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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福建莆田荔城区阔口村，
走进玉湖陈氏祖祠。

陈氏一族在当地享有盛誉，祖祠
门前有一副十分显眼的石刻柱联：

“一门二丞相，九代八太师”。陈俊
卿、陈文龙祖孙二人曾分别高中榜
眼、状元，官拜宰相，是玉湖陈氏家族
的代表和荣耀。

公元 1138 年，即南宋绍兴八年。
这一天，京城临安颇有几分喜气。金
榜题名，朝廷举办盛宴，招待殿试官
员和新科进士。高宗皇帝发现，莆田
一个小地方，居然有 14 人中进士，而
且状元、榜眼也是莆田人，十分奇
怪。他问状元郎黄公度：为什么你们
那儿会人才扎堆呢？黄公度回答：

“披锦黄雀美，通印子鱼肥。”皇帝觉
得有点“高大上”，又问榜眼陈俊卿。
陈俊卿答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
书。”结果，龙颜大悦称赞道：“公度不
如卿！”席间顿时议论纷纷，众称陈俊
卿“接地气”，胜过状元。

这一年，25岁的陈俊卿中进士，35
岁的岳飞正率师北伐，捷报频传，48岁
的秦桧第二次当上宰相，却思谋如何推
行投降主和路线。四年后，秦桧构陷忠
良，害死抗金英雄岳飞，震惊天下。

对参观陈氏祖祠来说，我们关心
的是当时年轻的陈俊卿，面对战和两
派，忠奸对决，他究竟站在哪一边呢？
估计那时他还人微言轻，发表什么主
张也难达朝堂。他崭露头角时，金兵南侵，名将张浚力主抵抗，“国
人以都督敬称张浚，而以小都督敬称俊卿公”，陈俊卿的旗帜就鲜明
了。主战抗金，这也是陈俊卿位列南宋名相的重要原因。

进入内院，来到正殿，一进三开间，正堂中央全为神龛，壁上
绘有列代陈氏杰出先人彩色画像，每幅都注有其姓名字号、官职
封号：始祖赠太师沂国公陈仁，一世赠太师蜀国公陈贵，三世赠太
师冀国公陈诜，四世左丞相太师魏国公陈俊卿……也就是说，前
三位先人是因为四世陈俊卿才得以追封为太师的。

我发现，前廊东壁上书陈俊卿12岁咏砻诗一首，诗云：“本是
栋梁材，良工琢作砻。两手垂于外，一心直在中。地盘常不动，更
运转无穷。米糠随分出，全赖簸扬功。”

12岁的陈俊卿为什么对“砻”感兴趣？原来，这“砻”是乡下把
稻谷脱粒成米的一种工具，类似石磨，但比石磨大得多，是用竹子
和木材做的，压力刚好把稻壳和米粒分离开，又不至于把米压
碎。少年陈俊卿的诗中有两句颇值得玩味：“两手垂于外，一心直
在中”，指的是砻的外型，“两手”应该是砻的两个把手，“一心”指
的是中间那根竖立的“砻心”，类似磨心，砻的上盘就围绕它转，喻
意人心要正直，不能歪斜。“米糠随分出，全赖簸扬功”，这簸扬是
一门技艺，一种功夫，喻意好坏优劣需要分辨、选择。从诗的开头

“栋梁材”“良工琢”，可以判断小诗人是借砻说人心、人才，可知其
志向不凡，慧心可嘉。

陈俊卿后来入仕，“为参赞都督府军事，屡遭权幸排挤”。“以
用人为己任，所除吏皆一时之选，奖廉退，抑奔竞”，他用人分清
糠、米，使“簸扬”之功，去劣选优，颇有政声。从少年“一心直在
中”，到青年“地瘦栽松柏”，再到中老年不与奸邪同流合污，可见
其一生宁为松柏，不当墙头草，清忠亮直，初心不改。

陈氏一族，人才辈出。陈俊卿的重孙中又出一状元，也官拜
宰相，大名陈文龙。可惜“生逢末世运偏消”，大厦将倾，独木难
支。元军灭了金兵，又南下扫荡南宋，攻到莆田，那时叫兴化。陈
文龙散尽家财，招募义兵，坚守兴化。但“斗垒孤危力不支”，城破
了，人被俘，气绝身亡。后葬于西子湖畔，与岳飞为邻，日月同光。

