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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12日，“钓鱼城中国名家笔会”在重庆合川举
行，60余位知名作家、诗人、评论家前往钓鱼城古战场遗址采
风，探讨如何讲好钓鱼城的当代故事，助力钓鱼城申遗。

合川籍诗人赵晓梦以“钓鱼城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
1300行长诗《钓鱼城》，也在此次笔会上首发。“我要做的，
就是跟随历史的当事人，见证正在发生的历史。”赵晓梦表
示。该长诗将笔触聚焦在攻城者、守城者和开城者身上，
以他们的名义开口说话，展现了钓鱼城的故事与精神，也
为人们了解钓鱼城的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古战场遗
迹。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兵临钓鱼城。在当地将士
顽强抗击下，蒙古大军不能越雷池半步。“钓鱼城保卫战”
时长逾 36年，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战例。
2012年9月，钓鱼城古战场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今年 3 月 29 日，2018 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发布，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
遗址入选。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指出，范
家堰遗址的发现，为钓鱼城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真实
性、完整性的最强支撑。

据统计，钓鱼城遗址累计发掘面积约4万平方米，陆续
发现了攻城地道、一字城墙、水军码头、城门遗址等申遗基础
要件。为助力钓鱼城申遗，合川区先后编制完成钓鱼城遗址
申遗文本、遗址保护管理规划、遗址保护办法“法定三大要
件”和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方案，完成文物保护工程，并组建了

“国际+国内+地方”三维一体专家团队。未来，合川将大力
推进钓鱼城大景区建设，推动三江夜游、嘉陵帆影等文旅项
目，同步推进钓鱼城遗址申遗和5A级景区创建。合川区委
书记李应兰表示，合川将认真讲好钓鱼城故事，让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钓鱼城、走进钓鱼城、喜欢钓鱼城。

下图为钓鱼城风光。来自网络

如果早知道大洋洲最高峰查亚
峰的攀登技术难度不亚于世界最高
峰珠穆朗玛峰，我肯定会更充足地
准备与观摩。

查亚峰，位于印度尼西亚最东
侧、新几内亚岛的巴布亚省，海拔
4884 米，是七大洲最高峰中最矮
的，与中国西藏诸多山峰比，也不
算出众。我自认曾徒步登上 5895
米 非 洲 之 巅 乞 力 马 扎 罗 、 跨 越
5651 米冈仁波齐卓娅拉山口，再
登 4884 米的查亚峰应不在话下。
事实并非如此。

或许是看到了我攀爬第一块岩
壁的笨拙与艰难，向导兴政不断地
安抚我，爬上这一块，后面就简单
了。但似乎没有一块岩壁是简单
的。2019年5月2日上午9时40分，
连续攀登 5 小时 40 分钟后，我与同
行者共5人终于到达峰顶；再花了4
小时，约下午 1 时 40 分左右回到营
地。全程冒雨前行，我咬牙走过了
一处又一处的山坳、沟壑、峰屻，绳
索一直在腰间与山绳之间切换。

这座技术攀登难度超过珠峰的
山峰，考验的不只是绳索解结技
能、四肢协调度、体能充沛度，还
有对高度的镇定度。对我这种天生
的严重恐高症患者来说，这四点都
是致命的天敌。好在近两年，我不
停地练习，先是尝试蹦极，又走了
百米高的玻璃栈道，还反复地提醒
自己，要关注脚下，而不是身后，
才让全程的惧怕感有所减弱。这四
点在 4600 米海拔的单索线上得到
了综合体现。在这段路程里，我的
脚下只有一根晃动的钢索，左右两
边各是两根晃动的绳索，山风吹动
着几根索线自由地摆动。兴政不加
思索，快速把左、右两侧的主锁扣
环系上，脚踩住绳索，转身对我
说：“快！我帮你系。”系完我的两

侧主锁，他一转身就走了。山风变
大，他背着行包，在前方摇曳着，
我还没反应过来，几十秒钟后，他
已走到对面。

“上！拼了吧。”我在心里给自
己打气。

握索，前行，目视前方，两臂
夹紧，心无杂念，聚焦每一步，让
脚掌中间的重心踩住钢索，不管身
下数千米的深渊，亦步亦趋。后
来，从兴政给我录的视频看，我用
了 1 分 55 秒，上岸后第一句话是

“我战胜了我自己！”

下山时，我又走了一遍，就没
那么可怖了。从这个角度看，大山
的确给了人磨炼，无论是心智，还
是体能。现在，我可以说，自己不
再恐高了。

如今回想起来，登顶后的喜
悦，不如攀登与下撤的刺激。与攀
登乞力马扎罗相比，我仿佛受到了
一次无以附加的锤炼。“那就是远
程徒步！毫无难度！”几位同行者
都这么认为，查亚峰才算是真正的
技术攀登。

