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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井冈山下的江西省遂川县东部山坳，有一座叫“白
水仙”的大山岭，这里古木参天，修篁如剑，溪流回环，放眼仰
望，30多处飞瀑组成了奇特的瀑布群。

白水仙主峰巨型仙女瀑落差 86 米，水口峰海拔 800 余
米，孤矗如倚天宝剑，为遂川东南之巅。传说，从前，有一位
白衣仙女自天上而下，徐徐降临此处崇山峻岭山腰中，落脚
地的石岩处，瞬间冒出哗哗啦啦的溪水如喷泉而泻，洁白的
溪水就像一条白色的银河，奔流而下，白水仙因此而获美名。

五月的白水仙，俏丽地展示着她美丽的身姿，阳光温柔，
空气清新。我前往探究白水仙的奇山秀水，寻找白水仙女的
足迹。

山下，一尊仙女下凡的雕塑飘逸舒展，栩栩如生，靠前仰望，
仿佛遨游在蓝天白云之间，俯视青山，笑看人间。山上，一簇簇
紫竹、方竹、苦竹等珍奇竹丛
风华正茂。穿越白水仙岭，
进入了野栗子王国，五里山
路，行经处净是野栗树。若
逢深秋野栗成熟时，可见村
姑少女背篓提篮的倩影出没
于山间绿林之中。或有放歌
者，其音韵质朴天然，如清泉
流嬉于山石之间，听之令人
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沿陡峭山壁而上，却见
一侧溪流曲折迂回，过藤
桥，行竹桥，小心翼翼跳过
石墩桥，战战兢兢穿过天险
石拱桥，忽觉霏霏细雨扑面
而至，顿觉耳闻闷雷般的水
瀑轰鸣。行至瀑底，仰观一
匹百丈白练直挂悬崖，其势
如从九天重霄奔涌而下。
瀑流被峭壁中突兀横贯的
巨石击碎，一时满眼水花纷
飞，犹如漫天雪雾。

踏上林间小道，一股凉
气扑面而来。行至山腰“马
迹村”前，处处顽岩之上，仍
可见远古时代野马留下的
足迹，或大或小，或疏或密，
堪称自然奇迹。拾阶再上，
珍珠瀑、玉阶瀑、仙女澡盆、
一线天、情人谷、好汉坡、鹰
嘴岩、相思床、蟾蜍望月、群猴秤天……一一次第列观，这些
天工造化的瀑观、石景，令人目不暇接。最让人心怡的是潺
潺溪水，从大山深处缓缓而来，如童眸般清澈、透亮。捧上一
把入口，顿觉甘冽遍流全身，沁人心脾。

这山有几分灵气，瀑布便是它的精灵了。白水仙有三叠
瀑布，山脚下的那座瀑布，落差并不高，水流较缓，飞落飘洒，
并不轻浮，从它的风韵中能感受到平和、朴实和亲切；山腰中
的那叠瀑布，宽阔而雄厚，从高高的山崖飞洒而下，含蓄而沉
静；山坳里的那叠瀑布落差大，水帘如纱，带着律动的幻觉之
美。水雾随着山风的吹拂，一路摇曳飞舞，化作细雨，打湿了
衣衫，模糊了视线，我似乎看见那瀑布幻化为传说中的白仙
女，在深谷中舞动长袖，撒落飞花，飘逸而娇媚。

再往上攀登，顿觉有千人击鼓、万马奔腾的巨响，鼓声如
洪钟，声震山谷，又像天籁之音，从远至近，令人震撼。就在
转弯处，我眼前一亮，一条数十米高的瀑布从天而降，无遮无
挡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来到瀑布前，抬头仰望，整个瀑布如
奔雪涌银，泼珠溅玉，让人感觉如九天银河坠落。此刻，寄情
于白水仙大山岭的山水间，我顿时有了“自古人生何其乐，偷
得浮生半自闲”的欢畅。

题图为白水仙山间竹林小路。

不论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马帮铃
响，还是如今街市里的繁华喧闹，其
中都可见四川会理这座古城的安宁与
美丽，从容和闲适。在所有传统节日
里，会理人特别偏爱端午，挂蒲艾、
撒雄黄、射五毒、制香囊、包粽子、
炖药根、游百病……其热闹和隆重程
度，可以和春节相媲美。

