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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地处浙江宁波南部，山多
西南来，水多东北去，溪河盘旋，地
形复杂，形成“六山—水三分田”的
地貌格局。相传这里是五代后梁布袋
和尚 （弥勒佛） 出生、出家、得道、
弘法、圆寂之地，被誉为“弥勒圣
地”。灵秀的山川孕育了深厚的人文
底蕴，也因此造就了奉化的传奇。

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我踏进
了这东海之滨。

雪窦山中识弥勒

来奉化，少不了去雪窦山看雪窦
寺，苏东坡曾说“不到雪窦为平生大
恨”。趁今年雪窦山弥勒文化节召
开，我迫不及待想一睹此山真容。

车在雪窦山间盘旋，路沿着山势
蜿蜒。窗外是青葱的山和如云的树，
还有鸟鸣虫啾，峭壁耸立。不经意
间，视线瞥到车里悬挂着的弥勒佛挂
坠。于是问司机师傅缘由，师傅腼腆
地笑了笑，“图个平安喜乐！”

不一会儿，雪窦寺便到了。
早就耳闻奉化因布袋和尚与弥勒

结缘，雪窦寺正是弥勒佛的根本道
场。寺内环境清幽，梵音绕梁，僧人
们正心无旁骛地念诵佛经。沿中轴线
向里走，依次经过天王殿、弥勒殿、
大雄宝殿及法堂，建筑沿山而建，随
势赋形。寺内还有两棵高大的、已逐
渐泛黄的银杏树，一雌一雄，树龄达
千年。雪窦寺历史悠久，既是佛教名
刹，又是旅游胜地，从古至今，香火
兴旺，吸引游人无数。

穿 过 寺 庙 ， 后 山 上 一 尊 高 达
56.74 米的金铜色弥勒大佛随即映入
眼帘——左手提布袋，右手握佛珠，
袒胸露腹，憨态可掬。走近后顿觉其
高大威严，但内心并不惮。弥勒大佛
慈眉善目，温柔地注视着每一个来到

这里的人。
在 中 国 ，

几乎没有人不
知 道 大 肚 弥
勒。“唐宋之
后，布袋和尚
被定格为汉传
佛教弥勒菩萨
的化身，也成
就了今天大众
所 熟 知 的 形
象。”雪窦寺
景区工作人员
顾晓东说。弥
勒常被人们阐

释为“知足常乐”，民间信仰认为只
有摸到了弥勒的脚，才知道“知足”
两个字的分量。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
事的弥勒也蕴含了乐观向上的寓意。

就像那位司机师傅一样，挂个弥
勒佛，以求路上平安、心情愉悦。在人
们心里，大肚弥勒被视为欢喜、和乐、
包容、智慧的象征，早已超过了宗教的
范畴。对弥勒的信仰，实际上表达了人
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放下的

是包袱，担起的其实是责任。
此时，站在弥勒大佛脚下回头远

眺，只见雪窦寺四面环山，林深叶茂，
风景绝佳，我的心境也豁达了许多。

县江河畔看改变

自雪窦山而下，便来到山脚的溪
口镇。导游告诉我，这里有一条剡
溪，自西向东流经古镇。镇东有武岭
与溪南山阻隔成口，“溪口”二字由
此得来。位于剡溪边上的武岭路，是
一条步行老街，分布着蒋氏故居等遗
迹。老街上都是以青瓦坡顶、马头墙
为风格的江南古典民居。

奉化多溪、多江，符合这座江南
小城的个性。剡溪一路向东汇入奉化

江，与它一同汇入的还有县江。县江
流经奉化城区，一座座桥梁横跨江
面，串连两岸。

站在县江江畔、大成路两头，只见
两岸高楼林立、河道清洁美观。这里已
是奉化市民休闲、散步、晨练、健身的
最好场所，健身步道铺上了红色的塑
胶跑道，还有戏曲爱好者在拉二胡唱
小曲。一到晚上，人流熙攘。听当地人
说，这里是奉化的黄金地段，寸土寸
金。然而，就在这样的地段，奉化建起
了当地第一座现代化的体育馆和第一
座城市文化中心……奉化将最好的地
段用于民生事业，此言不虚。

奉化的那抹绿越来越浓了。仁湖文
化公园、中山公园、凤山体育公园……6
个公共绿地全新提质，成为市民休闲
娱乐的新场所。过去，这些公园或是
破旧芜杂，或是不成规模，而今绿树
清潭交相辉映，一幅宜人景象。

