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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活动吸引游客参与

每年农历六月廿四，云南彝族地
区的火把节就拉开了序幕。兴奋的人
们围着红彤彤的篝火起舞、歌唱、做
游戏，以此来庆祝这个古老的节日。
如今，充满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情的彝
族火把节已成为当地旅游的一面金字
招牌，以此为基础衍生的各类文化旅
游活动更吸引了大量游客。以 2018
年8月举行的凉山彝族传统火把节为
例，开幕后 4 天就吸引了 215 万游客
到凉山参与体验，旅游收入达 10.79
亿元。其中，仅 8 月 5 日晚的狂欢
夜，就有超过37万人参与。

近年来，随着传统节庆日益受到
人们关注，越来越多具有特色的节庆
民俗活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给旅游
市场带来了新变化。不少游客会专门
挑选端午节、泼水节、那达慕等传统
节日到当地旅游、体验节日氛围，而
一些民俗活动 （如祭祀仪式、雕刻绘
画、织布扎染等） 也变身成为供游客
参与体验的文化旅游项目。

“传统节日是民俗活动的集中展
示，与旅游市场相结合，有助于推动
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播，同时也能满足
人们对异文化的需求。”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授万建中对本报记者说。

我国 56 个民族有各自的民族节
庆，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地
域文化。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
节、白族的三月街、苗族的芦笙节
……其中一些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多种多样的少数
民族传统节日成为中国传统节庆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吸引海内外游
客了解参与。

民俗文化丰富旅游体验

端午节、中秋节、清明节被设为
国家法定节假日以来，旅游市场快速
增长，旅游与传统节庆文化、民俗文
化融合的趋势愈发显著。经文化和旅
游部综合测算，今年端午节，全国国
内旅游接待总人数9597.8万人次，同
比增长 7.7%，实现旅游收入 393.3 亿
元，同比增长 8.6%。旅游市场“民
俗活动精彩纷呈”，是端午旅游一大
亮点。端午节期间，广东、福建、江

苏、江西、湖北、湖南等地通过举办
赛龙舟、包 （吃） 粽子、穿汉服、诵

《离骚》、祭屈原、挂艾草菖蒲、点雄
黄酒、画额、佩香囊等活动，展示端
午传统习俗，吸引大量游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旅游
时大多关注自然山水。近年来，人们
对旅游地的民俗文化、生产生活关注
度越来越高。民俗文化、民间手工艺
等内容与旅游相结合，是一个巨大的
进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
书记邱运华对本报记者说。

旅行社和在线旅行平台也抓住文
旅融合契机，推出一系列包含传统节
庆活动和民俗文化体验的旅游产品。

“随着消费升级，越来越多游客不满
足走马观花的打卡式旅游，而是希望
在旅途中深入了解当地人文特色，体
验当地民俗文化。”携程国内自营负
责人张祺对本报记者说。

由当地手工艺人指导制作蒙古
族太阳花、皮画、手链……在携程
旗下的内蒙古亲子跟团游里，体验
蒙古族生活用品制作是旅游活动之
一 。 去 往 西 安 的 行 程 加 入 了 皮 影
戏、拓片等非遗体验活动，还有汉
服旅拍等内容。“总体而言，大人和
孩子更喜爱这类包含传统文化教育
内容、带有沉浸式体验、互动性强
的旅游产品。”张祺说。

“人们过去可能只看重民间工艺
的成果，也就是产品，把这个东西
买回家。现在，民间工艺制作过程
所 具 有 的 展 示 性 逐 渐 受 到 人 们 认
可，游客亲身参与体验，对民间手
工艺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播有积极作
用。”万建中说。

包含民俗文化和非遗体验的旅游
产品也得到了游客的正向反馈。“从
携程旅游大数据点评来看，游客对民
俗、非遗文化体验活动好评率非常
高。例如云南跟团产品中，带有民族
扎染体验、摩梭走婚讲解、猪槽船体
验等内容的产品，好评分比常规产品
平均要高0.3分。”张祺说。

深入挖掘弘扬传统文化

在邱运华看来，民间文化与旅游
相结合，打破了一些民俗活动只在特
定时间才有的局限。“通过旅游展示
给游客，有助于普及民俗文化，对于
不太了解当地民间文化的大众来说，
是一件好事。”

2017年1月，中央发布《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提出“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
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清明、端
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文
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春节
逛庙会、元宵赏花灯、端午体验包粽
子、中秋赏月放灯……传统节庆活动
日益增多，各地也在此基础上保留了
自己的特色。就拿端午节来说，除了
人们最为熟悉的赛龙舟、喝雄黄酒、
吃粽子等传统民俗，北方一些地区还
举办了打马球、踏柳吟诗等民俗活
动，充分体现北方的地域文化特色。