会理街巷纵横，商铺林立，客商来
来往往，尽显古城的兴盛。不过，上午
还在正常营业的店家，下午大多关门歇
业。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年端午都会在
古城里重现。一年忙到头，生意打理不

完，钱也永远挣不尽。端午这一天，该
做的事多着哩：粽子、包子、大蒜、鸡蛋、
药根、火腿、鸡块、时鲜蔬菜，一家老小
的端午宴需要张罗，门前还得挂上辟邪
祈福的菖蒲艾叶。在忙忙碌碌的日子
里，抽一点空闲和家人营造节日的温
馨，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会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宜人的
气候，让人感觉春天没有过完，时令就
已经悄悄滑到了夏天。夏季湿热重，宜
在饮食、起居、运动等方面作适当调
整。端午这天吃过药膳宴，家家户户都

会走出户外，扶老携幼，倾城而出“游百
病”，以祈求百病消退，健康吉祥。

在一年一度的端午风情游活动中，
古装巡游最为抢眼。古城里旌旗猎猎，
长号声声，鼓乐阵阵，威风凛凛的武将、
穿古装的绅士、着汉服的淑女、提灯笼
的青春少年、款款走秀的旗袍女郎、载
歌载舞的乡间小伙，浩浩荡荡的巡游队
伍，让驻足观看的游客仿佛穿越了时
空，回到了遥远的汉唐盛世。

会理端午特有的韵味，在绿意环绕
的城郊体现得淋漓尽致。伴随着钟鼓
楼上暮鼓的余韵，放眼望去，城郊野外，

田间河畔，挨挨挤挤，到处是“游百病”
的人。难得有这样的闲暇，或游走，或
闲逛，或登高，陪陪老人，陪陪孩子，会
会亲友，舒适休闲，其乐融融。别的不
说，单是到城郊，看看如画的风景，呼吸
几口新鲜的空气，感受一下这样的氛
围，那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会理的端
午，空气里弥散着幸福和喜悦。人们的
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那是对文化的自
信，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下图：会理端午古装巡游。
黄正伟摄

祭拜过海神，年过六旬的房广雄
夫妇在儿女簇拥下落座，桌上的疍家
煲、海鲜粽、炸沙虫等美味热气蒸腾。
在广西北海银滩疍家小镇的自家别
墅里，吹着空调吃团圆饭，与儿孙共
享天伦之乐，祈福端午安康，夫妇俩
由衷高兴。平安康顺，是疍家人最深
切的心愿。以前，广西北海市银滩镇
白虎头、咸田村等地的渔民在海上过
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如今，依托好政
策，疍家人“洗脚上岸”，放下渔网靠电
网，发展起民宿旅游等产业，家家户
户不再看天赶海、担惊受怕，腰包也
逐渐鼓了，日子过得安稳且滋润。疍
家小镇也成为美丽银滩的新名片。

担惊受怕成过往

在搬到疍家小镇以前，叶发琼
住在银滩核心区的白虎头村，全家
生计主要靠丈夫出海捕鱼。每天傍
晚，丈夫踏着夕阳的余晖出海，在
海上一漂就是一整夜。从目送丈夫
出海的那一刻起，叶发琼就开始牵
肠挂肚。遇到刮风下雨，守望的人
整夜担惊受怕，直到船上的人平安
回港，悬着的心才放下。然而新的
一天，这种焦虑又会重复上演。房
广雄原是银滩镇咸田村渔民，16岁
起以打鱼为生，每个月有20天左右
在海上。40多年的捕鱼生涯，他最
大的感受是“辛苦，又不得钱”。忙
活一整晚，能赚个一两百元，运气
不好时，捕到的鱼还不够填补柴油
费、人工费，日子过得紧巴巴。漂
泊了大半辈子，房广雄没想过有朝
一日能在疍家小镇安定下来。

疍家小镇距银滩景区1.5公里，是
北海最大的搬迁安置区，当年为配合
银滩升级改造，由银滩核心区域咸田

和白虎头两个村6000多村民搬迁回建
形成。完善的水、电、气等基础设施，
加上政府的系统规划布局，小镇舒适
宜居。几年间，村民们见证了新家变
靓、名气变大、游客变多的过程。

