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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踏上山西这片土地，脑海中
就跳出“地上文物看山西”这句话。
日前，借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
主办的“2019 临汾云丘话九古”活动
之机，怀着如考古发现一般的渴望之
心，我再次来到临汾寻古访古。游临
汾，仿佛乘坐时空穿梭机，从300万年
前的冰洞群，到 10 万年前的旧石器遗
址，再到 2500 年前的古村，沧海桑
田，幽幽古韵。旅游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文化遗产活起来，你我在时空
交错中体验中华文化的悠远浩博。

300万年冰洞奇观

中国广泛分布的各类洞穴，是颇
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但要说起冰洞，
却是很少见。在临汾市乡宁县云丘山
就有这么一处巨大的天然冰洞群。

我第一次进入冰洞，充满期待。
洞口处的服务员给游客分发棉大衣。
往洞里走，寒气袭来，即将进入冰的
世界，前方一片晶莹剔透，只见洞体四
壁结冰，形态各异，冰柱、冰瀑、冰花、冰
帘、冰挂、冰锥、冰笋、冰钟乳……千姿
百态，栩栩如生，看到此景，我不由得慨
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乡宁县志》 中记载：早在清朝嘉
庆年间就对“云丘八景之石穴藏冰”
有了明确的记录。据介绍，云丘山冰
洞是世界三大冰洞奇观之一，也是目
前中国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天然冰洞群
之一，所在区域地貌形成于300万年以
前，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科研价
值。在景区范围内目前已探明发现的
冰洞群共有 16 个，其中 1 号冰洞群今
年初已经正式对外开放，洞腔相互贯
通，蜿蜒曲折，洞内总长199米，最宽
处有12米，最高有15米。

世界上已发现的冰洞大多分布在
极寒地带，在山西云丘山这样低纬度
的地方能形成如此大规模的天然冰洞
群，属于罕见的自然景象。至今，专
家还无法破解其形成原理。

因天然冰洞的稀缺罕见，开放以
来就受到游客的追捧。看到这里，大

家不免会想到一个问题，大量游客涌
入会破坏冰洞吗？云丘山景区负责人
介绍，为了让冰洞奇观得到最大程度
的保护，景区采取多项保护措施：每
天参观时间控制在7小时内，同时也严
格控制冰洞群的承载量，对单次进洞
参观的游客人数加以管控；及时进行
维护与保养，保持冰洞群环境的良性
循环。同时，景区向游客普及冰洞群
的基本知识和保护意识，倡导文明参
观，避免洞内冰体受到人为损坏。

10万年丁村遗址

感受了300万年前远古寒冰的清冷
之后，我来到相邻的襄汾县丁村遗址，
时间定格在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1953年，在丁村附近的汾河河畔发
现了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随后又经过
两次发掘，出土近万件石器，最重要的是
获得了三枚牙齿化石和一个幼儿右顶骨
化石，大概距今 10 多万年。“丁村人”的
发现填补了中国大陆人类进化中间“古

人”的缺环，推翻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其科学价值与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如今，一些珍贵的化石和考古过
程在丁村文化陈列馆静静地展现在游
客面前。遗址所在地的丁村，保留着
完好的明清民宅建筑群，也列入了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有人说：山西的古建筑群中，最为
完善的是平遥；最有艺术的是晋祠；最
有味道的则是丁村。

记者走进丁村，原汁原味的古朴之
风拂面。斑驳的建筑、灰黄的色调，时
光一下子回到了几百年前。丁村明清
民居是中国北方典型的四合院民宅，建
筑风格典雅，布局错落有致，装饰艺术
更具特色，无论是檐枋花板、雀替斗拱
等木雕艺术，还是柱础、门墩石、踏步石
等石雕艺术，都渗透出当时人们的审美
情趣。在一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民
居里，中厅栏板上雕刻着百戏图：“宁武
关”“岳母刺字”，不仅雕刻工艺精湛，还
是研究中国戏剧不可多得的史料。

