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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底，我们“重走客家迁徙
古道”首发团一行抵达广东省河源
市。河源是岭南客家先民最早的涉
足地，也是东江流域客家人聚居中
心，有着2000多年客家文明史。河
源的客家民居建筑风格和形式，在
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变化，有围
龙屋、走马楼、四角楼等。

苏家围位于河源市东源县义合
镇，距市区26公里，是宋代大文豪
苏东坡后裔居住地。一进苏家围，
我们就看见一群鸡在草地上觅食，
桥下有流水叮咚，河边有巨大的水
车吱吱转，整个村子山水环绕。东
江与久社河在苏家围南面交汇，一
湾碧水点缀了客家原本刚性的建
筑，使它平添了几分秀丽和灵气。
村里两河四岸翠竹成荫，处处体现
了苏东坡“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的情怀。清澈平缓的江水，简
朴陈旧的民居，根深叶茂的古榕，
错落有致的稻田，摇曳多姿的翠
竹，营造出平静、优雅的意境，让
人感叹：难怪它有“南中国画里乡
村”之誉！

苏家围不是客家常见的圆形围
龙屋，而是明清特色方形府第式围
屋。保存至今的18座古民居中，永
思堂最古老，建于1481年，是为纪
念苏家围八世祖苏东山而建，故又
称东山苏公祠，是苏家围人举行祭
祀、议事之地。堂屋主体为三幢，
其形类似北方四合院。民居里摆放
着许多古时用过的花轿、雕花床等
物品。屋内卧室、厨房、大小厅堂
及水井、猪圈、鸡窝、厕所、仓库
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上百人甚至
几百人都可同居一屋，令人叹为观
止。永思堂里张贴着苏氏家谱，记
载着苏氏宗族800多年的历史。100
多张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地契、房
契，是苏家围人勤劳致富的历史见
证；60多块官位、学位牌匾上闪现

着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思想。
那些乡间小路边民居老墙上触

目可及的“当年纪事”“当地纪
事”“农耕纪事”，是苏家围人历史
记忆的传承印迹，讲述着国家民族
的沧桑巨变、乡间百姓的悲欢离
合。还有那客家古老民居、农耕农
事长廊等，都让我们体会了客家的
纯朴与自然。看惯现代都市风光的
我们，穿行在这古色古香的客家围
屋，对其精巧结构、奇妙布局及淳
朴乡情印象深刻。

苏家围现存 5 棵大榕树，均有
1000多年树龄，其中最出名的是五

显榕和鸳鸯榕。五显榕是当年苏天
荣上岸看见的第一棵榕树。现在这
里建有山歌台，客家妹子常在这对
着悠悠东江水，高唱悠扬的山歌。
游人至此，也可学着与客家妹子对
唱，感受一下客家人借歌传情的美
妙与浪漫。

东江水碧绿清澈，站在望江亭
上放眼望去，两岸清幽，景色优
美，令人陶醉。望着下游那大片芦
苇，江风吹过，芦苇一起一伏，别
有情趣。正是：江亭凭栏景醉眸，
童戏江水翁打鱼，河滩两岸风光
秀，草木飘香胜境幽。

在海拔700余米的高山梯田观赏
荷花，是什么感觉？我总想一睹芳
姿。7月初，我约上几个诗友直奔安
徽绩溪尚村。

400 余亩荷田就在脚下，放眼望
去，层层荷叶与荷花铺天盖地，绵延不
绝。“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
真。”一抹抹白韵、红晕窜出水面，清雅
飘逸。清风徐来，家家户户都沐浴在
馥郁的荷香中，村民的眼睛亮了，蝴
蝶、蜜蜂更殷勤了。几只蜻蜓，飞入花
田，亲吻一团团出水的妩媚。荷花点
缀着青山绿水，绘成一帧妙趣横生、天
然隽永的高山风荷画卷。

