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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中，我们来到英谈古寨。一
走进这个幽静闲适的小村落，浓郁的
古风古貌瞬间让人心头涌上一种别样
的感觉。

英谈古寨位于河北省邢台县路罗
镇，是一个完全用石头建成的村落，
距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远远望去，
整个村落依偎在古树绿茵间，被群山
怀抱，古城墙环绕着古寨，石屋随坡
就势，参差错落，层层叠叠。

进入古寨，一排排石头屋，一条
条石板路映入眼帘，沿村前行，峰回
路转，便见小桥流水，古树参天，石
屋古色古香，别具一格，古街干净整
洁，井然有序。行走在山林间，有一
种说不出的惬意。

薄雾中，几缕炊烟袅袅升起，村
里不时响起一两声狗吠，早起的村民
正在菜园里锄地。我们眼前浮现出一
幅生动的陶渊明《归园田居》图：“暧暧
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寨内共有 67
座院落，多为二三层楼房，全部由青红
两种沙石岩建造。走在石板路上，不
时见到村民围坐在大槐树下聊天，孩
子们在其中奔跑穿梭，一时间，所有
的疲惫与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在古寨，我们不仅为那些至今保
存完好的古墙古屋惊叹，也被淳朴的
民风感染。50 元一人的住宿，10 元
一人的大炖菜，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古
寨村民的热情好客，他们的脸上始终
带着朴实的微笑，这种不掺杂质的
笑容，让人感觉温暖放松。

古寨历经几百年风雨，至今巍然
屹立，古寨城墙依然忠实守卫着寨里
的居民。石屋被粉红的泡桐花环抱，

微风不时送来一股股淡雅的槐花香。
蔚蓝的天空与古寨的石门相映成辉，
从月亮寨门向寨子里观望，眼前就是
一幅精美绝伦的古城山水画。我仿佛
回到了自己的童年，不由忆起那些暖
暖的午后旧时光。

沿着古街古巷一路寻访，有院中
楼，还有楼中院，那些老式家具、斑
驳陆离的雕花门梁、变了形的窗棱，
都在讲述着古老年代的故事。其中一
个院落，布置了一个小展厅，展厅内
陈列着很多老家具、老照片、老物
件，从中可见其主人悠闲雅致的生活

品位。院子里有一棵部分枝干枯朽的
古树，枯树中间，竟长出一棵香椿，
被称为“古树逢春”，堪称奇迹。

导游介绍，英谈古寨是中国目前
发现保存最完好的古石寨之一。最早
是唐朝黄巢起义军留下的营盘，明永
乐年间，山西有一路姓的大户人家举
家迁移至此，大户人家生意做得好，
积攒下不少财富，清代咸丰时期建成
了完整的寨子。历经几百年的岁月，
原来的“营盘”被乡民慢慢叫成了今
天的名字——英谈。

如今，往日的繁华都已散去，只有
那几十座石头院落和绵延的寨墙还坚
如磐石，矗立在岁月的长河中，成为永
恒。能在这样静谧怡人的村落，享受
一段慢时光，无比惬意。沿着坚固的
城墙，行走在古寨中，我仿佛听到了花
开的声音，泉水流过古桥发出的回
响。古寨就像一部古老而沧桑的书，
仍旧以自己的方式续写着新传奇。

从北京前往西藏昌都，我从重庆
转机林芝，进入西藏腹地，复乘汽车
赶往昌都。此行必经的林芝，无意间
成为我认识昌都的一个参照。

飞机在林芝降落。我们来到隐藏
于林间的一家餐馆用餐，猛然看到

“大美林芝 太阳宝座”的题词，很是
惊讶。窗外，近处，一片湖泊倒映着
蓝天白云，四周簇拥的高山杜鹃在开
放。远处，山巅冠以积雪，呈现着亘
古不变的庄严。如果说林芝是雪域的
江南，那么昌都就是雪域的北国。

去往昌都的道路延伸开来，那
山、那江和飘逸的经幡召唤着我。渐
渐深入昌都腹地，山形高耸入云，谷
地陡峭深邃。天空下起小雨，到达昌
都地界才惊觉，缤纷的色彩已经被一
层层抽去，高山杜鹃的粉红、树林的
青翠、野花的嫩黄留在了林芝。甚至
河流里清澈潋滟的波光，也被怒江的
浑浊取代了。远处，铅云笼罩，群山
静穆，黑白灰成为主色调，天地之间
恍如一幅不断打开的山水画轴。

昌都位于西藏东部，平均海拔
3500 米 ， 区 域 内 横 断 山 脉 巉 岩 横
亘，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湍急奔
流，是一块连接四川、青海、云南的
咽喉要地。我和同行的伙伴驱车行驶
在昌都的群山间。昌都素来以“怒江
七十二道拐”闻名，这些拐弯大多是
急转弯，当地向导说实际上有九十多
道拐。“七十二道拐”在山间转来转
去，道路下方就是深水急流的怒江。

