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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喝茶叫做吃茶，一字
之差说明了茶的重要性。吃是赖以生
存的，只要有东西吃，不喝也是可以。
老家方言把茶叶叫做茶米，更是突显了
茶的基本生活品的属性，真所谓“宁可
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茶分两种，
吃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是生活；
喝的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是远方。

中国是茶的王国，从南到北、从东
到西，产茶的区域跨越国土大半。茶
的种类有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
和黑茶六大类。各个地区、各个种类
都有好茶，何者最佳？各擅其长，难有
定论。但还是可以达成一些共识的：
好茶离不开好的原料，多产自云雾缭
绕的名山大川；好茶需要优秀的加工
工艺，君不见各种传人如雨后春笋。
好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
可。一般而言，区域流行饮用的茶类
与其气候、饮食和文化息息相关，地域
差别是普遍的，个体差别也是有的。
比如家母因体热而嗜饮绿茶，这在乌

龙茶一统江湖的闽南乡村极其罕见。
我们兄弟从全国各地罗致的西湖龙
井、庐山云雾、阳羡贡茶和信阳毛尖等
名茶都难入她老人家法眼，独好闽东
高山绿茶。

茶是国际的，更是中国的。有人批
评中国茶的产业化程度不足，一个省的
产值比不上一家立顿红茶。我想这正
是中国茶的魅力所在，各个种类、各个
区域、各种风味百花齐放。在中国，茶
是艺术品，而在西方，茶是工业品。

记得在利物浦大学读研时，有一
次与几个德国交换生谈茶甚欢。他们
闻到我茶杯的香味，便过来攀谈。我
借机向同学们普及博大精深的中国茶
文化，第二天还专门送给德国同学一
些茶。

茶宜清和，恶喧杂。中国茶学泰
斗、百岁茶人张天福晚年把“俭、清、
和、静”作为茶的精神，茶应该是二三
知己的清欢，聚众哗饮与茶性不容。
明代大儒陈眉公有“一人得其神,二人
得其趣,三人得其味,七八人则为施
茶。饮茶者愈众,则离品茶真趣越远”
的名言。潮州也有句古话“茶三酒四

游玩二”。当下流行的品茶方法花样
繁多，所谓的“啜”勉强可接受，满嘴的
茶在口腔中左右上下激荡虽然不雅，
毕竟还是自家螺蛳壳里做道场。

茶尚朴实，忌矫情。一日，与一
友在一茶室闲谈。隔壁桌有十数人在
斗茶，居然喝出了茶青的产地、树
龄、海拔和朝向等诸要素，经过几轮
讨论，对制作者也基本达成共识。其
间有人电询某刘姓茶农核实，果然分
毫不差。通话间，带头大哥突然插
话，茶汤虽好，似有中断，未能一气
呵成。远方传来刘大师的爽朗回应：
摇青时停下来接了个电话，连这个都
给你们喝了出来！神乎其技，眼前不
由得浮现太极宗师隔空发劲的精彩表
演。不觉兴起，奉上一泡茶讨教。品
茶大师们对是牛栏坑水仙还是吴三地
肉桂各执己见。看着大师们激辩，伯
乐对九方皋相马之喟叹油然而生：不
贵色物牝牡，乃贵乎马者也，自非我
辈可及也！

茶是关乎生死的。北宋文学家蔡
襄晚年因病不得不忌茶时，仍“烹而玩
之”，自煎自酌，倾泼入地，正所谓“衰
病万缘皆绝虑，甘香一事未忘情。”我
父亲别无他好，唯有嗜茶如命。早岁
辛苦务农，仍节衣缩食买点正宗本山
安溪铁观音解馋。我们兄弟自幼喜饮
闽南功夫茶，工作以后遍寻各地好茶
聊表孝心。母亲常说父亲这辈子最大
的福气是喝遍世间佳茗，正如鲁迅所
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
福”。父亲去世前的一周，我在病房里
用标准的闽南功夫茶具泡了上好的安
溪铁观音，父亲闻到茶香，扶着墙踉踉
跄跄挪到沙发上，饮罢今生最后一杯
茶，惨白如玉的若琛瓯脱手碎为微尘。

一日晨起早茶毕，神清气爽，信手
在微信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每天的最
佳打开方式是一泡武夷岩茶，醍醐灌
顶，气冲百会。”该喝哪种茶可就见仁
见智了，武夷岩茶、正山小种、福鼎白
茶、安溪铁观音、坦洋工夫等等。也
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题图为福建宁德有机生态茶园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本报电（朱一达） 日前，“可造之才”专题论坛暨2019北京国际
设计周延庆分会场活动在北京世园会“竹之眼”展园举办，旨在
倡导竹资源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展现竹设计工艺独特的东方之美。

