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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长岭村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我欣
然前去探访。

一条小河就是向导，一路欢歌将人引进村里。这
河叫富水河，如一条纤细的玉带蜿蜒飘浮在陕西省石
泉县熨斗镇的群山之间，一河清流均出自两岸大大小
小的泉眼。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水中富含碳酸
钙等物质，颜色浅处清澈见底，深处蓝中透绿，人们见
了，都说她像九寨沟之水。泉水从深深的地层里涌
出，或冒着水花，或吐着气泡，清澈明净，冰凉彻骨。
夏天，河边农家放上几瓶啤酒在泉眼处，隔一会儿来
取，便是冰镇啤酒了。

富水河落差不大，水流比较平缓。明清时期，河
道两岸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十架提水灌溉的筒车，因
而，这里过去被称作筒车坝。这个地名，见证了这里
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有了筒车灌溉，就有了蛙声
四起，有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如今，站在富水河边，虽
然筒车早已不在，但耳畔潺潺的水声里，仿佛还夹杂
着筒车吱悠悠的和声。

《桃花源记》我是读过无数次的，我向来以为，那
仅是陶公一个美好的构想而已。当我走进富水河畔
的长岭村时，我惊叹，这里与陶公营造的意境太像
了。昔日“川楚通道”上的重镇，随着现代交通事业的
发展，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巴山一隅。祸兮福兮，正因
为这里远离城市，不通车船，因此，较好地保持了原始

风貌。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在这里造就了壁立万仞高，
峡谷一线天的雄奇与壮美，溶洞、天坑、地缝等地质奇
观更是无处不在，难怪央视《地理中国》栏目瞅准了这
一上佳的拍摄地。随着纪录片《深坑寻幽》的播出，这
藏在深闺的秘境渐为众人知。

长岭村的一些农户，如今仍住在黄泥垒就的瓦房
里，鱼鳞般的小青瓦尽显古朴和沧桑，与过去不同的是，
房顶上多了一个电视接收器，院子里多了洗衣机等电
器。春天，菜花黄了，孩童穿行其间，再现了一幅“儿童
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生动画卷。夏天，捣衣
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杨柳依依，荷叶田田，炊烟袅袅，
富水潺潺，男人耕田，女人采桑，或拉着闲话，或对着山
歌，时光就这样随着富水河静静地流淌着。秋天，稻子
熟了，农人挽起裤腿，在田野里挥汗如雨，割稻子的“唰
唰”声，打稻子的“嘭嘭”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这种人
工收割的场景真实而质朴，欢快而热烈，吸引着那些探
险的、摄影的、旅游的人纷至沓来。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沉寂了千百年的长
岭村渐渐热闹起来，燕栖湖上竹筏戏水，燕翔洞里游
人如织。勤劳的长岭村人或在家乡经商，或在镇上开
店，或在景区上班，生活渐渐富裕起来。好多人家都
在镇上或是县城购了新房，但他们仍不舍这大山深处
的老家，因为这里装满了梦想，也寄托着他们的希望。

上图：富水河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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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岭村
黄平安黄平安文文//图图

桃花开处是春天，杨柳拂过是春
天，菽勤堂读春天，生态园找春天……
春天，去江苏省仪征市陈集镇看望一
个像古钱币的池塘，看望商周时期的
神墩遗址，看望一条活着的老街，也
看望时尚的卫航房车、城市书房、美
丽乡村。当晚，我的梦境花团锦簇，
芳香四溢。

陈集地理位置独特，位于苏皖
交界，江淮分水。河水在陈集以南
汇入长江，在陈集以北，则流入淮
河。明代初期，监察御史、云南巡
案陈琰曾在此居住，故名陈家集，
地因人名。陈集又称“西山小扬
州”，这个叫法与清代一位陈集人相
关，他就是一代文宗阮元的表侄林
溥。林溥家在陈集，著有 《扬州西
山小志》，其中介绍的陈家集、刘家
集、杭家集等 13 个集镇，都在扬州
古城区西北，今天邗江、仪征、南
京六合、安徽天长一带，属甘泉县
境。因“陈家集为适中之地，公廨
在焉，故推为首”。甘泉县西部巡检
司设在陈集，西北乡十三集食盐总
店也在陈集。彼时，陈集是天长、
六合的重要通道，往来车马尤多，
俗称“西山小扬州”。

陈集镇上一条南北走向的老街，
让历史的潮汐漫上今人的生活。老街
真的老了。小瓦已乱，房梁已倾，一
些商铺的门面铺板都散落了。老街还
活着，稍好一点的房子还开着店住着人。一家理发店简陋得
很，一个大敞间，老式转椅，锈迹斑斑，三五个忙碌的老师
傅，有六七十岁了，生意还不错，一个都不闲，理发 15
元，跟城里一个价，老手艺有底气。空气里有蜂窝煤煮沸水
味，儿时理发店的味道。