我们选择了一条更加惊险的山
路。司机是当地人，熟悉路况，他就
像马背上的骑手，虽然前面不断有急
转弯，可仍保持着信马由缰的从容和
淡定。粗粗算来，从我们住宿的八宿
县到目的地，“U”形弯道有 80 处
左右。我们紧握座位旁的拉手，固定
坐姿，相互之间不得不中止了交谈，
因为实在是心惊肉跳。如果因为山高
路险，紧张刺激，就视昌都为畏途，
那实在是大错特错了。无限风光在险
峰。我们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自然
会得到昌都慷慨的回赠。

从半山腰望去，高原草甸突然出
现在眼前，一扫路途上灰暗色调给人
的沉闷感。一路遗落的色彩重新回到
我们的视野——大片的草甸苍翠欲
滴，黑牦牛、灰驴子、黄山羊散布其
上，优雅地啃食着青草。高原的风冷
冽、强劲，吹过绿油油的牧草、无名
的红花和牛羊的毛发，是梳理，也是
抚摸。人在其中，只感到心旷神怡。
此时，请司机停一停，在这里驻足片
刻，看它们在静谧的家园四处游走，
禁不住羡慕这种陶然忘忧的生活。

抬起头，以往觉得高远莫测的云
雾烟岚，此时却近在咫尺，仿佛触手
可及。白云悠悠，萦绕在雪山的半
腰，不露声色，缓缓飘向远方，越来
越远，说不定哪一片会飘到我们的家
乡呢！我目送它，想象它们在我的家
乡行云布雨的景象。有些云团贴在更
远的天幕上，大小不一，薄厚不均，
层次分明，构建起一个立体感很强的
空间。白云遮不住蔚蓝纯粹的天空，
露出了奢华的蓝色锦缎。

水流湍急的怒江和318国道一样
蜿蜒。它从群山的缝隙里流过，江面
并不开阔，可是深不可测。它以非凡
的气势，裹挟了泥沙，头也不回奔向
下游。怒江不怒自威，让人不敢直
视，恰似雪域高原流转的眼波，优美
中透出坚毅的秉性。大山不语，大江
喧哗，一静一动，一刚一柔，蕴藏着
神秘的和谐力量。

多拉神山经幡舞动。转山的路，
一如怒江之水和盘山公路，那是另一
段旅程。有人手持念珠，口中念念有
词，合着转经筒吱呀的声音向前面走
去。夕阳照射在多拉山上，赤色的山
岩更加鲜红壮美了。不知道从何而来
的骑行客，戴着墨镜，载着简易的装
备，从身边一闪而过。我们都在赶
路，不管从哪里来，在昌都的天地之
间，我们的人生出现了交集。只一个
照面，大家就各奔属于自己的方向。
目的地重要吗？风景永远不在旅途的
另一端，而在旅途中。

上图：昌都风光。卢忠东摄

日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在北京召开了

“巍山县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评
审会”。与会专家学者对 《巍山县
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 （2018—
2022 年）》 内容给予了充分肯定，
指出 《规划》从当地实际出发，体
现出较强的前瞻性、系统性、先进
性和可操作性，对巍山县乡村振兴
战略发展具有科学指导意义，一致
认同规划内容，并予以评审通过。

金必德总规划师沈青介绍，按照

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要求，把
巍山县农业经济划分为山地、平坝、
河谷、庭院四种类型经济发展业态，
按农业全产业链的要求，构建乡村农
业种养殖标准化基地，打造高原特色
农业示范县，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规划》 指出，要发挥巍山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合理运用

“建筑、植物、山、水、人”园林
五要素，规划创建一批景观生态宜
居、环境优美的乡村；充分利用巍
宝山“道教圣地”的资源优势，优

化文化生态景观效果，吸引游客问
道巍宝山；发挥巍山中国民间扎染
艺术之乡的优势，做好乡村民间扎
染、刺绣、草墩等艺术品的开发，
吸引中外游客来巍山感受休闲在乡
村的诗意生活。未来 5 年，巍山乡
村振兴规划将打好绿色能源、绿色
食 品 、 健 康 生 活 目 的 地 “ 三 张
牌”，打造中国最佳魅力旅游名县。

上图：来自乌克兰的游客在巍
山 古 城 南 诏 古 街 品 尝 南 诏 养 生
宴。 张树禄摄（人民图片）

行在昌都天地间
王 彪

英谈古寨品“石”意
王 岚

英谈古寨品“石”意
王 岚

云南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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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谈一隅。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市场需求增多