这些古建瑰宝中还藏着中国第一
座汉民族民俗博物馆——丁村民俗博
物馆，它已走过34个春秋。近万件文物
原汁原味地展现了晋南民间历代相沿
的岁时节日、婚丧嫁娶、民间工艺等生
产生活民俗。

当我漫步在丁村的房前屋后、村里
村外，仿佛能听到前辈先民的足音，仿佛
能看到他们劳作的身影，这种时空交错、
汇古与今一瞬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2500年古村活化石

临汾的古韵不限于丁村，众多古村
形成了晋南古村群落。位于云丘山的塔
尔坡古村，至今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
传说老子曾下榻于此地。后世道家闻名
而至，遂在附近山中修行，并和当地山民
结邻而居，渐成村落。塔尔坡古村被称

为“千年民居建筑的活化石”。
塔尔坡 40 余处院落依山势层叠排

列，多为石砌拱顶的窑洞建构，也有
依山挖掘的石洞和土洞。古村的院子
套院子，窑洞通窑洞，部分院落之间
有暗道相通，如迷宫一般。我们边走
边看，不一会儿就已远远偏离了既定
路线。村子内外遍植古树，多为上千
年树龄的古树，有核桃树、花椒树、
柏树、松树、桐树、桃树、杏树、桑
树等上千株。古村一年四季掩映在古
树密林之中，世外桃源一般。

几年前，我初次到塔尔坡时，只
能静静地感受古民居的沧桑。这次却
大不相同，游客多了起来，人们能品
尝农家饭、大碗茶和花馍水席，观看
花鼓、皮影、武术和染布等表演，参
与体验蒸花馍、打铁、倒辣椒、做豆
腐、农耕等内容。每日在窑洞里还上
演大型情景剧“婚俗迎亲仪仗”。每个
院落各有不同的特色展示。

在花馍水席院，我们纷纷驻足不
前。院中展示的花馍如工艺品般精
美，有动物、花卉、蔬果、汉字等多
种造型。当地人介绍说，馍的用途大
致分为敬奉天地、祭祀祖宗、人际交
往和日常食用。云丘山的花馍有三
种：一是人们走亲串户送的礼仪馍，
二是祭天、祭地、祭祖宗用的祭祀
馍，三是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
等不同节日蒸的节气馍。花馍饱含着
从古至今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盼望着，再次沐浴临汾的古风古韵。

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
祥地之一。庐山石刻博物馆的

“山语——庐山历代石刻陈列”
近日荣获全国十大陈列精品奖，
开辟了一条“旅游+博物馆文
创”的旅游发展新路径。庐山宗
教博物馆的 《山悟——庐山宗
教文化陈列》 与石刻博物馆的

《山语——庐山历代石刻陈列》
以及地质博物馆的 《山石——
庐山地质科普陈列》，一起构成
庐山东谷精品文博展览展区，成
为庐山别墅“统一管理、严格保
护、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实
例典范，为广大游客提供庐山历
史文化的导览服务，提高了庐山
文化品位。

石砌的别墅，赋予了庐山
鲜明的个性。庐山有“万国建
筑博览会”的美誉，现存有 16

个国家的建筑风格、600 余幢
别墅，弥足珍贵。但在保护和
利用中，也存在难题和新课
题。今年，在政协江西省十二
届二次会议期间，江西省政协
委员杨小华代表九江市政协作
的 《庐山别墅保护与利用刻不
容缓》 大会发言，引起共鸣。
随后，九江市及庐山管理局出
台了相关措施，有力推动了庐
山别墅的保护和利用工作。这
是近年来九江市政协全力助推
庐山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
用、唱响“庐山天下悠”品牌
的一个缩影。同时，九江市政
协开展了关于庐山文化遗产保
护利用和全域旅游的专题调
研，其建言成果得到了及时转
化，开创了大庐山、环庐山、
泛庐山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
局面。

