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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包行李放进这个朴素典雅
的屋子，展开一本书便进入完全忘我
的阅读状态。天色在不知不觉中黑了
下来。而最初让我察觉到这一切变化
的，是一只爬上玻璃茶几的蟋蟀幼
虫。我方始注意到户外那一阵阵此起
彼伏的虫鸣以及草木之间那星点闪烁
的萤火。

事实上，我这间屋子已经和旷野
完全融在一起，两边都是高大的玻璃
立窗，边角各有两道细密的纱窗，挡
住了那些蠢蠢欲动的蚊虫，却挡不住
肆意出入的山风。明朗的灯光下，我
能清楚地看到，屋子里会忽而涌上一
片灰蒙蒙的水雾。我甚至看得清那一
粒粒浮在半空的水分子。倦意袭来，
关上电灯，就感觉自己好似躺到了外
面的杂草丛中，在夏虫的低吟浅唱中
一觉睡到自然醒。

我在清晨的鸟唱声中睁开眼睛，
倚在床头就可以看清窗外那一切紧随
天光明灭的风起云涌。这样的房子被
形象地称为“云景房”。屋子的一侧
是山，玻璃窗下是一丛茂盛的狗尾
草，爬上草尖的牵牛花绽开了一朵朵
小喇叭；另一侧是一色碧透的漾濞江
河谷，我常常可以看到远方山头雨脚
渐渐逼进，过不多久就将整座苍山包
围在一片云山雾海中。

但我还是在清晨的晓雾中走出屋
子，住在隔壁的作家李达伟也正好打
开房门——他刚完成了每日清早的写
作必修课。于是我们顺着一条清澈的
溪流，在这个位于大理苍山背坡的云
中村落漫步。阳光穿透浓密的核桃古
树，洒向古意盎然的村舍。木栅栏和
石篱墙遮不住里面的花红果绿，庭院
入景，田园入诗，人在画中。远离盛
夏的溽热和尘世的喧吵，这里绝对是
一个读书写作的消暑胜地。光明村，
这是村落广为人知的名字，但在这个
汉、彝、白、傣、纳西5个民族杂居
的山间村落里，人们更习惯喊它的旧
名：鸡茨坪。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茨
有蒺藜之意。一个旧名，从字面意义

上再现了它的远古洪荒。
在滇西高原，人们习惯将散布于

山间的各种湖泊称之为海。洱海、草
海、程海、碧塔海，皆因此得名。据
当地一个口耳传承的神话故事，鸡茨
坪原是一个海，后来发生了垮山，海
子被坍山埋没，最终形成了这块坡
坝。千百年后，这里蒺藜丛生，荒草
遍地。忽然有一天，观音大士从空中
经过，看到此地一片荒凉，便撒下一
把核桃，从此莽莽苍苍的点苍半山，
就有了这个以核桃著称的村落。

沧海桑田，时光荏苒。地名的更
迭，隐现了一个村落的古今之变。据
说，光明村核桃种植的可考历史达
3000年之久，而今全村的核桃种植面
积超过1万公顷，其中树龄超过百年
的就有 1600 多株。于是无论房前屋
后、田头地脚，还是埂侧路心、桥边
溪畔，到处都是古木参天、清凉满
地。一株树龄1160年的古树，被村民
敬称为“核桃神树”。紧沿神树建盖
的房舍，随着起伏的山势隐没在核桃
树的绿荫之中，散落在这一片绿色中
的，还有田园、花圃、客栈、咖啡小
屋、流水小桥……

光明村位于海拔 2400 多米的苍
山半坡，与山底的漾濞江谷地形成了
600多米的高差。云遮雾隐，神秘已
极。而今，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号角
中，光明村被冠上了一个响亮的名
字：云上村庄。这里有纯粹的生态美
食、久远的核桃文化、多彩的民族风
情，还有那种纯粹的宁静，那种能慰
藉心灵的爽夏时光。

上图：光明村核桃古树。
常世伟摄

700年前，乡贤端明殿大学士郑
寀的一首诗得到宋理宗的欣赏，理宗
御批“敷锡五福，以安一县”，福安
就此得名。

福建省福安市四面群山环抱，如
盆似井，绿色葱茏，富春溪自北而
来，在坂中桥下分出一水，穿龟湖而
过，这便是郑寀诗中“四面罗山朝虎
井，一条带水绕龟湖”的景致了。福
安水系发达，森林众多，站在城西仙
岫峰顶鸟瞰，城在林中，林在水中，
水在城中，再加上珍珠似的散落其间
的韩阳十景，如“马屿香泉”“龟湖
夕照”“岩湖板障”等，真是山光水
色，美不胜收！