从孩子上幼儿园小班时起，北京某教育机构
员工邬梅女士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带孩子出门一到
两次。“因为孩子年龄小，我们选择的一般都是
北京周边游，两天一晚的行程，孩子不会觉得
累，大人也能得到放松。”邬梅介绍，每次出游
自己都会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照片和旅行心得，几
年下来，身边聚集起了一小群“粉丝”，时常向
她请教旅行攻略。“我们还建了一个微信群，以

‘80 后’‘90 后’的爸爸妈妈为主，用来交流育
儿、旅游经验，还可以相约一同出游。”邬梅
说，通过亲子游，孩子不仅能够亲近自然，还能
够结交新朋友，“亲子游已经成了我们家庭社交
的重要途径”。

携程对近千名用户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
9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亲子旅游。亲子游已
成为家庭消费中的“刚需”。

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
年，将近 40%的亲子家庭用户出游超过 3 次，周
末 外 出 度 假 已 经 成 为 亲 子 家 庭 的 日 常 生 活 。

《2018年亲子游消费报告》显示，“80后”人群已
成为当前亲子游市场的主力军，上海、北京、广
州、深圳、杭州等城市的家长最热衷于亲子出
游，南京、长春、成都、武汉、宁波等城市的亲
子家庭出游增速较快。此外，周边自驾游和长线
跟团游是亲子游的消费主流，75%的用户选择自
驾至周边景区酒店，享受悠闲周末；67%的亲子
游客在长距离旅游时选择跟团游。

“教育+”受欢迎

去年暑假，网友“童伢子”带孩子参加了一
个亲子旅游团，在广东省韶关市丹霞山住了 5
天。“旅游机构专门给孩子安排了自然教室，白
天孩子们跟着老师认识植物、昆虫、动物，在草
地里探秘，还可以去营地附近的山上探险，十分
开心！”“童伢子”表示，对于在城市生活的孩子
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和人生经历。

日前，同程艺龙与同程旅游联合发布的
《中国家庭亲子旅行消费报告 2019》 显示，“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当前多数家长对于亲
子旅行的基本认知和主要诉求，因而，具有教
育意义的旅行产品日益受欢迎。目前，亲子游
市场的核心客群 （购买者） 以“80 后”及“90
后”父母为主，他们对产品的需求更加多元
化，对产品的教育元素要求更高。该 《报告》

引用的数据显示，暑期各种形式的研学旅行或
游学产品的需求量，在整个暑期亲子游中的比
例超过四成，“亲子+教育+旅游”的产品组合
占据周边亲子游市场的“半壁江山”。

2018年，驴妈妈集团发布的《三亚亲子度假
白皮书》也印证了这一点。亲子游客群选择产品
时最看重这三个方面：能否让孩子增长见识、开
阔视野；通过主题活动，让“亲子”和“游玩”
完美结合，满足孩子和家长双方的度假需求；能
否提升孩子的能力。

有名更需有实

海南三亚以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齐全的硬件配
套设施，成为近年来亲子游人群的重要目的地。
据统计，2017年—2018年，三亚新开各种酒店超
过30家，且这些酒店都有各具特色的亲子游配套
产品，如水族馆、海底餐厅、儿童乐园、主题活
动及儿童俱乐部等，对亲子游群体的吸引力大大
增强。“泡酒店”成为许多亲子游家庭出游的写
照。此外，帆船、潜水、观星、自然生物、民族
文化等主题研学产品和游学产品，也为三亚的亲
子游市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未来，亲子
旅游会越来越多地和文化、科技、教育、避暑、

冰雪等新需求、新业态融合发展。驴妈妈集团商
旅定制游事业部总经理倪佳丽认为，伴随着亲子
游的高频化，中国亲子游市场正进入提档升级阶
段，将更加重视安全、品质和体验。

中国旅游协会亲子游与青少年营地分会发布
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亲子文旅市场规模超千
亿元。尽管如此，无鲜明特色的产品仍将难以立
足，仅将传统旅游产品稍加改造，便冠以“亲
子”之名的做法将很难获得市场认可。倪佳丽
表示，未来亲子游产品将更加注重主题化、娱教
化和科技化，常规同质化产品将被淘汰。

今年 4月，凯撒旅游正式对外发布全新升级
的亲子系列产品、升级标准服务，并推出涉及艺
术、历史、音乐、绘画、古文明、博物馆、趣味
科技、节庆、探索自然、轻户外、亲近动物、环
保等28个奇趣主题近百个产品线，以满足不同家
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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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恰逢周末，成为又一新兴旅游“黄金季”，许多

家庭选择在此期间举家出游，各地的周边游、短途游中的亲子游产品备受

青睐。近几年，我国亲子游发展迎来热潮，市场需求旺盛。业界人士指

出，亲子游高频化已成为我国度假市场重要的消费趋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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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湖州德清县的美丽乡村“亲子游”活动丰富多彩，吸引大批孩子和家长走进乡村、亲近
自然。 谢尚国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