换种方式经营海

走在疍家小镇主步行街上，周边
楼房被精美墙绘和 3D 涂鸦包裹，鲸
鱼、船只、帆影、渔网、浪花等大海元
素交织，浓厚的海洋气息扑面而来。

房广雄夫妇把自家回建房改造成
民宿，4层楼，除一层自住，其余8个房
间都改作客房，家电配置齐全。入夏
以来进入旅游旺季，夫妇俩几乎每天
都能接到游客订房咨询电话。

在疍家小镇，有大小民宿 200
多家。疍家人靠海吃海，从前风里
来、浪里去地赶海捕捞，现在围绕
那片海搞旅游，挖掘海的潜力，做
足海的生意。这个海洋特色小镇，
如今被誉为“银滩后街”，其独特的

海洋文化和渔家风情，令五湖四海
的游客和年年来此过冬的“候鸟
客”流连忘返。

同样经营客栈的吴艳说，随着小
镇知名度的提升，客流量年年增长，
跟几年前客栈刚开时相比，房价已翻
了好几倍，用电量也水涨船高，“每个
房间都装有冷暖空调，WIFI随便用，
我这里回头客不少呢。”

疍家人不知道的是，为打造坚强
可靠的北海电网，北海市政府与南方
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签订了全面深化

“十三五”电力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与
城市发展需要相适应、与城市环境相
协调、与城市定位相匹配的安全、可
靠、绿色、高效、智能的北海电网。“十
三五”期间，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将
投资不低于35亿元，用于北海电网建
设改造，进一步提高供电可靠性。

一年四季不打烊

夜幕降临，各色霓虹灯亮起，

相互辉映，小镇被装点得流光溢
彩，美轮美奂。小镇成立了艺术团
以及合唱队、新疆舞队、广场舞队
等20多个小分队，每当悠扬的旋律
响起，广场上舞影婆娑、动感十足。

村民借小镇打造疍家文化的契
机，通过开民宿、开餐馆、租房，
年收入增加十余万元甚至二三十万
元。目前，小镇上疍家文化主题商
铺有20多家，疍家赶海等体验式渔
家乐项目 4个，疍家文化餐馆 9家，
挂牌经营的民宿有 205 家。几年
间，疍家小镇积极探索搬迁群众就
地转产转业路子，构建旅游服务+

“候鸟经济”的产业链条，实现了小
城镇大集聚、小产业大市场、小领
域大创新，成为宜居宜商宜业之
地。据统计，仅发展“民宿经营”
一项，就为疍家小镇年增收约 5000
万元。

为保障银滩东片区可靠供电，
今年北海供电局还将新建1座110千
伏冯家变电站。项目投产后将显著
提升银滩镇一带的供电能力和供电
可靠性，有效保障北海经济高质量
发展及老百姓生产生活用电无忧。

疍家人世世代代在海上漂泊，
最懂得安稳、安心的可贵。叶发琼
家里的回建房改成民宿后，由儿子
儿媳一起经营，月收入达到 2 万多
元。“现在守着家人过日子，比以前
好太多了，生活也稳定，终于能每
天睡安稳觉了。”叶发琼感慨道。

如今，疍家小镇已打造成为富
有渔家特色的小镇，成为北海市又
一张旅游名片。络绎不绝的游客让
曾经的疍家人早已不再为生计发
愁，开启红红火火新生活的他们，
对小镇的明天充满了期待。

图为疍家小镇夜景。来自网络

挖掘海的潜力 做足海的生意

北海疍家人：家门口过上好日子
庞革平 陈钦荣

会理古城

端午“游百病”
李美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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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有了创业平台

《2017 年 国 民 旅 游 度 假 账 单》 显
示，“90 后”消费者已经取代“70 后”
甚至“80 后”，成为年度人均消费最高
的人群。此外，“90 后”作为互联网一
代，更加追求个性与体验，对旅游消费
和旅游发展趋势有着自己的理解，对旅
游创业有热情、有创意。“创意是最宝
贵的财富，也是年轻人在未来整个创业
过程中先天性和决定性的优势。”旅游
创业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德欣说。

日前，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与携
程渠道事业部北京分公司举行合作签约
仪式，未来将共同探索校企合作及人才
培养的新模式。据了解，符合条件的学
员将得到携程的创业指导，并享受“小
白门店”孵化计划。据介绍，由携程主
导的“小白门店”项目是为“90后”大
学生提供的创业平台，将对符合条件的
学员进行创业指导，并在加盟政策上给
予优惠。目前第一批“小白门店”已经
开设23家，第二批已经开启招募，计划
再开80家“小白门店”。