在查亚峰冲顶营地的两天，一
直在下雨。每次在帐篷内感受打落
在篷外的雨滴声，似乎在聆听大山
的呼唤，不是狂啸，也不是私语，
就是那种喃喃之声，提醒我们大山
是有生命的，只是它的生命周期比
人类更长。

登山能让人在面对困难时成
长。纵情山野，我们会在对大自然
的探险中收获更多的体验与感悟，
也会在感受山林奥秘的同时，培养
与登山伙伴休戚与共、互相扶持的
精神，还能滋养个人内心安静与沉
稳的气质。对于当下中国人而言，
类似的内心安抚与规范，实在是太
重要了。

图为查亚峰。来自百度百科

近日，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的
500 多亩茶花成片盛开，迎来了一
拨又一拨赏花游客。

虽然盛花期已过，但在汤池镇
金茶谷山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茶
花园，笔者目之所及，都是高低错
落、造型别致、娇艳多姿的茶花。
正在赏花的庐江县冶父山镇游客吴
明亮一边仔细观察茶花的形状，一
边闻着茶花的清香，还不时拿出手
机和茶花来个合影。

“这里的茶花开得非常漂亮，

花的颜色鲜艳，品种也比较多。”
吴明亮高兴地说，他非常喜欢乡村
旅游，既能欣赏风姿绰约的茶花，
又能与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茶花
园的主人姚庐生介绍，茶花的花期
较长，一般从 11月份始花，翌年 5
月份终花，盛花期在 2 月至 4 月，

“足以美透整个春天”。
姚庐生是庐江县土生土长的农

民，十几年前带着在建筑建材市场积
攒的5000万元资金，在庐江县汤池镇
果树村流转荒山荒坡种植茶花。

“果树村是典型的丘陵地区。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荒地乱石岗
比比皆是。”姚庐生告诉笔者，通
过将闲置土地资源进行整合流转，
现在这里的花儿越开越红火。

“这片山地种植了大红宝珠、
皇家天鹅绒、帕克斯博士、克瑞墨
大牡丹等230多个品种、210多万株

茶花，每逢春天花开的时候，整座
山坡漂亮极了，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观花赏景。”姚庐生打开了话匣子。

顺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姚
庐生一边走一边和笔者唠嗑：“茶
花园里60多个珍稀茶花品种中不少
原产于国外，通过母本移栽慢慢培
育发展起来。”

姚庐生喜滋滋地说：“我们种
的茶花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可以
提炼茶花纯露，或制成茶花酒等系
列产品，投放市场后很受欢迎，效

益也十分可观。”姚庐生跟笔者算了
一笔账：“去年，茶花树苗、茶花纯露
和茶花酒等的销售额达800多万元，
今年上半年的形势也不错！”

金茶谷山茶花合作社开发荒山
荒坡，让一片片撂荒地变身“生钱
地”，一朵朵山茶花成了“致富花”。

果树村支书李森告诉笔者，最
近几年，金茶谷山茶花合作社采取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
式，带领周边村民特别是贫困户共
同走上茶花致富路。据了解，金茶
谷山茶花合作社向农民租地，每亩
年租金 600 元。对有意愿种植的村
民，无偿提供茶花苗，并组织大家
统一种植，成品由合作社定价回
收。合作社还对贫困户以“委托代
育+基地务工”的形式，多渠道增
加贫困群众收入。

茶花种植富了乡亲，美了乡

村。依靠发展茶花产业，金茶谷山
茶花合作社的茶花园正以强劲的卖
点和超高的颜值，吸引着大批游客
前来观光休闲，成为汤池镇乡村生
态旅游的一大亮点。

汤池镇农民看到了茶花产业带
火的“钱景”。随着乡村旅游日益
升温，当地活络的山里人开起了农
家乐和农家旅馆。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汤池共接待游客 168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7亿元。

汤池镇负责人陈宗泽说，汤

池镇以花为媒，牢牢抓住生态旅
游产业这个“牛鼻子”，深耕做强
花田文章，绘就一幅乡村振兴的
美好蓝图。未来，汤池镇将按照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思
路，念活“山字经”，种好“摇钱
树”，深入推进茶花产业发展方式
转变，由单纯卖鲜花转向“卖风
光”，实现从“美丽环境”到“美
丽经济”的嬗变，铺设好花香四
溢的富民路。

登上大洋洲之巅
王 文

60余位名家齐聚重庆合川

助力钓鱼城申遗
珺 言

安徽庐江

茶花田 富民路
赵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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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频共振