然 而 ， 你 很 难 想 象 一 二 十 年
前，森林与溪水并没有真正融入到
福 安 人 的 生 活 中 。 记 得 我 读 师 范
时，校旁就是溪口森林，除了和生
物老师去采集过标本，平常极少踏
足，林子里寂寥荒败，除了一地枯
枝烂叶，树上有时还会挂上从上游
冲刷下来的垃圾。城中仅有的一座
富春公园，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空
间窄小，设施落后。龟湖下游的浅
水湾，曾经还是棚户养猪区，污水
横流，臭不可闻，依水而居的居民
只能“望水兴叹”。

近年来，为了营造更加宜居的城

市环境，福安投入巨资全力打造“百
里韩阳绿道”系统，率先亮相的是环
阳头岛绿道景观工程。市中心的富春
公园拆了围墙，修整一新。走在每一
条小道上都能看到别样的风景，或石
桥，或古木，或亭台，或鱼池假山，
河边还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长廊，每天
有很多老人在廊子里下棋唱曲，脸上
满是惬意。时间在推移，绿道也在悄
然延伸，有的穿越城市，环绕溪畔，
如一条条碧绿的绸带；有的串连绿
地，接通公园，似一副副青翠的镯
子。福安人的生活从此打开了新的一
扇窗，忙碌里多了一份闲情逸趣：春
天到金沙河沿看柳丝漫绿，听鸟雀啁
啾；夏日逛城南溪口，赏石滩泻玉，
看白鹭蹁跹；秋来登富春长亭，观枫
叶飘红，芙蓉鉴影；冬至临阳春河
畔，闻梅香袅袅，望蒹葭苍苍。绿道
像一条纽带，一头是福安，一头是森
林与溪流。

向前延伸的绿道像小城伸展开去
的触角，连接了公园、广场和街旁绿
地，人们的活动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扩展。如今，福安已建成包括坂中
森林公园、天马山公园、岩湖生态公
园、溪口湿地公园等在内的 18 个城
市公园绿地，绿道总里程更是达到了
50 公里。清晨，早起的福安人在绿

道上晨练，打太极，舞花扇，动作潇
洒飘逸，富有动感。黄昏时分，人们
迎着夕阳，在树荫掩蔽的绿道上甩臂
慢跑，一边看渡头落日铺金，一边听
溪上渔舟唱晚。晚上，吃过饭的人三
三两两汇集到绿道上，走路聊天，锻
炼身体。在金沙花园的露天音乐场，
每天晚上都会聚集许多发烧友，站在
大屏幕前高声歌唱，引得路人驻足聆
听。绿道旁的长亭前、广场上，一群
群广场舞爱好者正和着节拍，扭动身
体，陶然其间。有了绿道，福安的生
活味越发浓郁起来。

如今，走绿道在福安已经成为一
种时尚。脚踏轻便运动鞋，手拿计步
器，一路走一路看，绿道处处皆风
景。有一个同事家住清水湾，出门只
几步远，便可踏入溪边的绿道，那条
绿道穿梭在一片茂密的樟树林里，空
气清新，环境优雅。她笑称，福安真
好，专门在家门口为她修建了这样一
条健身绿道。

绿道，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见证
了福安日新月异的变化。小小绿道，
不仅践行了福安人心中“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理念，也让福
安“山水画廊，五福新城”的海西山水
园林城市的宏伟蓝图更加清晰。

题图为福安绿道风光。郑华祥摄

早就听说青年古镇的脆红李好
吃。盛夏的一天，我们慕名而去。
从重庆万盛区出发，半小时后，眼前
豁然开朗，一片崭新的白墙青瓦、穿
斗结构的巴渝民居映入眼帘——青
年古镇到了。我们欣喜地纷纷往车
窗外眺望，一盏盏独具特色的路
灯、一条条标准化道路、一个个健
身器材，更有桂花、银杏、紫薇、
黄葛等花卉树木簇拥着这片场镇，
真是个幸福所在之地。