蓦地，一对少男少女从图画中钻
出，在山光云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朝
气蓬勃。田埂上，一对母女正兴致勃
勃地用手机拍照，穿淡黄色长裙的女
儿在绿叶与红花的衬托下是那样的迷
人与可爱。在一片绿荷红莲丛中，姑
娘们高一脚低一脚，唱着小曲，在花
田里采摘。采下一枝枝红莲，如同少

女的梦，揽在怀中。归去，携着满怀
秀丽，遗下一塘倩影如画。

尚村百余栋古朴的徽派建筑在近
百米落差的坡面上错落排列，与各色
荷花相映成趣。每当旭日东升或是晚
霞映照，整个村落都显得娇俏动人起
来。有了山云岭这个得天独厚的天然
屏风、“十姓九祠”的宗祠文化底
蕴，尚村的荷花景观显得更为别致，
更有神韵。

忽然想起汪静之的那句：“我一步
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那摇曳在天地
间的万朵荷花，风姿绰约，不正是花农
心目中的“意中人”吗？在党的好政策
带动下，尚村的乡村旅游+扶贫开发
模式，既用乡村美留住了游客，又在资
源转换中留住了青山绿水，走出了一
条“绿富美”的新路子。

朋友告诉我，近年来，当地致力
于建设产业观光园，大力发展“美丽
事业”，千方百计美化尚村，亮化尚
村，诗化尚村，擦亮良好生态的“美

丽底色”，秀出青山绿水的“天生丽
质”，走出了一条共享自然生态美、
乡村振兴美的特色化脱贫攻坚“美丽
路径”。几年间，几百年没变样的山
村就成了旅游热点，名闻遐迩。娇美
的荷花让尚村清秀脱俗，昔日的贫困
村容光焕发，吸引了八方目光，形成
了“村在园中，园在村中，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的人间仙境，花农在
青山绿水中过着幸福的生活。当此
时，何人不起故园情？

上图：尚村荷花。 赵小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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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每次
走进万卷楼，仰望陈寿怀抱书简的青
铜雕像，我都会想起这句至理名言。

万卷楼位于四川省南充市的西山
风景区，始建于三国蜀汉建兴年间（公
元222—237年），是西晋著名史学家、

《三国志》作者陈寿青少年时代读书治
学的地方。唐代又在楼前建甘露寺，
形成建筑群。后因年久失修，于上世
纪 60 年代被毁坏。现存的万卷楼于
1990年由政府拨款恢复重建，它壁倚
青岩，气势雄浑，为三重檐式木石结构
楼阁，由陈寿读书楼、陈寿纪念馆和藏
书楼组成。它仿佛是一卷古书，写满
三国的故事和传奇，散发出淡淡的墨
香。它又仿佛是一帧中国画，蕴含着
深厚的人文气息，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嘉陵江逶迤千余里，把 300 公里
曼妙身姿留在了南充。清澈纯净的嘉
陵江，像乳汁滋养了这一方子民。这
里土地肥沃，自古以来人们栽桑养蚕，
遍种果树，成就“绸都”和“果州”的美
誉，成为中国南方丝绸之路的源点。
山之侧，水之畔，南充人文，由此衍生、
发展与传承，一代史学家陈寿在此诞

生并成长。历史风云瞬息万变，时代
江河浪淘沙尽，陈寿的万卷楼与《三国
志》，却跟着四季更迭，永远成为三国
文化寻踪探秘之地。

万卷楼下，依次是陈寿故居、陈寿
其师谯周之墓，然后是嘉陵江大桥，它
一头挑起西山，一头连着南充城。大
桥之外，是滚滚而过的嘉陵江；大桥之
内，是碧波荡漾的西河。西河是嘉陵
江上最大的支流，像一条锦带缠绕着
南充。西河之上，人们架起了一座仿
古的风雨廊桥，似乎想唤醒那些沉睡
在历史中的往事和情怀。