整个祖祠，装满了陈氏一门的故事。充当导游的陈天宇，是
陈氏的后人，听他一路讲述，如数家珍。他是教授、学者，眼下，是
口必称陈文龙，笔必书陈氏节义，以宣传陈氏“满门忠烈”“清风亮
节”为己任。古人云：“君子之泽，三世而斩。”陈氏一脉八代不衰，
何也？读书明理，松柏家风！

盛夏时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的两河
镇鲁水村，昔日红军血染过的这片红土地上，如
今桃李挂满枝头，芳香四溢，生态农业观光园里，
游人如织。村子旁的水果批发市场停满了南来
北往的长途货车。“我们一家现在都不用出去打
工了，在家门口靠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就能发家致
富了。”村民廖大爷兴奋地对笔者说。

全州县地处湘桂走廊，灌江、湘江、万乡河流
经全县，围绕“生态全州、绿色发展”，逐步建立起

“发展全域旅游带动脱贫致富、发展乡村旅游助
力精准脱贫”的旅游扶贫模式，让家门口的“好风
景”变成脱贫路上的“好钱景”，加大绿色资源开
发利用力度，培育销路好的绿色产品，带动贫困
户脱贫致富。

龙井村风景如画，有“桂北九寨沟”之美誉。
“旅游扶贫”让该村很多贫困户脱贫致富。“我们
老家不仅有丰富的红色历史遗迹，还有良好的生
态资源，我在家门口就能创收。”龙井村一家农户
发展餐饮业，一年能挣20多万元。在龙井村靠吃

“旅游饭”脱贫致富的不止这一家，有10余户贫困

户从事旅游业，人均年收入万元以上。绿色发展
让旅游扶贫走向前台，原来的农户变成了旅游经
营户，农家院变成农家乐。目前，龙井村周边的
种植业、养殖业、农家山庄、餐饮旅店业、小商品
零售业等业态发展迅猛，实现了旅游发展和脱贫
攻坚的深度融合。

全州还打造集爱国主义教育、廉政教育、瞻
仰凭吊、文化研究等于一体的经典红色旅游区，
吸收贫困户到相应经营主体就业。利用红色景
点辐射带动效应，把特色产业有机地贯穿于整个
旅游路线，打造了荷塘采莲、重走红军路等特色
景点。许多农户纷纷在旅游路线上展示和出售
自己的农家特产，如富硒有机大米、金槐、醋血
鸭、禾花鱼等，增加贫困户就业机会。大碧头村
村民宾泽艺说：“我们当地群众通过发展旅游业，
全村14平方米左右的房租每月就达500元。”

全州去年共接待旅游总人次364万，同比增长
296.17%，实现旅游总收入30.7534亿元，同比增长
237.6%。近3年来，该县依托旅游或相关产业实现
了49个贫困村，8338户29643人脱贫摘帽。

古韵雄关美，山海樱桃红。“芒种”
时节，秦皇岛市迎来了大樱桃的“忙
收”。近日，“第十四届中国·山海关大樱
桃节”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举办。

秦皇岛大樱桃种植已有百余年历史。
“中国大樱桃之乡”——山海关，是秦皇

岛大樱桃产业发展的核心区。这里四季分
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得天独厚的气
候条件为大樱桃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
境。目前，山海关区大樱桃种植面积达 3
万亩，年产量超过 3 万吨，产值 5 亿元以
上，成为中国北方大樱桃主产区之一，同

时也是大樱桃品质最好的产区之一。
秦皇岛市长张瑞书介绍，秦皇岛是一座

生态环境优美、文化传承悠久、现代活力蓬
勃的美丽海滨城市。一代代勤劳智慧的港
城人民躬耕樱桃产业。3万亩壮美如画的樱
桃种植园与162.7公里海岸线、223公里古长
城相映成趣，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繁荣的樱桃
产业交相辉映，使山海关大樱桃成为秦皇岛
市唯一的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并形成了秦皇
岛璀璨亮丽而充满活力的大樱桃文化。