2018 年 10 月 25 日，“携程门店学
院”正式启动并在上海总部举行开班典
礼，成为全国首个针对年轻人的旅游零
售创业创新平台。通过“小白门店”项
目，没有任何开店经验的“90后”加盟
者，将有希望成为创业型店长。据介

绍，首批学员来自广州、深圳、无锡、
杭州、沈阳、西安等12座城市。携程旅
游渠道事业部总经理张力表示，希望将
该学院打造成一个大学生门店创业平
台，并把“新青年、新创业、新零售”
思路融入到门店。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旅
游成为我国就业的重要方向，也是富
民、强国的战略支柱产业，大型在线旅
游平台可以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开民宿”仍受追捧

自 Airbnb （爱彼迎） 进入中国以
来，“民宿”一直是旅游业中的热词。
伴随着旅游个性化、定制化的发展趋
势，民宿的市场需求不断攀升。美团旗
下民宿预订平台榛果民宿发布的 《2019
城市民宿创业数据报告》 显示，民宿市
场增长迅猛，2017到2018年，在线房源
数增至百万规模。

榛果民宿 CEO 冯威赫表示：“中国
的民宿对酒店渗透率只有2.5%，相比英
国的 37%还有很大空间。中国民宿市场
未来5年仍有6到8倍增长空间，预计到
2023年，国内民宿对酒店渗透率将达到
15%。”在这样的市场前景下，近年来，
以民宿打开旅游创业之门的入局者越来
越多。

地方政府也已注意到民宿迅猛发展
的态势，对民宿创业加以积极引导。近

日发布的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
进民宿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指出，自
2019年起，启动实施泉城民宿业发展五
年行动计划，将重点推进 20 家民宿建
设，集中打造 2 家高端精品民宿和 1 个
民宿集聚区。值得注意的是，该 《意
见》 特别指出，将鼓励城市和乡村有意
愿的组织、个人改造现有住房或租赁民
房开办民宿，支持社会各界人士返乡创
业开办民宿，鼓励“农户+合作社”“公
司+农户”等民宿合作发展模式，每年
将选取一批优秀大学生民宿创业点，给
予扶持奖励，每年重点扶持一批“民宿
经济带头人”“巾帼民宿创业者”。

“到乡村去”找机会

因为独特的古朴风貌和自然风光，
中国最北的边境小村北极村吸引了许多
旅游创业者的目光。这个群体中不仅有
返乡青年，也有因看中这里发展前景而
留下来的“外乡人”。如今，在北极村
的民宿、酒店、特色纪念品店等行业中
都可见创业者的身影。

近几年，各地纷纷加大对旅游产业
的扶持力度，积极实行乡村振兴战略。
在旅游业发展中，乡村的吸引力日益增
强。2015年，原国家旅游局公布了第一
批 20 个 “ 中 国 乡 村 旅 游 创 客 示 范 基
地”，此后，“到乡村去”日益成为许多
旅游创业者的重要选择。

2017年，湖北恩施人樊宜大学毕业
后选择回到家乡创业。“每年夏季，许
多 重 庆 人 都 选 择 到 恩 施 避 暑 ， 一 住
就是两三个月。”樊宜看中了这个商
机，与家人商量后决定回乡创业。经过
两年多的发展，樊宜家的民宿客房有30
间，还配套建起了书吧、茶吧和小型儿
童游乐园。“我希望来度假的人年年
来、年年觉得有新意。”对未来的发
展，樊宜也有清晰的想法：“如今的乡
村游，早已不是农家乐的初级阶段，必
须与时俱进，对我们这些乡村旅游创客
的要求更高了。”

目前，乡村旅游创业日益向多元
化、细分化发展，“乡村旅游+农耕文
化”“乡村旅游+养生”“乡村旅游+民
俗”“乡村旅游+非遗”“乡村旅游+游
学”等成为创客们发挥创意的新领域，
进而带动乡村旅游新业态的不断丰富。

上图：四川乡村旅游走向转型升级
发展之旅。来源：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

“创客”云集旅游业
本报记者 尹 婕

随着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换

代，旅游市场越发红火，从事旅游

业的人越来越多。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我国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

人 口 已 占 全 国 就 业 总 人 口 的

10.29%。网约导游、旅游定制师等

旅游新职业不断涌现，旅游业中

“创客”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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