专家认为，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
融合，要将当地的传统节庆文化、非
遗文化和民俗文化有机结合，充分挖
掘其中的优秀元素。“如何在旅游活动
中合理安排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是
我们接下来需要研究的。”邱运华说。

“要防止过度开发和以假充真。”
万建中认为，将民俗文化和手工技艺
通过策划、包装变成具有展示性的节
目或体验活动，实质是推动民间文化
与现代社会结合、不断转型创新的一
种方式。旅游与文化相互促进，将推
动当地文化整体前进，唤起更多民间
文化记忆。

文旅融合：

山水之外品民俗
本报记者 何欣禹

夏日，在安徽泾县乡村转悠，
一路青山绵延，树木繁茂，绿水环
绕，就连暑气也少了威力。当至黄
田时，溪水流经村中，偌大的风车
吱吱呀呀地转着，山泉似一条白练
哗哗淌出。几只鸭子在卵石间寻觅
着螺蛳鱼虾，不时地发出呱呱叫，
搅动着丝丝凉意。

青石板路面被磨得溜光，石缝
间早布满小草。溯流而上，几座石
桥一字横跨，桥身爬满的藤萝似垂帘
般挂向水面。水草葳蕤，河对岸的秧
苗一片葱绿，在夏阳中愈加盎然，阵
阵泥土芳香，预示着又一丰年。

举目四望，湛蓝的天空云朵如
絮，巍峨的山峦烟岚缭绕，粉墙黛瓦
鳞次栉比，一叠叠马头墙灵动优美，

构成一幅意韵充盈的水墨丹青画。
石板巷道泛着幽幽光泽，斑驳

的墙体、绿绿的苔藓，老旧气息款
款而来。漫步平直交错的小巷，犹
如故事的一个个章节，让你不停地
追寻下去。

黄田村始于北宋嘉祐年间，距
今近千年。这里文风昌盛，人才辈
出，村中朱氏家族与理学家朱熹同
宗，以儒商并重而鼎盛于清朝。据
传，古村仿照清朝工部图纸，精心规
划布局建造而成。千百年来，朱氏族
人相继建起了崇德堂、聚星堂、荣禄
大夫第等，规模宏大，屋宇雄伟，或
四合院厅堂，或前后数座相连，或大
屋左右并列。望着一檐一角、一廊一
柱、一窗一棂、一图一饰，就像一个
个跃动的字符，写成了一部华丽而丰
厚的书，绵延千年。

进入思慎堂，院落宽大，三座
大屋并列，正屋为一字形前墙，墙
面是水磨花砖。皖南的古村也到过
不少，但从未见过有着“千年不粘
灰”之称的花砖。花纹呈不规则
状，纹路粗细不匀。以长方形的花
砖为主，层层叠砌；而正方形的花
砖，斜着拼砌，组成了一个块面，
妆点着墙体。门坊、墙裙均为整块
麻石，花砖与之相互映衬，美轮美
奂，凝聚着朱氏先人的智慧，让我
惊叹不已。

沿着河边的石板行走，皂角古
树浑身藤蔓缠绕，歪斜在河岸，浓
荫蔽日。蝉一个劲地歌唱，热情满

满。眼前布景的“人民公社”，是
热播电视剧 《大江大河》 的拍摄
地。墙上的标语口号，一下子让人
回到上世纪 70 年代。想起剧中的
主人公宋运辉，一个从穷乡僻壤走
出的大学生，赶上了改革开放年
代，在变革的浪潮中不断前行。于
是，很想去看看他的“家”。

路旁的竹林风吹叶动，窃窃私
语。走过晃悠悠的吊桥，隐约见到乱
石垒起的围墙和几间矮屋，不由得加
快脚步，这便是宋运辉的“家”。墙
脚处，用毛竹劈分两半而成的过水
槽，正把丝丝山泉引入水缸中，发
出叮叮咚咚声响，仿佛在讲述剧中的
故事。屋内摆放着热水瓶、瓷缸、
桌凳……俨然是那个年代的用品。

阡陌交错，荷香满池，有的已
化为莲蓬。几只蜻蜓飞来飞去，或
许还在寻找当初的“小荷才露尖尖
角”。潺潺河水边，坐落一处深宅
大院。高高的院墙如船舷；弧形夹
角处微微上翘，似船头；内有整齐
的屋宇，巷道纵横幽静，像客舱。
河水从“船头”分两股，在“船
尾”又汇成一股，酷似一艘破浪前
行的“洋船”，故名“洋船屋”，虽
历经近两百年的风雨，风范依然。
据介绍，清道光年间，朱一乔父子
在沪经商成巨富，每次回家都向母
亲讲述外面的新奇事物。当母亲听
到“洋火轮”后，很想见识一下，
但因年迈，出门不便。一向孝顺的
朱一乔便依照“洋船”的模样，建
成了这座堂屋，母亲终能如愿。