来到中塔路的凤山体育公园，这
里曾是奉化唯一的体育场，建于上世
纪80年代末。随着城市发展，体育场
面积小、设施陈旧、功能单一的问题
日益凸显。于是，奉化拿出 5 亿元，

经过2年的改造，建设成凤山体育公
园。放眼望去，公园内绿树环绕，一
步一景，民国园林式风格的建筑坐落
在一侧，北面小桥流水、假山喷泉，
把公园装点得生机灵动。这里不仅是
休闲场所，更成为了城市一景。

奉化城内话未来

从奉化去机场的路上，沿线施工
的高架道路吸引了我的眼球，原来是
正在修建的宁奉轻轨 3 号线。“以后
从奉化到宁波，只用 20 分钟，时间
节省了一半。”司机师傅说。

2016 年 11 月 17 日，奉化撤市设
区，成为宁波市最年轻、面积最大的
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个有着千

年文化积淀的人文胜地在现代化建设
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奋起拼搏。“一年
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五年奉献一个新
奉化”的口号在城市中随处可见。

奉献一个新奉化，必然要告别一
个“老奉化”。很多人的印象中，奉化是

“三轮车起步价就能跑遍”的县城，城
区是城却不像城，缺少点品味，不够
现代。撤市设区这3年，奉化深入实
施“治危拆违”“三改一拆”。市民熟
悉的南山新村、花园新村等老旧小区
完成了整片拆迁，取而代之的是南山
府、长汀云庐等 25 个新楼盘，既改
善了居住条件，也重塑了奉化的天际
线，提升了奉化的颜值。

同行的奉化台记者陈璐娜感慨，
现在的奉化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
变。一条长汀路，曾是不少奉化人的
痛。这条本应是横贯城区东西方向的
主干道，因为有的路段狭窄，有的路
段“断头”，长期被市民诟病。

不过，笑谈里的这条长汀路已变
成了眼前畅通无阻的宽阔马路。2016
年 7 月，投资 3.7 亿元，5.6 公里长、
28 米宽的长汀路开建，今年初正式

开通，极大缓解了奉化主城区东西向
交通压力。

长汀路只是奉化大变样的一个缩
影。道路宽了，绿地多了，房子新
了，高楼大厦建起来了。这3年，奉
化第一家省属大学浙医药高专投用，
第一家市级三甲医院宁波第一医院开
建，第一家国际学校诺德安达建成，
第一家五星级的华侨豪生酒店营业，
南三县第一家万达广场开业、第一座
现代体育馆奉化体育馆、第一座城市
文化中心……

这不禁令人又想起雪窦山的弥勒
佛，被称为“未来佛”的弥勒，又何
尝不预示着美好的未来呢？

左上图：云雾缭绕雪窦寺 李文学摄
上 图：奉化华灯初上 韩晓霞摄

提到枣庄，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是因煤而兴、矿竭城衰的历史标签，还是
小桥流水人家、商旅络绎不绝的运河图
景，或是冠世榴园万株流丹的别样风光？

这些都是可能的答案，但如今的枣
庄已经有了新的城市名片。

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
上静悄悄……”我们来到铁道游击队纪
念馆，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战争年
代，铁道游击队战斗之余常围坐在微山
湖畔吟唱这首经典的红色歌曲。

铁道游击队纪念馆于今年7月1日正
式落成开馆。主体部分背靠临山，仿佛
一列蒸汽火车伴着汽笛的轰鸣声呼啸驶
出。铁道游击队纪念碑是广场上最醒目
的建筑，远远望去像一根长长的铁轨，
寓意铁道游击队员挥戈于百里铁道线上。

一列长达54米的老式蒸汽火车静静
停放在展厅里。置身其间，仿佛穿越到抗
战时的铁道线上。“队长洪振海的手上系
着一块红布，吃饭、睡觉都舍不得摘下，
常对人说那是战斗胜利的‘护身符’。洪
队长为掩护村民撤离壮烈牺牲后，众人
才知道，那是一面鲜红的党旗。”在一批
又一批参观者的簇拥下，讲解员讲述着
铁道游击队广为流传的经典故事。

枣庄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赤诚
报国、不怕牺牲，机智灵活、勇于亮
剑”的铁道游击队精神，铸就了今天的

“枣庄速度”。

运河古村 渔家唱晚

自古以来，台儿庄以运河闻名遐
迩，各地的粮食蔬菜、木材布匹、手工
业产品在这里聚集，又销往四面八方。
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台儿庄古城向西
不 远 处 还 有 一 处 “ 活 着 的 运 河 古 村
落”——南闸村。

