口舌生津，恨不
能举杯畅饮。

从 2013 年盛夏第一次到蒙顶山避
暑，之后几乎每年我都会去重温蒙顶山

“茶与诗的交响曲”。尤其是丁酉中秋再
访蒙顶山，回到这个茶的故乡，我也在
饮“甘露”之后催生了一首新诗。那个
夜晚，秋风萧瑟，我在宾馆里起身、煮
茶、吟诗，写下一个不惑之年人的蒙茶
之醉，“如果沸腾的马蹄声也是一种甘
露，一个不惑之年的人，一定会在迷途
知返……”

（彭志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
《秋风破》《二十四伎乐》《金沙物语》
《草堂物语》《武侯物语》等诗集，《蜀地
唐音》等散文集。曾获第三届“李杜诗
歌奖”等文学奖。）

蒙顶山：茶与诗的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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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保定金台驿街 86 号，
一座仿古建筑门楼及围墙被绿色
装扮得生机盎然。这就是为纪念
中国近代史上那场轰轰烈烈的留
法勤工俭学运动而建立的纪念场
馆。这个占地面积2400平方米、
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的纪念馆，
展示着那个时代一大批有志青年
出洋留学、大胆探索中国振兴之
路的爱国主义精神。

1983年2月，经中共中央书
记处批准，在保定育德中学旧
址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
念馆。整体建筑风格为清末民
初时期砖木结构四合院。这个
展览也成为全国唯一一部系统
全面介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始
末的展览。

资料显示，自 1919 年 3 月
第一批学生在上海登船赴法开
始，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赴
法勤工俭学热潮。这要归功于
该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力行者
李石曾先生。李石曾祖籍河北
高阳县。1902年8月，他以随员
名义随清驻法钦差大臣孙宝琦
赴法。起初他想学军事，因身
体原因便入蒙达尼农业实用学
校学习，专攻大豆研究。1909
年，李石曾先生在巴黎西郊创
办了“巴黎中国豆腐工厂”，又
从自己的家乡高阳招募 40 名工
人。为提高这些工人的文化知
识和工艺技能，他在工厂开办
了一个夜校。工人白天做工，夜间便学习中文、法文及相
关科学知识。豆腐厂工人的业余求学活动取得了显著成
绩，大大超出了李石曾的初衷。于是，李石曾与蔡元培等
人于1915年6月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会”，宗旨为

“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这就是“勤
工俭学”的由来。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从 1917年在保定率先开办留法预
备班开始。预备班以“培养专门技艺，实行制造之人才”
为宗旨，招收中学毕业和相当学历、身体健康者，修业一
年，以法文和铁工为主科，以机器原理、工艺图画、土木
工程等科为副科。预备班的法文教员由巴黎中国豆腐工厂
工人李广安担任，机械教员由育德中学已毕业的学生、香
港大学毕业生刘仙洲担任。当时，刘仙洲已应聘到天津高
等工业学校，月薪150元。王国光要他来母校任教，月薪仅
50元，刘仙洲仍慨然应允，且数年不曾离职。

从1917年8月到1921年，保定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先后
招生4班，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115人。从1919年3月至
1920年12月，全国各地去往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生计2000
余人。他们带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
良好愿望来到法国后，有的入校，有的进厂。就读的学校达
30多所，做工的工厂六七十处，遍及55万平方公里的法兰西
大地。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不远万里来到法国，不仅增进了
中法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更令他们感受到法国劳动人民的
优秀品质，加深了对救国道路的思考与探索。

上图：保定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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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顶山

蒙顶山茶

当清晨的纳西古乐将你叫醒，
你踏出客栈，漫步于丽江古城的青
石板路上，穿越千年古城的大街小
巷时，你会发现，这里竟是如此的
智能。古城的综合指挥管理、游客
流量统计、景区导览、智慧停车
场、AI 识物、古建筑保护等早已
经进行了数字化应用，丽江也成为
首批上线“一部手机游云南”APP
的景区之一。

贴心个性服务

来自台北的刘先生是第二次来
丽江了，这一次，他带了全家人同
游。在古城入口处扫描二维码进入
公众号后，热情的欢迎词即刻跳了
出来。公众号内有古城 VR、语音
导览、导航服务、微信投诉、实时
人数、线路推荐等一目了然的实用
功能。这种信息化、智慧化的贴心
服务，为游客带来了很大便利。

近日，智慧旅游智能机器人
“小丽”“小江”在古城玉河广场进

行了智能语音交互测试，一亮相立
刻引起不少人的围观。身着纳西服
装的“小丽”“小江”，嘴巴甜、反
应快，作为丽江古城景区的新“员
工”，他们不仅会迎宾问候，提供
咨询、导览、宣传等基础服务，还
能通过语音识别、人脸识别、机器
学习等各种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各
类感知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实现旅
游个性化服务和智能化的决策与控
制，真正做到智能化交互式服务引
导，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开启5G时代