秦皇岛以“山海关大樱桃”为媒，搭建
起展示秦皇岛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舞台。
休闲农业是秦皇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亮点。集自然风光、田园风貌、民俗风
情、农业体验、农艺教育、休闲观光等各种
功能于一体，秦皇岛已建成国家级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8 家、省级示范点 16
家，三星级以上休闲农业园区达到 6家，休
闲园区总数达到 75家，年接待游客近 500
万人次，社会总收入超过20亿元。

左图为游客采摘秦皇岛大樱桃。
胡伟达摄

全州：“好风景”变成“好钱景”
唐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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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红遍山海关
崔力升

本报电（何 芳）2019中国四川攀枝花米
易国际摩托艇公开赛将于7月5日至7月7
日在米易县开赛。本次公开赛也是2019年
中国国际摩托艇公开赛系列赛的第一站比
赛。竞赛项目包含：坐式摩托艇竞速赛、立
式摩托艇竞速赛、方程式摩托艇竞速赛、水
上飞人花样赛等。比赛将吸引来自中国、韩
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芬兰、马
来西亚等国的摩托艇高手参赛，100余艘战
艇齐聚米易，展开速度与激情的极限较量。

据悉，国际摩托艇公开赛是米易县
2019年“清凉度假在米易”第二季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此外还将举办包括世界名校
大学生米易体验行夏令营、中国金钟之星
走进米易音乐晚会、2019米易音乐啤酒美
食节、“庆祝新中国70华诞”千人朵洛荷活
动和农文旅体验等活动。届时，来自全国
各界知名专家、学者、艺术家及主流媒体代
表将齐聚米易县，感受米易的独特魅力。

米易是一个被太阳迷恋的地方，素有

“颛顼故里·阳光米易”的美称，海拔度、温
度、湿度、洁净度、优产度、和谐度“六度”
的完美结合，造就了这一方得天独厚的康
养胜地。近年来，米易重视体旅融合发
展，以品牌赛事为切入点，围绕“清凉度假
在米易·巴适又安逸”的主题，举办清凉体
验行系列活动，将米易的自然资源优势转
换成旅游优势。

四川米易：体育赛事引游人四川米易：体育赛事引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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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主题公园，近些年如雨后
春笋，增长快，数量多，但有鲜明特
色、能持久发展的并不多。其中，有
一家地道的中式主题公园，它完全依
托中国的历史文化，21 年来走出了一
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成功之路。这就是
依照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之作 《清
明上河图》 为蓝本建造的“清明上河
园”。记者日前走进它，去感受中式主
题公园的独特魅力。

独特的中国名画IP

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
《清明上河图》可谓家喻户晓。记得多年
前，我第一次得见真容时，那细腻逼真的
描绘像照片一样，把1000多年前北宋汴
京的生活图景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

如今，我来到位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
河园，换上北宋的衣衫，步入园中，好似走
入画中，穿越历史。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
知多少。飞架在汴河之上的虹桥、宏伟高
大的上善门、巍峨华丽的临水大殿、清丽雅
致的水心榭……置身其中，我已梦回大宋。

开封，古时称汴京，迄今已有4100余
年的建城史和建都史，有“八朝古都”之
称。北宋时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
大都市，可惜早已灰飞烟灭。以前人们只
能从《清明上河图》中追忆这世界的“梦之
都”，清明上河园却把想象变为可触可感
的现实。

“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
清明上河园是一座以绘画作品为原型
的仿古主题公园。主题公园按照《营造
法式》为标准，复活了《清明上河图》，再
现了北宋汴京繁华的市井风情，把远去
的北宋文明变成鲜活的文化实景。与
生俱来的名画 IP 让清明上河园拥有了
极具竞争力的文化 IP。IP指知识产权，
现在 IP 概念多被泛化应用。文化 IP 一
般指文化产品之间的连接融合，是有高
辨识度、可被市场化的文化符号。