南闸村位于京杭大运河与伊家河交
汇处。村民们沿运河建村，东西长约
3000米，南北宽60至100米不等。村子

三面环水，如果从空中俯瞰，更会有
“两河三堤一扁舟”的景致。

特殊的地理位置也给交通带来了不
便，曾经，这里的居民只能依靠两个渡
口、一叶扁舟出入村子。河上桥梁修通
后，南闸村老渡口停用了十多年，但平
均每四五家依然有一条渔船停靠在岸
边。“虽不再以打渔为生，村民们的渔
乡生活习惯却保留下来，成为乡愁的记
忆。”南闸村阚书记介绍说。

走在村子里，由芦苇和泥土搭建而
成的老式民居随处可见，房檐上方的芦
苇长满了厚厚的青苔，墙面斑驳，充满
原汁原味的生活印记。

河岸草木丛生、几条渔船停靠岸
边、泥质老屋错落有致……乘船望去，
俨然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水乡图景。在
这里，可以看到打渔工具、多年前的老
渡口和老码头，真切体验北方运河古村
落的渔家生活。

2016年 2月，台儿庄区成为国家首
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台儿庄区
南闸村近年来的变化，正是枣庄发展全
域旅游、助推旅游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
一个典型缩影。

产业聚集 逐梦未来

10月29日，位于钱塘实业生产园区
的零食生产线正在为今年的“双十一”加
码备货。围绕全市食品产业基地的定位，
枣庄市山亭区通过现有项目带动，引进杭
州哎呦咪、杭州梅园等6家企业，产业聚
集效益初显。“零食生产线将黄桃、山
楂、樱桃等本地农产品就地转化深加工。
同时，电子商务、商贸流通等公司的加
盟，真正实现了生产、销售一条龙。”钱
塘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焦成刚介绍。

同时，食品加工不出区县，人才技
术正走进枣庄。

今年9月，枣庄市互联网小镇通过验收，
成为枣庄市第二家省级专家服务基地，累计
引进常驻高层次人才201人。除此之外，“山
东省无机功能材料与智能制造创新创业共
同体”也于近日获批启动，是山东省首批启
动建设的5个省级创新创业共同体之一。

星移物换，从历史名城、抗战名
城、工业老城，到山水绿城、转型新
城，枣庄正发挥独特的资源优势和革命
精神，成为鲁南大地上耀眼的明珠。

上 图：台儿庄古城复兴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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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尔山的天空还是一片漆
黑的时候，我们的车子已驶向乌
苏浪子湖，从入住的天池镇开车
过去只需几分钟。就在昨天，那
个阳光明艳的早上，我们错过了
这个火山堰塞湖湖面上最美的晨
雾，为了不让自己留下遗憾，我
们将出门的时间提早三个小时。
北方深秋的日夜温差极大，我们
将所带最厚的衣物都穿在身上仍
瑟瑟发抖，天在我们行驶中微亮
起来。

“起雾了。”车子拐过一个
弯，司机兼导游小杨叫了起来，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不远
处山谷的一团雾，很迷你的一

团，浓得化不开。但车子稍往前
开点，雾就看不到了，显然这并
不是最佳的观景点。“再到前面看
看吧。”小杨不死心地踩下油门，
我们听从这个有十多年户外经验
的老驴友指挥。

来到昨天观景台，已有几位
资深的摄影师摆着三角架找角
度。还记得昨天是八点钟到乌苏
浪子湖的，那时阳光明艳，将岸
边的白桦树和落叶松照得金黄一
片，而湖水是如此的宁静，倒映
着湛蓝的天空，水天一色。此刻
看到的又是一番景象，月亮悬挂
在天际，月亮下的白桦树笔直伫
立，仿佛一夜之间，深秋的寒意
无情地送走了树叶，白桦树孤寂
地举着臂膀，目送每一次的月落
日出。白桦树的脚下是一大片的
沼泽地，地没有想像中那么潮湿
与泥泞，及膝的野草枯败且狂
野，它们往乌苏浪子河的方向生
长，一直长到水里面。

晨雾初起，只见缕缕洁白的
雾霭从山谷里飘了过来，雾没有
快速的散去，它们凝聚在湖面

上，像一团洁白的云。气温好像
越来越低了，朋友被冷风冻得手
脚发抖，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小
杨用手机拍了几张照也躲进车里
不愿出来了。摄影师却越来越
多，他们追着晨雾跑来跑去，一
点也感觉不到寒意，他们让我明
白专注某一领域的人有着不一样
的温度，可以抵御一切寒冷。雾
飘过来又飘过去，这里的雾比我
所在的南方城市的雾来得诗意一
些，薄薄的，一缕接一缕，像从
湖面升腾起来的水气，将对岸的
山色遮挡得朦朦胧胧。草在风中
摇曳，雾从草尖飘过，烟一般的
轻柔。