2019年 1月，智在 5G·慧在丽
江——云南移动 5G 首发启动会、
中国电信丽江古城 5G 试验网开通
发布会同时在丽江举办，这标志着
丽江市的信息化发展翻开崭新的一
页。1 月 23 日，云南省首个 5G 试
验基站同时亮相丽江大研古城。以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
链、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推广运用为核心的新兴
信息产业，为丽江加速智慧城市的
建设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网络
支撑，对于提升丽江国际旅游城市
形象、打造数字丽江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目前，丽江5G无线WIFI项目
已确定实施方案、完成项目审批工
作，5G体验厅也已完成选址，“纳

西文化+5G”的展示厅即将现身。

“互联网+”智慧游

2019 年春节假期，丽江玉龙
雪山景区接待了 17.12 万人次的游
客，巨大的人流车流考验着景区的
管理服务能力，而包括手机 WIFI
信号、本地扫码导览、智慧厕所、
智慧停车场、可视监测系统、LED
显示屏等在内的“智慧旅游”设施
的精彩表现，给春节假日期间玉龙
雪山旅游的服务管理工作添上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景区实现信息化网
络全覆盖，智能入园、AI 识物、
投诉、线下包装与本地扫码导览、
智慧厕所、智慧停车场等智能服务
一应俱全。

针对出游者、尤其是年长游客

的健康问题，丽江古城正在区域内
部署健康微体测终端，游客可自助
完成多项基本生命特征的检测体
验，及时了解身体变化。相关人员
介绍，现阶段已与合作单位明确采
购意向，智慧医疗微体检魔镜及健
康智能终端将入驻古城。

“构建大数据模块，实现大数
据在景区服务、遗产保护管理等方
面的应用，有效提升协同管理和公
共服务能力，推动旅游服务、旅游
营销、旅游管理、旅游创新等变
革。着力建设数字化小镇的核心脑
力引擎。”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常
务副局长和丽军介绍。互联网与大
数据的普及应用不仅仅意味着资金
与人力的投入，更让丽江古城焕发
出新生机。

““数字数字””游丽江游丽江
马铱潞马铱潞 郭雪艺郭雪艺文文//图图

本报电（张靖雯）近日，2019CBSA
“亚琦集团”杯中式台球世锦赛在江西玉
山结束全部赛程。

本届中式台球世锦赛于 3月 21日开
幕，22日正式开赛，共有35个国家和地
区的 481 名球员齐聚玉山。最终，郑宇
伯、陈思明分别摘得男子、女子组桂
冠。自2015年始，玉山已连续举办四届
中式台球世锦赛，随着赛事越来越受到
关注，中式台球也得到世界台球的广泛
认可。世界职业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
弗格森表示，中式台球丰富了台球运动
的内涵，世界职业斯诺克协会非常愿意

支持中式台球的发展。
近年来，玉山充分发挥台球赛事的

品牌效应，积极探索“依托市场办赛
事”和“依托体育办产业”的体育发展
新模式，吸引了众多知名台球运动员、
台球爱好者和游客来玉山打台球、看台
球。“玉山以赛事为媒，将大力推动体
育+文化、体育+旅游、体育+实践融合
发展，努力打造以台球运动为特色的县
域体育品牌。”玉山县委书记胡剑飞
说。据统计，5 年间前来玉山观赛的人
数累计达到80余万人次，推动了玉山服
务业、旅游业等多方面发展。

江西玉山:赛事为媒 推动体育+旅游

本报电 （记者何欣禹）“阆中古城
杯”首届女子围棋名人战决赛近日在四
川阆中圆满结束。

今年是阆中首次举办女子围棋名人
战，作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全国历
史文化名城，阆中素享“阆苑仙境”

“天下第一江山”“千年古县”等美誉，
古城中有张飞庙、白塔山、滕王阁等文
化古迹。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表
示，阆中古城是一个兼具历史气息、自
然气息和发展气息的宝地，将女子围棋
名人战决赛选在古城阆中，必将促使围

棋走向传统文化腹地。
本届女子围棋名人赛决赛于 3 月 21

日开幕，22日正式开赛，吸引了众多围
棋爱好者和游客前去观赛。最终，陈一
鸣三段和王爽四段分获本次中国女子围
棋名人战的冠亚军。南充市副市长李在
伟表示，此次中国女子围棋名人战是阆
中发展文化旅游的一个缩影。接下来，
南充将着力打造水城和赛城，大力加强
县域经济发展和文化旅游发展，为今后
举办体育赛事打好基础。“希望阆中成为
女子名人战永久的决战地。”李在伟说。

四川阆中发展围棋名人赛事游

游客在景区与旅游智能机器人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