庐山莲花洞登山古道附近
有两幢著名的民国建筑，因年
久失修，几乎被人遗忘。九江
市政协侨联界别委员发现这一
情况后，撰写了社情民意信

息，有利推动了相关部门的工
作，庐山管理局及时修复了这
两幢民国建筑，获得广大游客
好评。庐山山南五大丛林之一
的万杉寺附近山上，有庐山单
体最大的摩崖石刻“龙、虎、
岚、庆”，因风化严重，状况堪
忧。九江市政协经济界别委员
在调研中发现此事，撰写了社
情民意信息，引起了江西省政
府的高度重视。目前，珍贵的
遗存已得到修缮保护。

九江市政协以推进庐山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为己
任，其调研报告 《充分发挥政
协职能，努力推进世界遗产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受到好评。

2017 年 8 月 16 日，人民日
报海外版发表了九江市政协委
员潘浔撰写的文化解读稿 《庐

山“九悠”》，从“文化积淀、
诗词之山、名人留痕、摩崖石
刻、飞瀑流泉、万国建筑、隐
逸之宗、历史大戏、世界品
牌”九个方面，概括了庐山的
特质，传播了庐山文化的精
髓。电视专题片 《庐山天下
悠》 采纳了该文观点，进一步
扩大宣传了庐山。

九江市政协系统一批文史
专家及文史工作者们，长期致力
于庐山文化史料的研究、整理等
工作，取得了新发现和新收获，
均被收入《庐山别墅大观》《百年
名人与庐山》《庐山历代传世诗
词全集》等专著及《纵横》《文史
大观》杂志中，为存史资政、提升
庐山美誉度打下了基础。

晨曦中的山林笼罩着薄雾，露珠洒遍竹
叶，泉水汩汩流淌，在岩石上打出跳跃的水
花，河水潺潺东流，不息地前进，激荡在岸
边，喷涌出白沫。在这美景中，最引人注目
的当属岸边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沿着红旗一路前行，便来到了贵州省赤水
市丙安镇的丙安红军渡口。丙安曾是红一军团
驻地，红军长征留下的精神被丙安人民代代相
传。尽管已是深秋，前来体验寻找红色印记、
感受长征精神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

站在丙安渡口，让人不由想起红军四渡
赤水时的烽火岁月……“1935年 1月，红军
四渡赤水时，红一军团第二师和师团部曾在
丙安扎营，保证红军顺利一渡赤水，取得了
战略性的胜利，也揭开了中国工农红军‘四

渡赤水’战役的序幕……”解说员的讲解把
我带回那个艰苦斗争的岁月。

2005年，丙安被批准为全国红色旅游经
典地，并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2008年，
丙安古镇获得“中国红色旅游经典地”“贵州省
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称号。

丙安镇镇长袁富莘介绍，近年来，丙安
镇红色文化旅游发展迅速，打造贵州省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年均吸纳全国游客 50 万人
次，年均开展红色旅游讲解 200余场次，有
效地促进了红色文化的传承传播工作。

在红一军团陈列馆，前来参观的游人络绎
不绝，游客们驻足在一幅幅文史图片前，仔细观
看，沉浸在红色岁月中追寻红色记忆。笔者发
现，大部分游客是举家出游，带着孩子前来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
“我是从东北过来的，带家人过来参观

红一军团陈列馆，了解红军的艰辛。红军艰
苦奋斗，用他们的生命才造就了我们今天美
好的生活，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同
时也希望孩子了解红军长征的艰苦，好好学
习。”正在驻足拍照的游客刘风红说。

红色旅游发展不仅为革命老区丙安带来
了人流量，也带动了“农家乐”、旅游产品
加工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山区群众

“靠山吃山”的收入渠道，减轻了保护生态
环境的压力。

“过去石斛、竹荪等只能卖给当地人，
销量相当有限，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红色
旅游的带动，我们的产品不再愁销。”丙安
镇村民王明龙对此感受颇深：丙安古镇每到
夏季便会迎来旅游高峰，特别是2008年开放
了红一军团陈列馆、耿飚将军纪念馆以来，
每天都有大量的旅行团，人们除了知道四渡
赤水等重要事件外，还对这里的农产品有了
更深的了解。

