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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部的微山湖由四个湖组
成，最北边的是南阳湖，在其西北侧
有一座最大的岛，叫南阳岛，正好处
于大运河穿过微山湖的航线上。微山
湖里，大运河的老河道已被岁月沉入
了六七米深的湖底，到了南阳岛，大
运河才“爬”上岸来，大摇大摆地从
岛上走过去，留下了许多码头、老
街、店铺、客栈、庙宇，形成了一座
永不沉没的运河重镇。

南阳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距
济宁 40 公里，南到微山县城所在的夏
镇也是 40 公里，都是一天的水路，南
来北往的漕船，必须在这里停船靠
岸，打尖住宿。台儿庄崛起之前，这
里和夏镇、扬州、镇江一道，被南北
客商誉为大运河上的四大名镇。

南阳岛东西长约 3500 米，南北宽
200—500 米，像一把横放在绿色案几
上的琵琶，任凭日月时光的打磨和风
雨 雷 电 的 弹 拨 ， 演 奏 出 一 曲 曲 河 、
湖、岛、古镇相依相生的协奏曲。

南阳古镇的中心，一条老街贯穿
古镇的南北，走进窄窄的街巷，踩在
光滑的石板路上，恍惚有种穿越历史
的错觉。街两旁的房舍大多为青砖
瓦、木结构的古建筑，挤挤挨挨，上
面的屋檐似乎要搭在一起了，真是

“晴天不见日，雨天不漏雨”。
老街中间有一处清代的胡记钱

庄，这是一座完整的四合院，钱庄的
老板姓胡，是武举人出身，起初在运河上押镖，功夫好，人实
在，镇上的富商都愿意把钱存到胡家镖局，钱多了，胡举人就
开起了钱庄，兴盛时曾有 30 余家分号，被称为“运河第一钱
庄”。大厅内最显眼的不是厚厚的账簿、满箱的元宝，而是那些
举目可见的字帖匾额——“人无信不立，天有日方明”“职业有
高下，童叟皆无欺”“高怀见物理，和气得天真”，从中可以看
出钱庄主人的创业感悟和经营理念。

岛上渔民的住处分为两种：陆居的房屋和其他地方的差不
多；在船上生活住的是窝棚船，这种容纳一家老小生产和生活
的窝棚船也叫连家船。渔民“春捕鱼牧鸭，夏打草下箔，秋采
莲摘菱，冬砸凌起草”，一年四季忙个不停，特别是秋末冬初封
湖以后猎鸭打雁。“八月十五雁开门”，渔民要在这一天举行盛
大的祭祀仪式，然后再开始打枪。如果穷的渔民买不起枪，就
带着一根铁棍去，别人打枪，他也跟着瞄准，回来之后一样分
鸭子，这是渔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风俗，让大家都能不挨饿。
如今，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渔民们早已收起了猎枪。

快到饭点儿的时候，一家幌子上写着“乾隆贡饼”的烤饼
店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队，这家胡记烤饼店已有二三百年历史，
据说曾受到乾隆皇帝夸奖，还专门给他家的烧饼店题写了匾
额。2元钱一个的贡饼有两个巴掌那么大，又香又脆，确实名不
虚传。此时，鲜鱼汤的香味儿开始在长街上弥漫。南阳岛上的
饭店擅长烹制各种时令湖鲜，价格实惠。最奇特的是四鼻孔大
鲤鱼，它红尾青背，嘴上多出两根短须，酷像两个鼻孔，肉质
细腻，味道鲜美，是南阳镇上酒席盛筵的必备大件菜。

离开中心街道，穿过小巷，就到了古运河旁。沿河岸徜
徉，弯弯的运河、静默的码头、远去的帆影、高高的拱桥、长
长的廊亭、飘拂的杨柳、摇曳的灯笼，将南阳古镇这座山东最
美乡村、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点缀得如梦、如诗、如画。

南阳岛四周全是水，游客要坐船才能上岛。泛舟微山湖
上，碧水茫茫，一望无际。春天芦苇出芽，春风拂绿；夏天荷
花万顷，沁人心脾；秋天大雁高飞，荻花瑟瑟；冬天残荷斗
雪，满湖铺玉。上岛的水路本身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美景、美味、老故事，南阳古镇，你来了就会在运河旧时
光里沉醉。

北京的秋天是暧心的季节。周
末，约上三五好友，前往门头沟区王
坡村领略别样风情。我久居的客栈离
潭柘寺仅有1公里，沿着乡村光亮的
石板小径拾级而上，品着山间醉人的
空气，赏着古柏劲松的翠阴，半个小
时就能到达王坡村。