天好像又亮了一些，雾似乎
更浓郁了，它们大批的从东边的
山谷飘了过来。很多人都转移了
机位，往东边的草地上速迅地移
动，我的朋友早不知跑到哪里去
了，直到她在远处呼唤我，我才
往她的方向赶去。东边的草地上
已站满了人，我站上一个空隙
处，才发现这里是拍日出的最佳
地，此时东方的山谷微露着红
光，太阳的光芒已将周边的云朵
照亮，云朵泼墨一般在乌苏浪子
湖上空。雾在升腾，穿过落叶松
与云朵交织在一起。但是，云层
太厚了，太阳只是微微地露了一
下脸就消失了，雾还没有散去，
像条玉带悬浮在湖面上，让整个
山谷变得神秘而美丽。

天已大亮了，雾消散了些
许，而人们却不愿轻易地离去。
也许还会再来，在同样的地方看
同样的风景——我知道乌苏浪子
湖会常常晨雾撩绕，它只给有缘
人惊喜与感动，而我们这些旅人
都是抱着侥幸的心而来。

上 图：乌苏浪子湖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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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宜游城市⑧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金秋时节，踏进新疆，就被
如画的风景所吸引，来到天山北
坡，才知道这里是古代乌孙国的
牧地，天山巍峨耸立，草原葳蕤
广阔，林海苍茫跌宕，冰川湖泊
奇特秀丽，静默的草原石人、乌
孙古墓群等风景名胜成为国内外
游客的度假天堂。

秋日草原，天高气爽，我与
朋友阿曼驱车来到阿勒泰地区的
哈巴河县，当地老乡介绍，这季
节的白沙湖最美丽。离开哈巴河
县城，车行近一个小时后，便驶
入中哈边境 2.5 公里处，被连绵

起伏的山峰挡住，只好徒步来到
海拔 650 米的浩瀚沙丘，忽见湛
蓝碧透的沙中湖——当地人叫白
沙湖，南北长800米，东西宽600
米，呈东凹西凸之势，整个湖被
千年鸣沙山环绕。

走近白沙湖，水波清潺，湖
山映衬，七彩斑斓，气象万千。
只见四周密布丛生着芦苇、菖蒲
等水生植物；湖周50米内，是高
大茂密的银灰杨、白杨、白桦混
生的林带；不远处的沙丘上，白
杨、山楂、野菊等植物构成一道
天然屏障。

天山深处白沙湖，宛若一位
天仙少女，显得静谧而淡然，温
婉而深情。湖水碧透如眸，在阳
光的照射下，映衬出湖面上明亮
的天空，是一片的湛蓝，一汪的
纯净。望着清湛碧水，不仅让人

赏心悦目，而且心境如水，淡泊
宁静，就连平日烦事，顿时消散
在湖中。轻轻闭上双眼，可以感
受到湖水的博大胸怀，想象自己
是一粒细沙，瞬间融入湖水宽容
的接纳。

我默自伫立着，任思绪在平
静中陶醉，任心潮在参悟中起
伏。这远离世外的清丽与飘逸，
没有往来的帆影和桨声，也没有
都市的嘈杂和喧嚣。置身于此，
整个身心接受着白沙湖的洗礼，
情致得到陶冶，思想得到超脱，
灵魂得到洗涤，人性原本附着的
功名利禄，仿佛淡如水滴在阳光
下蒸发得无影无踪，一股超然的
魅力，让人彻底回归到原始的大
自然。

空中飞过一群南归的大雁，
鸣叫着滑过蓝色的苍穹。我下意
识的回过神来，天边极处的草
滩，肆意地伸向远方，被绵延的
峰峦阻挡；迂回群山的沙丘，环
顾浩渺的湖水，宽阔而慈祥，深
邃而博大。大自然用天地造物的
神奇力量，守护着一泓湖水的纯
洁。微风飘来，绿树婆娑，叶淌
翠韵；繁花摇曳，婀娜多姿；碧
光盈莹，水天一色，令人仿佛置
身于童话世界。

大自然毫不吝惜地为世界馈
赠人间胜景天山，而天山用独特
的神功造就白沙湖的美丽，并将
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
与秀美、壮观与精致奇妙地汇集
在一起，留下了这没有丝毫粉饰
与雕琢的白沙湖，留下这粗犷之
美，自然之美，质朴之美，尽展
人与自然结合的超脱神韵。

左 图：白沙湖 来自网络

秋醉白沙湖
宋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