青石板上车辙很深，走在上面似乎能听见往来车马
昂首嘶鸣，心头生发出人杰地灵的慨叹。现在，不少地
方热衷打造“赝品”老街，再装扮都觅不到素颜陈集这
种历史深处的气息。

陈集的古老和现代水乳交融。城市书房菽勤堂是唯
一和扬州市级图书馆联网的区县乡镇图书室。取名菽勤
堂跟阮元相关，阮元小时候在陈集外公家私塾菽勤堂读
书，从这里起步，走向三朝阁老、九省疆臣的辉煌。书
房里三三两两的孩子正在安静读书，窗外桃红柳绿，映
着不远处洁白无瑕的飞龙桥，悦目养心，一地文脉得以
传承。

在陈集，处处能感觉到乡村振兴的脉搏。卫航房车
销售、租赁全面开花，业内排全国第五。落地丘陵山
区，生产现代房车，招投双方都有胆识。穿行集镇，道
路宽阔，集中区别墅成排，气象、格局激动人心，提振
精神。上林广场上各色玉兰花含苞渐放，绚丽明亮，婀
娜多姿。紫玉兰、红玉兰、粉玉兰如裹翅小鸟，作势起
飞，还不丰满，深深浅浅的颜色，似多声部合唱。白玉
兰呢，任性多了，一树一树，群鸟凌空，叽喳不休。最
妙的是一株黄玉兰，含蓄内敛，典雅高贵。

陈集，让人流连的不只是历史，不只是美景，还有
那真实的生活气息。

近日，一场名为“时尚西村·田园秀场”的时装汇
演在安徽宁国市港口镇西村的花田间上演。现场举办
了旗袍秀、戏剧服装秀、行为艺术变装秀和汉服秀等
展演活动，让春日皖南的乡间沉浸在一股艺术时尚气

息中。此次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远道而
来，2018 年 10 月，西村被 《中国摄影》 杂志社授予

“中国摄影艺术乡村”称号，成为全国首个获此殊荣的
乡村。 宋俊文、天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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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中端酒店表现抢眼

《报告》指出，在市场整体消费升级
和大众旅游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端酒
店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我国的中端酒店
发展增势良好。此外，酒店投资者也逐
渐将目光从高档及以上定位酒店的开发
转向投资回报更强的中端酒店。中国饭
店协会会长韩明分析 2019年国内饭店行
业的发展趋势时指出，中端酒店将成为
主要消费增长点之一。

业内人士介绍，中端酒店相当于三
星级至四星级酒店之间，价格大致为每
晚300元—800元。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数据表示，近两年，我国中等收入
群体已超过 3 亿人，占全球中等收入群
体 30%以上，他们成为中端酒店消费的
主力军。

2010 年，因市场趋于饱和、酒店同

质化现象严重等原因，我国经济型酒店
的发展进入瓶颈期。中端酒店正是从此
时逐步崛起。2010年11月，如家创建中
端酒店品牌和颐；2012年11月，华住酒
店集团投入大量资源创建中端酒店品牌
全季；2013 年，更多国内酒店品牌将中
端酒店市场作为布局重点。此后，部分
传统经济型酒店“升级”、高端酒店“放
下身段”，进入中端酒店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2018 年浩华管理顾问公司发布
的报告显示，过去 3 年，我国中端酒店
以年均 50%的速度递增。截至 2018 年 7
月 1 日，国内 10 大中端酒店品牌酒店总
量已达2348家，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近两年，国际酒店集团才将中国中
端酒店市场作为其发展重点。《报告》指
出，洲际、万豪、希尔顿、雅高、凯悦
等国际酒店品牌，纷纷放开了中端品牌
特许经营权，选择与中国本土的酒店管
理公司合作，进行中端品牌的市场推广。

更懂中国消费者

随着旅游的常态化，人们出行频
繁，中等收入群体对酒店的需求更加多
元化、个性化，追求出行和住宿的优质
体验，同时也更加关注酒店服务背后的
人文追求。

经历了近 10年发展的本土中端酒店
亟需升级换代，打造中端酒店2.0时代的
理念为市场所认同。

目前，我国已形成一批本土知名中
端酒店品牌，各具特色是它们得以在市
场中脱颖而出的共通点。例如，桔子酒
店注重设计感，曾获多项业内设计大
奖；维也纳酒店开发了多种特色主题；
全季倡导东方人文特色；亚朵以人文见
长，已形成“亚朵模式”。“每个消费者
都有一个潜在的消费想法、需求，他的
需求，你怎么能够事先觉察到？并且把
他的需求变成一个他所想要的产品。”谈
及如何满足消费者需求，亚朵酒店创始
人王海军这样说，今天的年轻人秉持着

“邻里消费”的理念：在公共区域里互相
很熟悉，同时彼此有自己的隐私空间。
因此，酒店提供的服务既不能过度，也
不能不足。

绿城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酒店管
理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徐翔指出，尽管中
国的酒店管理公司在高端市场领域与国
际品牌相比存在差距，但这并不能阻碍
本土品牌的崛起。尤其是在互联网技术
发展的影响下，中国本土酒店品牌更加
善于利用互联网营销思维，更关注用户
的个性化需求，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
应用，更加适应国人需求。