目前，中国主题公园多是模仿西
方主题公园，以游玩机械游乐项目为
主，相当数量的主题公园定位不清
晰，并无明显的主题 IP，缺乏像迪士
尼主题公园那样的国际知名的核心文
化 IP。有的所谓本土特色，也只是中
式仿古建筑加过山车的模式，缺乏文
化内涵和独特性。上世纪 90 年代起，
中国兴起了一股兴建主题公园热潮，
不久，很多陷入困局，如今已不复存
在，而清明上河园是其中极少数存活
并持续发展至今的。

活化历史 沉浸体验

拥有名画 IP，是成功的基础，如
何活化历史，向游客讲好北宋故事，
保持主题公园的持久生命力，是清明
上河园21年不懈地探索的关键。

主题公园主题要鲜明，表现要丰
富，文化类主题公园更应如此。清明
上河园所承载的北宋文化，不是简单
地让游客逛园子看看仿古建筑，而是
让 《清明上河图》 画卷“动”起来，
让游客成为画中人。

包公迎宾、包公巡案、汴河漕运、编
钟乐舞、皇家皮影、大宋科举、民间绝
活、布袋木偶、水傀儡、王员外招婿、梁
山好汉劫囚车、大宋·东京保卫战……
当一幕幕真实的场景展现在眼前，我立
刻有了身临其境之感，觉得这里不是主
题公园，而回到了北宋，我早忘掉自
己是游客，俨然变身为汴京的百姓。

清明上河园如何在与迪士尼、环
球影城等世界品牌，欢乐谷、方特等
新兴品牌的激烈竞争中找到生存之
道？清明上河园景区销售部经理刘栋
说，在西式主题公园占主导的今天，
清明上河园要做内容最丰富的宋文化
主题公园，把北宋时期以及古今结合
的手工业、制造业、餐饮业、娱乐

业、建筑业等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全
部在清明上河园中展演给游客，使游
客在园中能得到最精彩的北宋历史文
化体验。

宋朝在教科书中给人的印象就是
“积贫积弱”，事实并非如此，陈寅恪
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
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百
姓的生活丰富多彩，在清明上河园便
可窥见一斑。清明上河园不断深入挖
掘宋代的民间艺术，像水傀儡、皮影
戏、马球、斗鸡、蹴鞠、高跷、木偶
等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游客可以
在园区一一体验，园区已成为古代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地。

丰富演艺 不断创新

入夜，园中景致如梦如幻，醉人的
大型水上实景剧《大宋·东京梦华》缓缓
启幕。令人称道的不仅是唯美的艺术
造型和震撼的演出场面，最动人的当
属每章以宋词为主题，《序·虞美人》

《醉东风》《蝶恋花》《齐天乐》《满江
红》《尾声·水调歌头》，每一曲都婉
转、悦耳，堪称天籁，令人回味无穷。

实景演出我看过不少，有很多演
出过于重视形式，科技手段装饰得很
花哨，但缺少文化内涵。最有文艺范

儿、文学气息最浓的非此剧莫属。只
有内容和形式皆丰富的演出，才能获
得游客的认可。

实景再现千年画卷，演艺活化千
年文化。21 年来，园区的演出不断创
新。据悉，目前园内每天上演各类演
出 75 场，包括室外实景演出、室内舞
台演出、水上沉浸式演出、各类民俗
演出等，实现了大型演出震撼化，中
型演出精品化，小型演出景观化。

清明上河园的夜色最美，宛若灯火
不夜天的东京城。一艘艘穿梭往来于
汴河的游船荡起阵阵涟漪。刘栋介绍，
园区重点打造夜游项目，夜游已成为景
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五一”期间，“夜游
清园”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340%。

未来，清明上河园如何保持持久
的生命力？刘栋说，园区将提供全天
候的经营、全业态的产品、全方位的
服务，建设民宿聚集群，打造400余间
宋式精品客房、引进特色餐饮和各种
休闲业态，进一步凸显园区的休闲度
假属性。建设高科技娱乐体验区，充
分运用“文化+科技”，打造适合年轻
客群的、全季节全天候的旅游产品。
同时，加快推进餐饮、住宿、会务、
文创和其他商业的布局与发展，增加
园区非门票收入的比重，实现多元化
发展，增强抗风险能力。

中式主题公园魅力何在
——解码清明上河园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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