我曾数次跨过风雨廊桥，仰望万
卷楼阁，心生敬畏之情。1000 多年
前，这里还是寂静的山林，一个孱弱的
少年（陈寿自幼多病，家人希望其体格
强健，故取名陈寿）研习端坐，饱读诗
书，于乱世中修得一身才华，其所著

《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
称“四史”，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熠熠
生辉。

“千秋笔写千秋史，万卷楼藏万卷

书。”石梯之上，两只神兽“天禄”和“辟
邪”一左一右端坐，护佑着这里的山
林、楼阁、城池。石梯两侧，魏、
蜀、吴的国旗还在风中猎猎作响，但
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只有拾级而
上，走过257级的台阶，走进重檐楼
阁的万卷楼，才能在《三国志》的详
实叙述中，走进烽火硝烟的三国，去
回顾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万卷楼中陈列着各种版本的《三
国志》以及大量的文字、图画、表格、照
片、实物等资料，详细地介绍了陈寿的
坎坷经历、著书史实及其对后世的影
响。四壁彩绘的 16 幅以《三国志》史
实为内容的三国壁画，堪称国内一
绝。南北廊轩中以《三国演义》故事为
内容的仿汉代拓片型的线刻壁画、各
地书法名家为万卷楼创作的书画楹
联，观之让人如入三国之境。

走进万卷楼，就仿佛打开了一座
三国文化的宝库。在一个汉代说唱陶
俑前，我常常驻足看他敞胸露怀，双脚
叉开，咧开大嘴，敲击乐鼓。他眉开眼
笑的样子，给沉寂的万卷楼增添了许
多生气与活力。纪念馆陈列的三国文

化内容十分丰富，兼艺术性、学术性、
历史性和游览性于一体，对研究和弘
扬三国文化，促进三国文化与世界民
族文化的交流，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1993年，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
及中国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在这里举
行了“三国文化国际学术交流会”，海
内外专家一致认为：南充是陈寿的故
乡，陈寿《三国志》是三国文化的源头，
南充是三国文化的发祥地。

我曾陪同一位日本学者走进万卷
楼。他走到耸立在万卷楼庭院中央的
高 5米、重 1吨的陈寿青铜雕像前，神
情肃穆，深深叩拜在地。那一刻，文化
超越了国界，像一条血脉，在人们的精
神领域共通。我也曾陪同央视《走遍
中国》栏目组于此取景，当怀抱书简、
虬髯铜须的陈寿在镜头中出现时，他
清瘦的面容、明亮的双眼和睿智的目
光，穿越历史的长河，在嘉陵江的上
空，像一盏明灯，点亮了我们心中的希
望和梦想。

上图：陈寿雕像。 李永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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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基因需要呵护

长期以来，相较于其他产业，旅
游业能源消耗较低、污染环境较少，
因而有“绿色经济”之称。但这并不
意味着发展旅游业一定不会带来环
境问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
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王兴斌指出：“无数事实表明，旅游产
业与其他产业一样，其开发建设必定
要损耗一定的自然与文化资源。虽
然与开矿建厂对资源消耗与环境破
坏方式有所不同，但若不遵循自然生
态规律，发展旅游业同样会对生态环
境和自然资源造成破坏，甚至是永远
不可修复的灾难性后果。”

事实上，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
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早已引起
各国关注。1998 年，《可持续旅游
发展宪章》颁布，强调旅游业的发
展必须建立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之上；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提出，旅游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可持
续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
是“改善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
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不足”。

目前，我国各地乡村旅游、生态
旅游、康养旅游、绿色旅游等方兴未
艾，它们无不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
先决条件，“好生态”是最大卖点。
因此，守护好旅游业的绿色基因，实
现旅游产业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
展已成为全社会和旅游业界的共
识。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
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实
现旅游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
转变，从而实现旅游产业的绿色发