论坛现场展出了竹书、竹碗、竹钟等多件朴素淡雅又别有风
骨的竹艺术品。场馆“竹之眼”也是由 5000 多根毛竹搭建而成，
尽显竹设计工艺大气脱俗的韵味。

竹设计家石大宇表示，西欧也在积极研究竹材开发与使用，
但他们偏重“以竹代木”，其研发的竹复合材料丧失了竹材本身的
特质，不易降解。中国对竹器的使用则是体现竹本身的韧性特
点，巧用竹材编造各种日常用品。竹还体现着中国人挺拔、有气
节的竹精神，展示着东方设计独有的形神一体的艺术风格。

论坛各方一致认为，竹材作为一种低碳环保、赋能未来的
“可造之材”，在新材料研发、新设计应用、新产业发展方面，传
承文化、实现诗意栖居中，具有独特价值和巨大潜力。竹体现了东方
人尊重自然、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未来将拥有更广阔的市场。

本报电（马 萱） 自驾游已成为中国游客出游的重要方式。近
日，马蜂窝旅游网发布的“十一”出游报告显示，许多目的地迎
来秋日美景，自驾游将成为“十一”黄金周的热门主题。

提起自驾游，人们最熟悉的往往是川西、青藏、云南、新疆
等传统自驾游热门目的地，而随着自驾游人群的迅速增长和成
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更多有趣、小众的自驾游线路。“十
一”黄金周，贵州和皖南等新兴的自驾路线将迎来旅游高峰。

“贵州自驾路线”的关注度颇高。从黄果树瀑布到千户苗寨，
从小七孔到万峰林，贵州的自驾路上能看到悬崖峭壁和川流峡
谷，能观赏壮观的瀑布群和恬静的乡野风光，还能结识少数民族
村寨里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体验独具特色的美食和风土人情。皖
南自驾线路位于安徽省南部，东起青龙乡，西至蔡村镇，既有桂
林山水之美，又有 318 川藏线之险，被网友称作皖南的“川藏
线”。今年，大量网友在马蜂窝平台上分享这条自驾线路的攻略和
旅行故事，精美的图片和视频吸引了许多游客的关注。

竹设计展现东方之美 贵州皖南成自驾游新热点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近
日在上海举办全域旅游推介
会，诚邀海内外游客体验莲
都之美。莲都山清水秀、风
光旖旎，是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莲都人文荟萃，是艺术
之乡。走入古堰画乡小镇，
自然风光优美，艺术气息浓
郁，游客可漫步首批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通济堰，徜
徉在千年古樟群环绕的世界
最早水上立交桥上；也可在
八百里瓯江最瑰丽的水边，
看渔歌晚唱、赏瓯江帆影。

左图为莲都美景。
王华北摄影报道

画乡莲都美如画

第二届“世界旅游联盟·湘湖对
话”日前在杭州举办。本次活动由
世界旅游联盟主办，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世界银行、世界旅游及旅
行业理事会、欧洲旅游委员会、世
界旅游经济论坛、亚太旅游协会六
大国际机构合作支持。来自中外政
府机构、驻华使领馆、驻华旅游机
构、世界旅游联盟全球会员、旅游
业界学界的嘉宾，共同探讨世界旅
游和中国旅游的发展。

搭建合作平台

旅游业作为发展势头最强劲和
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已成为全球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据联合国世
界旅游组织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
旅游业增速为 3.9%，连续 8 年跑赢
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其中，中国旅
游对世界的贡献有目共睹。

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大出境游客源国，中国游客是全球
最具消费能力的群体，中国庞大的
出境游人数和国际旅游消费量为世
界旅游业发展带来巨大红利。中国
旅游集团总经理杜江说：“在全球旅
游格局中，中国旅游市场的体量、
分量和质量愈发突出，国际话语权
和领导力显著提升，成为改变全球
旅游版图和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
特别是世界旅游联盟的成立，为中
国向世界贡献旅游新理念、新倡
议、新思路提供了全新路径。”

世界旅游联盟是在2017年由中
国发起成立的第一个全球性、综合
性、非政府、非盈利的国际旅游组
织，旨在为全球旅游业界搭建一个共
商、共建、共享的平台。世界旅游联
盟主席段强介绍：“目前，联盟会员总
数已从成立初期的 89 个成长为 198
个，涵盖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

世界旅游联盟副主席、法国地中
海俱乐部全球总裁亨利·季斯卡·德斯
坦说：“中国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大市
场，希望和世界旅游联盟紧密合作，共
同面对世界旅游的快速变化和挑战。”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金
早表示，在改善全球旅游治理体
系、实现旅游业持续稳定增长、助
力全球经济稳定复苏的过程中，世
界旅游联盟应发挥积极推进世界旅
游治理机制改革、推动政府与旅游
企业对接、促进旅游企业与学界对
接、促进旅游企业之间对接等作用。

发力旅游减贫

旅游给游客带来美好生活的同
时，也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贡献。旅
游业正在中国和世界的减贫事业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李金早表示：“旅游扶
贫是物质、精神双扶贫。中国走出了
一条具有中国扶贫特色和旅游产业特
点的旅游扶贫路子。乡村旅游已成为
中国农民就业增收、农村经济发展、贫
困人口脱贫的主战场和中坚力量。”