“目前，在丙安古镇上，已有100余家商
户在从事旅游特色纪念品销售，开了餐馆、
茶馆等，收入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借红
色旅游发展的东风脱了贫，生活也变得越来
越好。”袁富莘说。

袁富莘介绍，丙安通过建设红色体验
VR、乡村客栈、旅游停车场等项目带动村级
集体经济和贫困户实现增收，贫困群众实现就
业230余人，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除了红色旅游，丙安还是赤水河畔的千
年古镇。峭壁悬岩河畔的房舍建筑多是吊脚
楼，风情万种，独具特色。悬空楼、虚脚
楼、无底楼、独柱高脚楼，参差排列，错落
有致，保存完整，古风浓郁。

近年来，通过“红”“绿”融合，丙安
焕发新的生机。今年上半年，丙安共接待游
客 25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000 万元。老
区发展欣欣向荣，群众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与高德地图近日共
同启动了北京交通绿色出行一体化服务平
台 （简称“北京MaaS平台”）。双方共享融
合交通大数据，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整合多
种交通方式的一体化、全流程的智慧出行
服务，高德地图也从驾车导航工具升级为
综合出行服务平台，积极倡导和推动市民
绿色出行。

MaaS （Mobility as a Service，出行即
服务） 是近年来全球交通领域出现的新理
念，其核心是从拥有车辆转变为拥有交通
服务，通过一体化交通出行和一站式服
务，改善市民公共出行体验。该平台是中
国首个落地实施的一体化出行平台应用试
点，同时也是国际上首个超千万级用户的
MaaS服务平台。

该平台整合了公交、地铁、市郊铁路、步
行、骑行、网约车、航空、铁路、长途大巴、自
驾等全品类的交通出行服务，为市民和游客
提供行前智慧决策、行中全程引导、行后绿
色激励等全流程、一站式“门到门”的出行智
能规划服务。

北京将以此平台的发布为契机，坚持
以人为本、公交优先、慢行优先的发展理
念，打造绿色出行友好环境，提高绿色出
行效率，改善绿色出行体验，持续增强公
众对绿色出行的认同感、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未来，双方还将发挥该平台的
大数据支撑和辅助决策作用，在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智慧引导、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交
通服务保障、救护消防车辆“一路护航”、
公交线网优化等多方面积极探索合作。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利用“双 11”提前
规划旅游行程，旅游产品成为人们购物车
的新宠。

旅游正在从“观光式”向“体验式”转变，
旅游消费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冰岛蓝洞探
险、迪拜自驾直升机、澳大利亚观星徒步、芬
兰追极光、苏格兰高地哈利·波特主题游、冬
日美国黄石公园深度游……中国游客正以
前所未有的热情畅游世界。

“双11”期间据飞猪平台统计，随着周
末度假、城市周边度假渐成风潮，高星级酒
店、高端民宿、主题乐园和自助餐的销量非

常高。包含开幕式或赛事门票的 2020 年日
本东京奥运会主题游产品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东京奥运会进一步催热了日本游。租
赁和服、阿玛尼咖啡厅、米其林香奈儿餐
厅、资生堂法式料理、宝格丽西餐、皮卡
丘主题咖啡馆、星野轻井泽石之教堂婚礼
套餐……这些日本体验游受到中国消费者
的欢迎。

据日本观光厅统计，2018年访日中国内
地 游 客 838 万 ，在 所 有 外 国 游 客 中 占 比
26.9%，排名第一。截至今年 7 月，这一数字
已超过550万，比去年同期增长13%。

倾力保护庐山文化
杨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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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绿色出行服务平台启动
陈 光

旅游产品成为购物车新宠
李 怡

赤水丙安：旅游令老区焕新颜
邢 墨

赤水丙安：旅游令老区焕新颜
邢 墨

丙
安
红
军
渡
口

敖
玉
龙
摄

行 天 下行 天 下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云
丘
山
冰
洞

塔
尔
坡
古
村

庐山秋日美景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