紫薇越过院墙探出灿烂的脸
庞，几株粗大的树点缀村中，更添
韵味。一老人坐在树下主动与我攀
谈起来，得知他年轻时就到天津工
作，现已退休多年了，每年都要回
来住上个把月。他说，那一条条深
巷、一口口老井，总无法割舍。“再
过几天，就要离开了”。话语间，流
露出淡淡的感伤和浓浓的乡愁。

从北宋一路走来的黄田，如千年
陈酿，古韵隽永。望着满目灰白色，
蕴藏的是温婉和静美。老人不愿离开
家乡，我也想多待会儿，因为沉浸在
这清幽时光中，萦绕的是一抹乡愁。

上图：安徽泾县黄田村
王 骏摄

一抹乡愁留黄田
唐红生

一抹乡愁留黄田一抹乡愁留黄田
唐红生唐红生

在文旅融合不断推进的当下，旅
游不再只是简单的吃喝玩乐、下车拍
照，了解并体验旅游地的特色文化成

为旅途中必不可缺的一环。旅游市场
为传统节庆、民俗文化提供了新的展
示窗口，也因此变得丰富而厚重。

2019年7月8日，农历六月初六，湖南省张家界市举办土家族“六月六”民
俗文化节活动。当地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欢庆“六月六”，吸引众多游客观看。

吴勇兵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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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莆田游览，有两处建筑给
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处是陈氏祖
祠，一处是城隍庙。图文俱佳的楹联
浮雕，错落有致的墀廊阶栏，精雕细
琢的檐牙脊吻，宋风明韵的殿庑坊
台，折射出“文献名城”的爱国忠义。

陈氏祖祠位于莆田市区西南部的
玉湖公园内。入口一座双层翘脊四柱
三门青石牌楼，“陈丞相里第”的匾
额让人感受到牌坊的历史悠久。西端
高耸着坐西面东双层楼阁式的大戏
台，上弦月形的顶脊两端翘向天穹，
红色琉璃瓦的弧形屋面下，舞台空间
高深宽旷，下层底座墙面外墨色的吉
祥石雕栩栩如生。四亩八分土地上的
建筑群氤氲着雍容端丽的古风。

主建筑陈氏家祠，坐北朝南，含
正殿与前房两进。前排殿阁式一排三
户，每户外以龙头方柱出檐，内以斗

拱门当挑檐。屋顶上三组半月形的弧
形翘脊，两端双龙相对，中间福星祥
云，绛红色琉璃瓦凹坡形屋面上，有
规律地砌压着同色的方块，显示着闽
南海边防风建筑的地域特色。从两壁
陈列着先贤图像的正门入内，东西向
的椽桁长廊，匡成四水归堂式的长方
形天井，与正殿相对。

沿着石雕丹墀两边的七级台阶登临
而上，高至腿膝的舞槛外，香烟缭绕在
有三尊香炉的案台上。廊柱与门框上漆
有多副楹联，门楣上“民族英雄”的四
字大匾引人注目。祀堂内，香案祀器陈
列如仪。正面墙壁前由二梁垂下的大型
神龛内，陈列着十六尊身着古代各式官
服的先贤全身像。陈氏宗族的先贤，“一
门两丞相，九代八太师”，最为突出的是
两丞相之一的陈文龙和他的叔叔陈瓒。

陈文龙，福建兴化 （今莆田）

人。他于宋度宗咸淳四年 （1268年）
状元及第，后深受南宋朝廷器重，出
任要职。南宋末年，元军兵临，陈文
龙与文天祥、陈宜中等议论对策，丞
相陈宜中决定议和，陈文龙愤然辞官
回乡。元攻破杭州掳走恭宗，宋端宗
赵昰登基，景炎元年任命陈文龙为参
知政事。陈文龙率军平叛后驻守兴
化。元军派人劝降，他愤而焚信斩
使，拒绝投降。不意部下开城投敌，
陈文龙和家人被俘。押解北上时一路
绝食，经杭州拜谒岳飞墓时自尽。

陈文龙的叔叔陈瓒说，“吾侄不
负国，吾当不负吾侄”。当即秘密部
署宾客，募集义民，杀了叛将，收复
兴化。元兵来攻，陈瓒率兵抵抗，巷
战中力尽被俘。他怒骂拒降，后英勇
殉国，民众葬其衣冠于壶公山下。

如今，祭祀陈瓒的城隍庙在祖祠
之北1公里处。观其山门，一座上亭
下鼎的大香炉，两尊雄踞石座的大神
狮，气宇非凡。

拜亭立于天井，主殿、寝殿次第
踵接，传续着起码是明崇祯年代的建
筑风格：拜亭面阔七间六柱，进深二
间三柱，抬梁穿斗构架，悬山顶屋
面，亭前护栏为八幅明代花木禽兽图
案的石雕。主殿面阔五间，进深三
柱，重檐歇山顶，梁架斗拱保存着明
代结构。举头观瞻，苍劲的梁架以其
斑剥的素面显出岁月的沧桑。