中国品牌“出海”试水

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旅游大数据
联合实验室联合发布的 《2018 年中国游
客出境游大数据报告》 显示，我国公民
出境旅游人数接近1.5亿人次，人均单次
境外旅游消费约 800 美元。中国出境游
的蓬勃发展，为中国本土酒店品牌进军
海外市场提供了契机。

不久前，铂涛集团在印度尼西亚雅
加达宣布，旗下中端酒店品牌丽枫酒

店正式进军海外，第一家酒店预计于
今年三季度开业。此前，铂涛集团旗
下喆啡酒店首家海外门店在韩国首尔
开业，非繁城品酒店的首家海外门店
也在韩国江陵签约。

将“出海”计划提上发展日程的不
仅铂涛一家。去年底，华住酒店集团
CEO 张敏在介绍境外发展计划时曾表
示，2019 年华住预计将在新加坡开设第
一家全季酒店。2018 年，首旅如家在与
春秋集团合作中提到，将共建机场酒店
品牌，并围绕海外航线走出国门，拓展
海外目的地机场的住宿市场。

“走出去”意味着将在境外市场上与
业已成熟的国际酒店品牌竞争，这对于
中国酒店而言并非易事。华美酒店顾问
有限公司首席知识管理专家赵焕焱表
示，目前中国酒店集团的海外发展还处
于试探性阶段，要成长为国际品牌既需
要美誉度，也需要一定规模。中国本土
酒店管理公司仍需提高自身品牌知名度。

稽山凝翠，鉴水流长。风暖芳
草，雨生百谷。4 月 20 日上午，2019
年公祭大禹陵典礼在浙江绍兴大禹陵
祭祀广场举行。浙江省、绍兴市有关
领导作为主祭人参加公祭典礼，港澳
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海内外
越商代表，大禹后裔代表，绍兴市社
会各界人士共5000余人参加。

当日 9 时 50 分，主祭人在大禹陵
广场中央站台肃立。奏乐声起，四位
乐手手持长号连续吹响九声，寓意禹
定九州，每次持续五秒，寓意五音治
国。合奏祭祀主乐，寓意生生不息。
随后，击鼓34响，表达全国各省、自
治区、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对
先祖的缅怀；撞钟13响，象征13亿中

华儿女对先祖的追思。
“巍巍帝禹，穆穆先王，德泽深

远，流布八方。胼手胝足，克勤克
俭，执政为民，无怠无荒。”绍兴市市
长盛阅春恭读祭文。致祭文毕，全体
参祭人员面向大禹陵三鞠躬致敬。随
后，献祭舞，颂唱《大禹纪念歌》，赞
美和颂扬禹功禹德。礼成后，前往享
殿谒陵。

大禹是上古时代一位治水英雄，
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开国之
君，被后人尊为“立国之祖”。公元前
210 年 11 月，秦始皇东巡，上会稽，
祭大禹，登秦望山，眺南海。此后，
历朝历代都在绍兴禹陵村选派一人，
专门为大禹守陵，世代相袭。为追思

治水英雄，弘扬大禹精神，1995 年，
浙江省和绍兴市政府联合举行公祭典
礼，恢复祭禹传统。

绍兴大禹陵，背靠会稽山，距绍兴
城区3公里。1996年，大禹陵被国务院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
年，大禹陵又被中宣部列为全国百家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6年，大禹祭
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悉，今年公祭典礼，参祭人员规
模由往年的1500人左右扩大到5000余
人，是绍兴市公祭典礼历史人数最多的
一次。4月20日下午，1000余人参加的
民祭大禹陵典礼举行。4月21日，社会
各界人士前往大禹陵享殿开展民间祭
祀仪式。

抓住市场机遇期 角力国际大品牌

本土酒店争创“中国品牌”
本报记者 尹 婕

近日，在第八届中国饭店文化节上，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19中国酒店连锁
发展与投资报告》（简称《报告》）显示，我国本土酒店在创新、品牌、规模上加速
发力，包括锦江、首旅如家和华住在内的中国酒店集团，已经在数量上逐渐超越了国
际酒店集团，成为中国酒店业的主流或主宰，并逐步重组全球酒店业格局，输出独具
魅力的中国酒店品牌文化。

近年来，得益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以及年轻一代消费
思维的转变，我国本土酒店品牌得以迅速成长，在与国际酒店品牌的同场竞技中学
习、壮大，并开辟出一番新局面。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越来越多的酒店致力于为入住者提供更特别的体验。本文图片来自网络越来越多的酒店致力于为入住者提供更特别的体验。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酒店里的阅读空间

绍兴举行公祭大禹陵典礼
尉辉煜 吴采莲

中国旅游创品牌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