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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到来之际，许多城市受到内
涝困扰。而江西省赣州市却因建了一
条地下沟，几百年来，从未大水漫
城。8月中旬，记者来到赣州实地探
访这条福寿沟。

始建于宋代的福寿沟，是一套精
密而成熟的古代排水系统。根据城市
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形特点，按
照分区排水原则，数度出任都水丞的
水利专家刘彝建成“福沟”“寿沟”
两个排水干道系统，依据水力学原
理，利用水力使闸门自动启闭，引导
城市雨水污水自然排入章江和贡江。
同时，福寿沟采用明沟和暗渠相结
合、与城区池塘相串通的方式，防止
沟水外溢，进行废水再利用。“纵横
行曲，条贯井然”，主沟辅之以后期
修建的支沟，形成了古代赣州城内主
次分明且排蓄结合的排水网络，有效
地降低了城市内涝发生频率。

福寿沟的修建还充分体现了中国
古人的智慧和工匠精神。刘彝修建福
寿沟，从北宋熙宁元年 （公元 1068
年） 开始，整整用了十个年头。他不
仅组织规划设计和建设，还亲自监
工，严查每一个细节。在选材上，刘
彝近乎苛刻。他采用当地七里窑烧制
的优质砖来垒砌，一旦砖风化了，方
便及时更换。在建设上，刘彝更是一
丝不苟，将过去简易的下水道改造成
矩形断面，沟顶则采用拱形，用砖石
垒盖，沟顶分布着铜钱状的排水孔。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过硬的措施，福寿
沟虽历经 900 多年，仍在正常运转。
保存完好的古下水道福寿沟、古城墙
以及古城水系，印证了赣州这座古城
辉煌灿烂的文化。

福寿沟能保留至今，和历朝历代
的赣州主政者的悉心维护分不开。无
论是刘彝开修福寿沟，还是后期的历
次大修，出发点都是让百姓免受洪水
危害。福寿沟防洪排涝，造福百姓、延
寿千秋，这说明中国城市地下设施营
造经验值得赞叹。

原赣州市博物馆研究员万幼楠介
绍，福寿沟的建设理念里考虑了生态

效益最大化。设计之初，福寿沟与城
内三大池塘和几十口小塘连为一体，
有调蓄、养鱼、溉圃和污水处理利用
的综合功效，形成了一条生态环保循
环链，和今天提出的“海绵城市”理
念不谋而合。赣州老城区像海绵一
样，在应对暴雨洪灾时具有良好的弹
性，有很强的吸水、储水、渗水、净
水能力。下雨时把雨水存储起来，需
要用水时可以把储存起来的水释放出
来加以利用，将洪水变成水资源。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率专家团队一行
到赣州市调研时对福寿沟给予了高度
评价：“福寿沟的设计合乎联通思
路，体现了先进理念，具备完善的城
市防洪排涝功能体系，给现今城区防
涝设施建设带来了重要启悟。”

据介绍，赣州章江新区的城市中
央公园建设，借鉴了福寿沟的基础构
造技术，将生态环境、景观环境与蓄洪
排涝工程三者有机融合，利用自然条
件建立了人工河塘，充分发挥着调洪
蓄水的关键作用。

由武汉转机，抵达青海西宁时，
已过晌午时分。从穿短袖都会热汗淋
漓的宁波机场，仅半天时间爬升到了
平均海拔 3000 多米的青藏高原，一
下飞机，我赶紧打开随身携带的行李
箱，扯出冲锋衣穿上，这才抵御住了
团团围拢过来的“初春”凉意。

这是我第二次登上青藏高原领略
青海的大美风光。上一次来青海还是
10 年前，那次只是路过日月山和青
海湖，匆匆一瞥，没能深入阅读大美
青海这部厚书。在日月山下，沿着一
路经幡拾阶而上，抬头看见文成公主

高大的塑像，庄严肃穆。日月山古称
赤岭，自唐宋以来一直是甘青地区通
往川藏一带的必经之路，相传当年文
成公主远嫁吐蕃,曾在日月山驻驿，
她在山顶翘首西望，远离家乡和亲人
的愁思油然而生，不禁取出临行时帝
后所赐日月宝镜观看，镜中生出长安
的迷人景色。公主顿时思乡情深，悲
喜交加，又想到为社稷安定而身负联
姻通好的使命，毅然将日月宝镜甩下
赤岭。宝镜瞬时变成了碧波荡漾的青
海湖，而公主的泪水则汇成了滔滔流
淌的倒淌河……此后人们为纪念文成