不一会儿，我们抵达了脆红李
园。蜜柚树、柿子树是脆红李园中
的好伙伴，此时它们已是青果高
悬，三五成群。我们略过它们，继

续往李园的密集处前行。几分钟
后，隐隐听见喧哗人声，在长空烈
日下抬眼一望：不远处，一汪碧
水、一片稻田，其后，开着紫花的
脆红李树成云成片，一山又一山！
正眼细看，那些紫花居然是一枝又
一枝的脆红李！那些紫，暗暗地、
不着声色地，在绿叶褐枝间大肆浸
染，不经意间，满树、成片、漫
山。朝山上望去，深绿的远山退隐
其后，茂密的脆红李林织锦堆霞，
腾起紫色云烟，又似浩瀚紫海，波
澜壮阔，震撼人心。炎炎盛夏，古

镇花红树绿，白墙青瓦，紫红的脆
红李漫山遍野，丰润妖娆，竟似重
返春天。

跨过稻田，走过池塘，就来到
了脆红李园中。一群人被那一串
串、一簇簇、一丛丛紫红的小果迷
得兴高采烈，拍照的拍照，采摘的
采摘，品尝的品尝，说笑的说笑，
园子里更加热闹起来。李树不高，
枝桠四射，因为沉甸甸的果实才低
头颔首，与我们更亲密无间了。那
些脆红李，每一个都似蒙了薄薄的
雾，却又透出清冽甘美的香，看到
就忍不住想与它亲密接触。同伴摘
了数颗，捧在手心递给我尝。拿起

一颗，用手摩挲几下就送进口中，
真是别样的甘甜，比一般的李子更
脆、更甜、更爽口。

在林间穿梭，脆红李狭长而嫩
绿的树叶在微风中摇曳。那些躲藏
在细叶下的李子，三颗一丛、五颗一
簇，“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些就着枝
条“裸生”的，似一串红，又像檐下的
小灯笼，“迎风似梦作清响”。它们
熟透了，又羞涩着、内敛着，只好绯
红着蒙了白纱的脸悄悄地拦一拦
你。那些个儿大的果子总是最先被
人采了去；个头小的，内涵更丰富，

味道更美妙。徜徉此间，不时有蜻
蜓停留枝头，有蝴蝶翻飞林间；脚
下，鱼儿跳跃塘中，青蛙鸣唱稻田，
内心是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
然”的惬意。

地上也有不少掉落的脆红李。
它们成熟已久，而主人、游客们又
没有及时采摘，所以掉落在生它养
它的土地上，反哺母亲的深恩，来
年这些脆红李树必将长得更丰润。
想想几年前，这里还是疏林野田，
经过当地政府反复考证，决定引进
种植近千亩脆红李，经过村民们的
精心管护，脆红李年年丰收，此地
也美名远扬。现在，一个占地万余

亩的现代农业观光园已初具规模，
当地村民荷包渐鼓，青年古镇也人
气愈旺。“感恩土地，就是善待自
己。”我不禁发出一句感叹。

自从脆红李扎根、成熟，自从
公路翻修、畅达，青年古镇就成了
万盛区的桃花源。每年盛夏，为脆
红李而来、为脆红李而留的人，涌
动如潮，川流不息，有些年甚至一

“李”难求。夏天成了青年古镇最
有魅力的季节。

图为青年古镇场镇风光。
尹南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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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巨大前景可期

一辆汽车是怎样由一个个零件
组装而成、我们日常所喝的牛奶是
否安全健康、古法酿造的醋经历了
多久的时间沉淀……经由工业旅
游，普通人也能了解这类专业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工业旅游即出
现于欧美国家。我国工业旅游起步
较晚，但发展不慢，已从最初的工
业遗址游扩展到工业购物游、工业
科普游、企业文化游等多种类型。
此外，工业旅游也得到了国家政策
的支持。2016 年，国务院印发的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提
出，推动旅游与新型工业化的融
合发展；2016年12月，工业和信息
化部、财政部发布 《关于推进工业
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大
力发展工业旅游”。

2017 年 10 月，第一届中国工业
旅游产业发展联合大会举行，工业和
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罗
民表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工业特色
小镇、工业博物馆、工业遗产保护和
再利用等，为中国工业旅游发展提供
了新的资源，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工业旅游人