展和可持续发展；《“十三五”旅游业
发展规划》提出要倡导绿色旅游消
费、实施绿色旅游开发、加强旅游环
境保护以及创新绿色发展机制。

绿色之路走得更远

今年 6 月，暑期旅游高峰到来
前，张先生却将自家位于北京房山
十渡风景区附近的农家乐关停，打
算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张先生介
绍，今年初，他专程去浙江临安、莫
干山等地考察民宿发展，发现自己
经营的农家乐在设施、理念上都已
落后。“我考察的许多民宿都已采用
节能、节水设备，家具全部采用环保
材料，尤其重视民宿户外的植被养
护。这些都是我所欠缺的。”对于错
过今年的旅游旺季，张先生很有信
心地表示：“我相信进行绿色改造
后，我的农家乐能发展得更好！”

不仅旅游经营者逐渐意识到绿
色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旅游企
业、旅游目的地也在进行一场场

“纠偏”。我国旅游业发展至今，曾
经有过粗放式发展、以资源换效
益的阶段，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取得
经济收益，却注定不能长久。

云南大理风光优美，也是国内
旅游业较早打响名气的地区之一，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往休闲、度假。
2018 年底，洱海岸边多家民宿被拆
除，其中不乏“海景”民宿。此次拆
迁与实施洱海生态修复密不可分。
对此，有旅游学者表示，良好的生态
环境是旅游业和民宿业得以长久发
展的基础，保护好苍山洱海，就是保
护好大理旅游业的“根基”。

绿色消费观渐普及

今年 7 月 1 日起，上海酒店客
房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牙刷、梳子
等“六小件”，减少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和一次性消费品，以促进
旅游行业的绿色发展。在山东济南
20家星级饭店，住客可以通过不用

“六小件”换取文创产品。“六小
件”的退出，成为今年暑期旅游绿
色消费中的重要一笔。

7 月底，江苏游客史先生一家
在上海旅游期间，入住了一家连锁
酒店，对于酒店不再提供“六小
件”，史先生表示完全赞同。离开
酒店时，史先生还特意在酒店的意
见簿上写道：“非常好的措施，也
应当推广到其他城市。”

像史先生这样持有绿色消费观
的游客越来越多。例如，节假日出
游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减少道路拥
堵、环境污染；入住酒店时，床单、毛
巾等物品必要时才更换，以节约水
资源；在景区景点，及时妥善处理垃
圾，不再让“人走了大量垃圾留下
了”成为常态。“在我看来，‘绿色’除
了与环境友好外，还有一层意思，即
与当地居民的友好，不过度打扰他
们的生活。”史先生说。

中国游客日益重视绿色消费、
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理念，并引起国
际关注。酒店及住宿在线预订平台
缤客发布的2019年可持续旅游发展
报告显示，相对于 72%的全球旅
客，87%的中国旅客认为人们需要
立即采取行动，选择可持续旅游来
为后代保护地球。

位于江苏省东台市的江苏黄海海滨国家森林公园，绿树掩映，空气清新，游客徜徉林海，尽享优良
生态带来的民生福祉。 孙家录（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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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与游客人

次多少、旅游收入高

低 相 比 ， 能 否 坚 守

“绿色底线”、不触碰

“生态红线”日益成为

衡量旅游业发展的重

要指标。

日前，有媒体报

道，近年来，重庆民

宿行业井喷式发展，

但与此同时，部分民

宿存在违规侵占林地

的问题，环保学者指

出“民宿不能靠踩踏

生态红线赚钱”。

据新华社 7 月 14

日消息，针对两轮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指出的草原问题，内

蒙古进行全力整改，

全面排查治理矿山开

采破坏草原、旅游无

序开发侵占草原以及

过度放牧等问题，拆

除草原违规私搭乱建

蒙 古 包 1.1 万 余 座 ，

推动了草原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

今年5月1日，海

南省澄迈县住房保障

与 房 产 管 理 局 印 发

《关于暂停富力红树湾

项目商品房销售的通

知》，起因是这一宣称

为“高端原生态”的

旅游项目破坏了周边

的红树林。

苏家围风光。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