公主，把赤岭更名为日月山。
当我重返令人神往的青海湖，这

座被日月山、大通山和起伏连绵的青
海南山环抱着的高原湖泊，依旧闪耀
着迷人的光彩。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
内陆咸水湖泊，面积达 4500 平方公
里，海拔 3260 多米，湖滨区域更是
地势开阔，水源充足，牧民的帐篷星
罗棋布，成群的牦牛绵羊，散落在牧
草萋萋的草原上，如白云在绿色的地
毯上飘动，美不胜收。

车过青海湖南岸，迎面而来的是
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黄灿灿的望不到

边。车窗外，碧蓝的天，纯白的云，
高原耀眼的阳光映衬着翡翠般的青海
湖水，这样的美景，又被沿岸的油菜
花包裹起来，恰似镶嵌了一圈金黄色
的边框，被定格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
油画。青海的7月竟还能看到在江南
只有春天才有的油菜花，导游介绍，
青海的气候特点，属于长冬无夏，春
秋相连，所以青海的油菜花，一直到
8月底还能看到。除了青海湖畔的油
菜花种植区，青海门源的百万亩油菜
花种植基地，更能让游客感受到百里
花海的大美和震撼！

晚上8时，青藏高原的艳阳依然
高挂在远山之上。我们在青藏高原上
奔驰，连绵的雪山永远在前方，天空
纯净而瓦蓝，使人感到自己的灵魂也
明净得如同一泓清泉，了无杂念。站
在浑厚的青藏高原上，白云悬停在你
触手可及的地方，贴着你所站的山头
上飘过，你会想张开双臂，拥抱眼前
的每一缕阳光！

“油菜花海！”随着车厢里的一片
欢呼，我们的眼前展现了一片更加一
望无际的油菜花海，我们进入了青海
门源油菜花种植区。这片绵延近百公

里的油菜花田野，像一幅硕大无比的
油画缓缓舒展在我们眼前，我们的车
行驶在花海里，几乎渺小到可以忽略
不计。怪不得有人说，不到门源，你
无法想象青海的夏天有多灿烂；不到
门源，你无法想象油菜花海有多浩
瀚；不到门源，你无法想象七八月的
青海有多浪漫！放眼望去，在青藏高
原蓝天白云和雪山的辉映下，门源的
油菜花海展示着一种铺天盖地的大西
北气概，穿行其中，每位游客都感受
到了如春天般的凉爽和惬意。

经过6个多小时的奔波，沿青藏
线跨越高原戈壁滩时，太阳已经划过
苍茫的天空，漂浮在了那方点缀着白
杨树的地平线上了。翻过祁连山脉，
见到最多的树要数白杨树了。这使我
想起茅盾先生的名篇 《白杨礼赞》，
那一排排迎风而立的身影，把我对西
部的印象点缀得挺拔而秀丽。暮色渐
浓，我第一次看到那片广袤无垠的草
原丘陵，起伏着浑厚而柔和的线条。
青藏高原那雄浑而充满张力的自然之
美无处不在。一路走来，我默默地按
动快门，收藏每一个精彩的瞬间，不
负大美青海7月那片明媚的“春光”。

我很早就想到洱海边看一次
鸟，近日终于如愿以偿。

黎明时分，我们从大理市下关
城区出发，仅半个小时车程，便到
达洱海西岸的才村。村落尽头出现
两棵大青树，绕过一堵照壁，后面
便是洱海，一块湿地随之映入眼
帘。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
也是群峰如簇的滇西高原一块开阔
的水域，湖边的一块块湿地成了各
种鸟儿最富诗意的栖居地。

阳光斜射水面，给湖边的杨
柳、水杉和蕉草铺上一层好看的金
黄色。远远地，我就听到了湖滨的
柳林响起了快乐的鸟鸣，几十种鸟
的歌唱此起彼伏、又互为响应，让
人不禁想起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结庐
而居的恬然诗意：“我发现我自己
突然跟鸟雀做起邻居来了，但不是
我捕到一只鸟把它关起来，而是我
把自己关进了与它们邻近的一只笼
子里。”