数占全国旅游总人数的 3.25%，近 3
年来，工业旅游游客接待量年均增长
31%，旅游收入年均增长24.5%，潜力
巨大。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
工业旅游体系，共有354家全国工业
旅游示范点，1000 家左右省级工业
旅游示范点。工业旅游已经成为中
外游客感知“工匠精神”的重要途径。

成当地旅游新名片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
现代工业的集聚地，工业文明底蕴深

厚，拥有工业遗产290处。上海工业
旅游发展较为成熟，2017年，接待游
客人次突破 1300 万，且相当一部分
游客来自境外。去年9月，上海发布

《上海市工业旅游创新发展三年行动
方案》，旨在稳步推进城市工业旅游
发展。该方案指出，上海将聚焦打造
工业遗存类、工业博物馆类、民生类、
制造类、重大工业文明成就类等五类
工业旅游精品，预计到2020年，上海
工业旅游年接待游客数量突破 1500
万人次；将建成 10 个工业旅游示范
基地、100 个工业旅游示范点；上海
将成为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城市。

此次全国工业旅游联盟成立大
会上发布的十条工业旅游特色线路
中，上海就有“上海极速汽车动感
之旅”和“上海智慧城市互动之
旅”两条线路入选。“洛阳东方红之
旅”也在这十条之列。中国一拖

“东方红工业游”景区是全国首批工
业旅游示范点，自 2012 年 4 月正式
运行以来，累计吸引数十万游客参
观，该工业旅游产品已成为洛阳旅
游的“新名片”。

如今，如上海、洛阳一样，越来越
多的工业旅游点成为当地的旅游新地
标，吸引众多游客前往“打卡”。重庆
两江新区深度挖掘工业旅游市场，整
合工业、旅游业资源，不仅让一些工业

遗迹焕发新姿，企业找到新的利润增
长点，也给游客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不仅“参观”更要体验

工业旅游是“以工业生产过
程、生产工艺、工厂风貌、生活场
景等与工业相关内容为主要吸引
物，通过企业对资源进行整合或者
二次开发，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
假、观光、研学、购物等需求的体
验式旅游活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发
现工业旅游更多的“优点”：它是企
业营销和展示企业文化的新窗口，
它是提升品牌价值的重要途径，它
是企业信誉的“名片”。与传统旅游
产品相比，工业旅游需要让游客在
短时间内增强对企业、科技或是文
化的了解，并满足游客的好奇心和
求知欲。因此，许多企业着力做
好、做细工业旅游这篇“文章”，思
考如何让工厂比游乐场更有吸引力。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目前，我国
工业旅游主要包括以青少年为主的
研学旅行、以老年人为主的康养旅
行、以专业人群为主的考察旅行等。
旅游+科普、旅游+教育已成为工业
旅游中较普遍的内容，通过一系列体
验式、沉浸式旅游产品，帮助游客更
好地了解特定产品的专业知识、特定
的工业发展历史，甚至是所在城市的
发展脉络。

北京一轻食品集团开展工业旅
游已有十多年历史，让消费者走进工
厂了解面包的制作流程、汽水的制作
工艺，不仅带动了产品的销售，提升
了品牌信任度，也逐渐打造出成熟的
工业旅游产品，每逢节假日与寒暑
假，都吸引大批团队前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
学院教授厉新建指出，工业旅游应
当构建一个“可观 （景观）、可玩

（参与）、可学 （知识）、可购 （购
物）、可闲 （休闲） ”的工业旅游运
营生态，不能把工业厂区的旅游做
成传统的参观型博物馆。

孩子在某食品企业体验做蛋糕。来源：乐游上海

让工厂比游乐场更有吸引力
工业旅游有了全国性组织

本报记者 尹 婕

日前，全国工业旅游联盟成立大会在上

海举行，该联盟由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

心、上海工业旅游促进中心等13家单位发

起，致力于共同推动工业旅游的发展。这标

志 着 我 国 工 业 旅 游 有 了 全 国 性 组 织 。

2019—2020 年度，该联盟将在全国开展工

业旅游摸底调查、工业旅游培训等工作，推

动联盟会员之间的交流合作，搭建“省自治

区市—地区—全国”三级网络，有针对性地

树立一批工业旅游特色景点（区）标杆。 光明村的爽夏时光
北 雁

光明村的爽夏时光
北 雁

游客在工业旅游点自拍。来自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