世界旅游联盟把“旅游促进减
贫”作为使命之一。在本届湘湖对
话上，世界旅游联盟联合世界银
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共同发布了

《2019 世 界 旅 游 联 盟 旅 游 减 贫 案
例》，包括贵州遵义花茂村、河北易

县狼牙山、新疆乌什、西藏林芝、
宁夏六盘山、云南世博集团等30个
优秀案例，为世界旅游减贫贡献了
范例，传播了经验。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介绍：
“在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推动下，旅游
在减贫事业中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
用。通过将旅游业发展成为一个当
地大部分人口都能参与的产业，并进
一步延伸旅游产业链条，融合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是很多地方脱贫致富的
典型经验。同时，以柬埔寨、尼泊尔
和中国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代表的
遗产文化、特色文化和公共文化建设
也成为旅游促进减贫的新亮点。”

中国经验和中国作用在世界旅
游产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执行主任祝善忠表

示：“中国是当今世界旅游发展潜力
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减贫方面贡献
突出，希望未来世界旅游联盟和国
际旅游组织更积极有效地合作，促
进全球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助力“一带一路”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以来，同沿线国家在旅游领域合作成
为热点，旅游交往日益密切。“一带一
路”是旅游资源的富集区，汇集了
80%的世界文化遗产，涉及60多个国
家、44亿人口，被视为世界上最具活
力和潜力的黄金旅游之路。

欧中“一带一路”文化旅游发展
委员会会长乌伊海伊·伊什特万表
示：“委员会一直推动欧中旅游合作。
2018年是中国—欧盟旅游年，我们举
办了很多活动。委员会作为世界旅
游联盟的新成员，希望和大家共同探
讨欧中的旅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艾哈桑·布
哈利法说：“阿尔及利亚去年加入了

‘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希望两国的
交流变得更加深远、频繁，愿中国
游客能来到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
亚是非洲最大的国家，也是地中海
周边最大的国家。我们希望把漫长
的历史展示给中国游客。”

中国是印度尼西亚入境游的重
要客源国。印度尼西亚旅行社协会
秘书长波琳·苏哈诺介绍：“为吸引
中国游客，2015年起印尼对中国实
行了免签政策。一些新兴目的地也
受到了中国游客的欢迎，比如美娜
多，今年接待游客比2015年增加了
6倍，都是中国游客。”

“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旅游合作的持续深入，旅游便利化
水平持续提高，中国旅游企业沿着

‘一带一路’实施国际化布局的脚步
将越走越快。中国旅游集团将以‘一
带一路’为主线，以中国游客集中的
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为重点，进一
步加快国际化布局。”杜江说。

中国活力带旺世界旅游
本报记者 赵 珊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上图为外国游客在中国安徽宏村合影。 施亚磊摄 （新华社发）
下图为中国游客在奥地利哈尔施塔特留影。新华社记者 郭 晨摄

很早就听说皖南山区歙县深渡镇阳产村
的土楼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质朴壮观。那
里的秋天层林浸染，果实飘香，丰收果实晾晒
在土楼的屋顶上，美不胜收。在秋日的一个周
末，我与好友相约去看看这个美丽的地方。

进入深渡镇后，我们换车来到阳产村，
一路上崎岖蜿蜒的山路有些惊险，怀着新奇
的感觉，不知不觉间到了阳产土楼景区。

阳产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村落，
为郑姓聚居地，郑姓于宋代时由歙北迁移定
潭而居，后迁阳产。

站在山下看阳产，只见这是一个依山而
建的山寨，房子以土楼为主。我们拾着青阶
而上，秋天的景色真美啊，山上红红的树叶，菜
地里许多丰收的果子。一路上随处可见农户
家门口或者屋顶上晒着各式各样的果实，有
黄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柿子、大大的南瓜，铺
成一幅幅五色斑斓的“调色板”，展示着归仓前
骄人的风采。我们与这些丰收的果实合影，

分享着秋天的美景和丰收的喜悦。
我们披着琥珀色的山野光影，踩着长长

的青石板路，穿行于旧巷道、老瓦檐、颓墙
根。看站立的尘土，写成有阅历的门楼，年
年相似，亘古不变。我们拍土墙、拍巷道，拍
村里的老人，仿佛回到了农耕社会。

走到一个大大的土楼房前，只见对联上写
着“你土我土土楼土，千好万好阳产好”，正门
上挂着匾额“土楼王”。向导告诉我们，这是阳
产最大的土楼房，果然很是壮观。走过狭长的
拇指街，我们到达了阳产摄影台，站在这里，秋

风习习，整个村庄尽在眼里，林立的土楼群蜿
蜒于翠绿的大山之中，一层层，一排排，黄黄的
土楼与缭绕云雾相映在一起，如诗如画。丰收
的果实点缀其中，不时有丹桂飘香，置身于这
样的景色中，让你感觉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阳产之美，美在没有修饰，美在原汁原
味。这个秋天，在阳产我遇见了最美的秋天。
美丽、原始、古朴、恬静的阳产，我还会来的。

阳产土楼晒秋
陈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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