晨光之下，我在湖上至少看到

了 3 种水鸟，有六七只海鸥蹲立在
离岸十几米的枯木桩上，我举着相
机，想给它们照一张飞翔的图景，
可它们却呆立不动，最后好不容易
打开了翅膀，但依旧没有离开，后
来索性又重新降落下来。相邻不
远，有两只非常好看而且体型稍大
的水鸟，却是机敏得很。远远看
去，似乎是黄白黑三色相间的羽
毛，或许它们早已注意到我，便慢
慢向湖心游去，在起伏的波涛中一
漾一漾，任凭风吹浪打，始终紧紧
相随，不离不弃。我没有够得着的
长焦镜头，只能捕捉到一些模糊不
清的芳姿。晚上回家后我打开电
脑，对着网上的图片慢慢比较，开
始确信这是一对鸳鸯。

走出不远，又看到一群体型很
小的水鸭，却也非常警觉，一见到
人就迅速钻入水中，过了很久，才
在远方的水面伸出头；或者就直接
从水面飞游过去，舞动的翅膀像是
一对急转的螺旋桨，在湖面留下两

条长长的水痕。
女儿在那边叫我，我急忙回

去，却惊散了一大群水鸟。我留心
一看，芦草之间，竟然有二三十
只，红嘴黑羽，迈着一双细长有力
的小脚，足有20厘米高，在我的惊
吓中如同迁徙的羚羊一般飞速穿过
湿地，隐藏了起来。“如果你静静
地坐下来观察你所喜爱的一只鸟，
或琢磨一只新来的鸟，那么，她的
好奇心是无边无际的，她会从各个
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审视并且嘲弄
你。”读过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
森林》，我开始对这些美丽的精灵
有了更多的关注，我始终相信它们
是有感情、有记忆并且有亲和力的
灵性动物。在寻找它们的时候，我
似乎还发现了紫水鸡的身影。没
错，是它，错不了，粗喙、长腿，
高贵的紫蓝外袍，远远看去就如同
水中绅士，被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
水鸟。在洱海之源的西湖和茈碧
湖，我曾多次见到它的同伴。我急
匆匆地跑过去把女儿带过来，想让
她欣赏一下那只珍稀华贵的水鸟，
可回过身来，它却已经不见了踪
影。带着遗憾在水边搜寻，刚才那
群红嘴黑鸟此时已在湿地里自在觅
食，如同山间放牧的羊群。

隐在柳林和蕉草丛中的鸟儿们
鸣声畅快，奏着或长或短的音乐，
如同一场规模宏大的交响音乐会，
连麻雀们也要挤到湿地祼露的沙滩
上寻求一分欢乐，完全不在乎湖滨
上往来不断的行人。我也在这湖边
寻到了一种难言的诗味，只想在这
曼妙的歌声中静静聆听，不愿归去。

图为洱海水鸟。 杨利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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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洱海边看鸟
北 雁

青海七月见“春天”
应红枫文/图

门源油菜花海门源油菜花海

旅游产品日渐丰富

尽管相距不到 300 公里，上海
游客张先生却是第一次在夏季去江
苏扬州旅游。因为一句“烟花三月
下扬州”，南临长江、东依京杭大运
河的扬州一直是许多人心目中春季
旅游的代表性城市。伴随着人们旅
游的高频化以及全域旅游的发展，
近年来，“夏扬州”成为扬州旅游的
又一品牌。研学、美食、音乐、乐
活等多主题旅游产品纷纷面世。“来
了之后发现，扬州的夏日独具魅
力，孩子尤其喜欢。”张先生表示。
据了解，扬州已连续 3 年推出“扬
州的夏日”系列活动。今年暑期，
大中小学生凭有效证件可免费游览
瘦西湖、大明寺、个园、何园、汉
陵苑和扬州八怪纪念馆等6家景区。

今年 5 月，长三角三省一市文
旅部门签署 《长三角文化和旅游高
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四地
将联合打造世界级高品质旅游目的
地地标。不断整合旅游资源，赋予
产品更多内涵，正成为长三角各地
升级旅游产品的重要途径。日前，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前往安徽黄
山、浙江杭州进行旅游推介，首届
长三角文化旅游摄影互动展、“婚
庆+邮轮+旅拍”的跨界文旅产品等
成为其中亮点。

近日，长三角三省一市文化和
旅游局、文物局共同主办的“跟着
考古去旅游”活动开启，同时亮相
的 3 条精品线路，将长三角地区的
文化、旅游、考古资源进行了有机
结合，其中就包含刚被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的良渚古城遗址。该活动首
批即吸引300多名游客“尝鲜”。据
了解，今后，长三角文化和旅游部
门还将与相关企业进行深度挖掘和
策划，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跟
着非遗去旅游”等新产品。