山门巍巍，殿宇煌煌，1963年、
1997年，莆田县政府两次将城隍庙列
为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福建省政
府公布其为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陈瓒的城隍庙，纪念陈文龙
的宗族祖祠，饱含面对强敌斗争到底
的爱国忠义。玉湖古戏台对面的公布
栏里，捐款建设陈氏祖祠的单位人士
近千位，他们用虔诚的心意致力于繁
荣家族文化，光大英雄文化，彰显莆
田的城市精神。

宗族祠堂显情怀
朱兆龙

鹿角湾距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沙湾县城约 80公里，是天山北麓最
好的草场之一。

夏季是鹿角湾最美的季节。一
片片如毯的草地上，毛绒绒、绿茵茵
的草尖挂满了露珠，在阳光下似珍珠
般闪闪发光。草儿密密麻麻挤在一
起，吸足了雨水，像无数幼儿欢呼雀
跃、振臂高呼一起往上猛长。绿意如
水般浮上来了，清新透明，草香氤氲
在空气里，流动着蓬勃的朝气。姹紫
嫣红的野花，像点缀于绿色毯子上的
五彩宝石，精美绝伦。

鹿角湾因像一个弯弯的鹿角而
得名。据说，天山马鹿钟情这片水草

肥美的草地，常徜徉其中，长得膘肥
体壮。深深的草丛中能见到马鹿身上
脱落的鹿角，于是，有了另一种说
法，鹿角湾是因鹿角多而得名的。

不管怎样，每个去过鹿角湾的
人，都被这片绿色的草地浸润得神
清目爽、心旷神怡。想立刻扑倒在
草地上，拥着嫩草入眠。

行走在绿色的草地上，鲜嫩的
酥油草已经高过脚腕，亲密地拂过
裤腿。仿佛一群身穿绿裙的少女，
笑盈盈的，随风摆动婀娜的腰身，
跳起优美的舞蹈。我轻轻蹲下身
子，抚摸这些绿色的精灵，指尖能
感受到草儿跳动的脉搏。

这片绿色一直蔓延到了远处的
山坡上，由近至远产生层次，浅
绿、深绿、浓绿。一片片松树林郁
郁葱葱，以俊秀挺拔之势，依山而
立。一群群洁白的羊群，像白色锦
缎飘落于绿色草地之上。几座散落
其中的白色毡房，又像朵朵洁白的
云朵。天空如水洗般湛蓝，没有一
丝云朵。身后白雪皑皑的天山雪

峰，像白发苍苍的老人，安详地端
坐着，注视着脚下的鹿角湾。

云朵仿佛喜欢绿色的草地，常
停下来洒雨珠。草儿欢呼着嬉笑相
迎，将雨滴揽入怀中。绿色被雨水洗
得更加清新，如浸透了油彩，泛着亮
闪闪的光泽，让人倾心。不一会儿，
雨停住了，七色彩虹出来了，架起的
彩桥挂在天边，像连通了蓝天和草地
的心路。金色的阳光也倾泻下来，在
草地上留下一道道灼目的亮光。欢快
的草儿敞开了怀抱，沐浴着阳光，轻
轻摆手和云朵说再见。

鹿角湾的雨后，空气里弥漫着
花儿和青草淡淡的清香。鲜绿的草
地湿漉漉的，草儿长得更欢了。侧
耳细听，有窃窃私语声，那是草儿
在互相鼓励，一起攒劲长高。牛羊
走过来，吃草的声音是那么悦耳。
骑在马上的哈萨克族汉子，笑容灿
烂。一条白色牧羊犬紧随其后，欢
快地撵着羊群。

羊群像行进在绿色海洋里的一
叶扁舟，飘忽不定。一会儿游过去、
一会儿又游过来。海面风平浪静、波
光粼粼，泛着光泽。远山像连绵的海
岸，护住了这片诱人的鹿角湾。

我站在山顶遥望鹿角湾，那条
蜿蜒而下的巴音沟河，绿草地上吃
草的马鹿、掉落的鹿角，满坡清新
鲜亮的绿色，让鹿角湾的风光具有
了独特魅力。

黄昏，躺在天山母亲怀抱里的
鹿角湾，静静入眠了。一抹灿烂的
霞光透过云层照在嫩绿色的草上，
让这绿色又变得格外迷人。

鹿角湾的绿，是大自然最美的
颜色，无数的绿草吟唱着生生不息
的生命之歌，让绿色永远根植在这
片大地上。

题图：新疆塔城沙湾县鹿角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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