德国 《法兰克福汇报》 日前在一篇名为 《中
国的文艺复兴》 的文章中指出，古老的传统再次
吸引年轻的中国人。日前，由共青团中央和哔哩
哔哩共同发起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华服日”在
西安举行，号召年轻人通过展示传统服饰文化的
独特魅力，进一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和创新。据统计，目前哔哩哔哩上的国风爱好者
已超过4000万，其中88%是“95后”。传统文化在
年轻群体中已经拥有了广泛基础。

传统文化热起来，旅游如何与时代同频共
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成为旅游业界需探索的
课题。作为传统文化旅游的重要载体，博物馆游
备受关注。“人们对于多元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
越来越大，也对博物馆所能提供的服务提出极高
的要求。”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指出，今年将争
取和有关部门一起出台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
的实施意见，满足参观者对博物馆新的需求，让
博物馆“高雅而不深奥，亲和但不媚俗”。据统
计，最近 3 年，全国每年新增博物馆 180 家左右，
每年参观人次增加1亿左右。

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
梅指出，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正逐渐回暖。
基于此，李梅提出，在文化与旅游相融合的大背
景下，应大力开发戏曲文化旅游市场，挖掘戏曲
文化旅游价值，打造专属戏曲的文化旅游景区。

特色文化绽放异彩

日前，马蜂窝发布的 《中国省域自由行大数
据系列报告之山东省》 显示，在山东省所有目的
地中，济宁市的热度涨幅位居第一，高达 206%。
背后的原因绕不开“文化”二字。济宁地区历史
文化悠久，是东夷文化、华夏文明、儒家文化、
水浒文化、运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儒家创
始人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复圣颜回、史家左丘
明皆出生于此，人文资源丰富灿烂。近年，“国学
热”持续升温，大批游客前往孔子故里济宁曲阜
进行体验式的游学之旅。济宁正依托富集的文化
和旅游资源，积极打造“东方圣地”文化旅游目
的地品牌。

传统文化让旅游大放异彩，这一点在历史文
化大省陕西更加显著。历史文化一直是陕西旅游
的一张王牌。马蜂窝大数据显示，陕西的热门景
点中，历史文化类景点占大多数。秦始皇兵马俑

博物馆、西安城墙、陕西历史博物馆是陕西最热
门的旅游景点。同时，陕西省也在大力推动历史
人文的传承，推动皮影、民歌、秧歌等历史文化
遗产的传习，并结合当地的历史古迹，推出众多
精彩的文艺演出，通过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创新，
用文化的魅力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游客，推动旅
游产业的发展。

“陕西是国内突出的文化体验型旅游目的地，
丝路起点、文化源流，对陕西的旅游发展来说都
是巨大的优势。”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
分析指出，西安的历史文化、延安的红色文化和
各地民俗及其衍生出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体验项目
等，都对游客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如今，沿着十里秦淮，遍访沿线名胜古迹，
成为最有“南京味儿”的一条旅游线路；去山西
看各个“大院”，感受建筑文化、晋商文化；到广
州在骑楼下漫步，感受“老广”生活……本土
味、有文化的旅游正取代“打卡”式旅游，成为
新热门。

年轻人爱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游的“走红”离不开年轻一代的参

与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近年来，老牌旅游强省陕西一跃而成“网

红”，正是在于其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推陈出新。冯
饶表示，通过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营销方式，陕西
旅游获得了高速增长的新动力。今年初，商务部
公布了全国步行街升级改造第一批试点名单，西
安的大唐不夜城成为全国 11 条入选的步行街之
一，未来将成为西安的潮流新地标，吸引更多年
轻游客。

今年春节期间，一条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高
点赞量。广东湛江一个舞狮队在行进中，碰见了戴
着小狮子头的小朋友，“大狮子”亲昵地用头碰了碰

“小狮子”。许多网友被这个瞬间感动，并从中看到
了年轻一代、少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

去苏州听评弹、学唱昆曲，去天津听大鼓、相
声，去景德镇体验瓷器烧制……这些被越来越多的
年轻游客列入旅行清单。“亲身体验过才会对‘博大
精深’四个字有深刻的体会，中国传统文化也从文
字资料里的‘单调面孔’变得具象起来。”大四学生
居力表示，如今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着迷，
并且发现传统文化也可以变得很“时尚”。

下图为参加传统文化研学游的孩子们。
来自网络

潮旅游追捧中国文化
本报记者 尹 婕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和5月20日中国旅游日接踵而至。驴妈妈旅游网发

布的2019博物馆主题游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在该平台上以“博物馆”为

关键字搜索及预订旅游产品的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一半。以“文化”为标签

的博物馆已然成为国内旅游热门。

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助推下，越来越多的国内城市、景点被人们重新认识，传

统文化通过全新的方式，和旅游业不断碰撞产生火花，成为新的旅游吸引物。中

国文化游正变得时尚，成为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