快旅慢游成常态

去年12月25日，杭黄高铁正式
开通运营，沿线分布着西湖、西溪
湿地、千岛湖、绩溪龙川、古徽州
文化旅游区、黄山、西递宏村等 7
个 5A 级风景区和 50多个 4A 级旅游
景区，这条高铁线成为串联名城、
名湖、名江、名山的世界级黄金旅
游线，“颜值”颇高。这条高铁线路
开通后，“一日看尽江南景”成为现
实，在江南文化腹地“快旅慢游”
成为常态。据统计，截至 7 月 31
日，杭黄高铁暑运共输送旅客111.5
万人次。

“仅仅1个多小时后，我就住进
了黄山脚下的民宿，躺在床上静静
地听溪流声、虫鸣声，看满天繁
星，没有俗世烦恼，内心一片平
和。”杭州白领范江在朋友圈里记录
了自己乘坐杭黄高铁的出游经历。
与自己10年前去黄山旅游的经历一
对比，她直呼不敢相信，那时早晨
出门，折腾到晚上才抵达目的地。

“缩短的是旅途，丰富的是旅游。”
范江介绍，这次去黄山，仅仅在入
住的民宿周边，就有许多旅游项目
可供选择。制茶、烘焙、手工、采
摘、徒步、骑行……“我第一次来
黄山时，除了爬山没有太多选择，
而现在，我可以悠闲而充实地在这
里待上四五天。”

数据显示，居民一年在长三角
区域内旅游频次平均达 6 次，不同
城市间的旅游互动趋势明显，自驾
游、高铁游成为区域内最热门的旅
游方式。顺着“快旅慢游”的思
路，沿线各地纷纷开发新线路，推
出服务新举措。例如，浙江省文化
和旅游厅开展的杭黄高铁万人互游
浙皖活动，黄山市针对区域内城市
推出的半价游黄山活动等。

旅游一体化进程加速

今年 5 月 19 日“中国旅游日”，
上海松江携手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的江苏苏州，浙江杭州、嘉兴、湖州、
金华以及安徽合肥、芜湖、宣城共同

推出“玩转 G60，畅游长三角”活动，
到2019年年底，这9座城市的市民凭
身份证可以享受60多处主要景区的
门票优惠福利。长三角旅游一体化
进程正在不断加速。

2009 年，为迎接上海世博会的
召开，长三角地区的旅游部门和旅
游企业共同推出55条长三角世博主
题体验之旅线路和近百个世博主题
体验示范点，这是“长三角旅游”
首次以一个整体面世。事实证明，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有着坚实的市场
基础。2011 年 5 月，长三角地区旅
游合作联席会议成立，四地旅游部
门还共同发布实施了 《苏浙皖沪一
体化合作框架协议》《苏州共识》

《杭州方案》《推进长三角区域旅游
一体化发展行动计划》 等区域旅游
合作文件。

2018 年 11 月 25 日，首届长三
角三省一市旅游协会联席会议在苏
州召开，三省一市旅游协会共同发
布了《苏州宣言》，提出未来要建立
统一规划、合力发展、协同推进、
齐抓共管的新机制，共同推动长三
角旅游高质量发展。这也是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之后首
个公开发布的行业间共识。该宣言
提出，要加强长三角跨区域旅游线
路设计推广，推出一批优质的旅游
线路和旅游产品；打造长三角地区
旅游发展共同体，逐步形成“泛太
湖休闲旅游度假区”等重点旅游项
目；建立长三角旅游信息共享平
台，重要信息联合发布、重点产品
联合展示、重点活动联合推介；加
快长三角旅游优秀人才的共同培
养，积极开展旅游优秀人才的相互
学习、交流实践和共同合作，培育
复合型优秀旅游人才。

图为游客在江苏省扬州市渌洋
湖湿地公园的“水上森林”乘坐游
船游玩。

孟德龙摄（人民图片）

8月24日，首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

际旅游节开幕。据了解，此次旅游节中，来自

长三角省市的文艺团体献演节目，10条特色

各异的苏州艺术之旅路线正吸引着更多长三角

游客前往旅游、体验。

长三角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上海

三省一市，人口稠密，居民往来频繁，旅游发

展活跃。《长三角旅游发展报告（2018）》显

示，2017 年长三角地区旅游总收入占全球

8.77%，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内旅游大市

场。如今，苏浙皖沪三省一市正不断深化文化

和旅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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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沟与城内三大池塘和几十口小塘连为一体，有调蓄、养
鱼、溉圃等综合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