走进王坡村，乡野气息扑面而
来。芳香的泥土、静雅的山谷，还有金
秋时节特有的五彩斑斓，令人心醉。
别样的景致，让我急切想要了解这座

村庄的历史。运气真好，在树上嬉戏
玩耍的灰褐色小松鼠们，似乎并不怯
生，像大山的主人一样，用舞姿恭迎远
方的客人。它们长着蓬松的大尾巴，
背上有五条明显区别于躯体毛色的线
条，当地人称之为“五道沟”，传说它曾
护佑一位书生考中举人。

王坡村盛产核桃和柿子，满山满
坡的核桃树和柿子树为王坡村增彩。
村前有三株老核桃树和一家客栈。三
株老核桃树是店主老三的祖上所植，
据传已有200余年历史。核桃树究竟
经历了多少风霜，无人知晓，但它们
一直挺立在此，像三位智者凝视着过
往的路人，老三说核桃树有着吉祥的
寓意。如今，巨大的树冠撑起大伞，

树梢上挂满了游人祈福的红布条，据
说成就了许多姻缘，灵验得很。因了
红色的点缀，绿意盎然的大树很是显
眼，那些枝桠如同伸出的手臂，向游
人敞开怀抱。

“潭柘缘古道客栈”不仅可供憩
居，还是一家小饭庄，在树下吃饭是
一种享受。王坡村原本叫王家坡村，
先祖王氏两兄弟从山西迁来。过去，
村民常年为比邻的潭柘寺捐供粮草，
修行的僧侣与他们成为朋友，主厨的

火头僧为了让武僧有足够的体力习
武，就让他们向村民学习厨艺。后
来，明朝永乐皇帝决定把皇都设在北
京，并依寺院的布局修了北京城，因
而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
说法。永乐皇帝登基后，专门把寺里
的火头僧和精通厨艺的村民请到不远
处的定都阁，来自于山西的厨艺就传
播到了宫里，王坡村的“厨子”成了
御厨。老三是个有心人，他遍访村里
老人，远赴山西，从先祖生活过的地
方请来了传承了数十代的一对厨师夫
妇，顺应现代人的口味，创立了“潭
柘王家菜”，荤素搭配得当，满足了
人们的养生诉求。

纯朴善良的王坡村人种柿成果，

柿子还曾为抗战立下过功劳。1938
年春，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创建了北
平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根
据地，牵制敌人，巩固边区。一支青
年学生游击队在潭柘寺一带打游击，
村民心疼这支学生军，把自家舍不得
吃的口粮送给他们，自己则以柿子、
山杏果腹。他们把树皮碾成粉，掺上
柿子做成干粮，很多村民因营养不良
生了怪病，却仍拖着病身抢救伤员。
抗战胜利后，组织上对村民进行表

彰，却被他们婉拒了，但王坡村村民
与子弟兵一直鱼水情深。

饭后品茶，聊王坡村的往事，茶
香沁入心脾，在这特定的环境下，茶
中自有一种情怀。

图为潭柘寺秋景。 来自网络

立冬开酿，是酒乡浙江绍兴的
神圣时刻。11 月 8 日至 10 日，第
25届绍兴黄酒节暨“一带一路”中
国 （国际） 黄酒产业博览会在绍兴
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

开幕式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嘉
宾共同见证了一场黄酒产业盛会的
启航，绍兴被中国酒业协会授予

“中国黄酒之都”称号，绍兴市黄
酒行业协会会长钱肖华发布 《中国
黄酒振兴倡议书》，开幕式后举行
了绍兴黄酒开酿仪式。敬献祭品、
恭请酒神、诵读祭文、上香祭拜，
14家绍兴黄酒企业联合宣誓，宣布
开酿，同时举行酿酒技艺的展演。
立冬祭酒神，蕴含着人们善待自
然、和谐共处的发展理念。

回顾绍兴黄酒数千年发展历
史，可以说，绍兴黄酒记录着金戈
铁马的风云岁月，激发了文人雅士
的豪放激情，见证过大国外交的高
光时刻，也滋润着老百姓舒适惬意

的市井生活。近年来，绍兴把黄酒
作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重塑城市
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聚焦“建设
世界名酒产区、打造中国黄酒之
都”目标，高标准建设黄酒产业园
和黄酒小镇，深入挖掘黄酒的文化
旅游、健康养生的内涵和价值，向

游客展示古法酿酒技艺，让人们了
解“国粹”黄酒的魅力。

悠悠鉴湖水,见证绍兴黄酒的悠
久历史。位于绍兴鉴湖源头的鉴湖酒
坊已有近300年酿造历史，至今厂址
未变、工艺未变、品牌未变。目前，
这家酒坊正在申报国家工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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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举办第25届黄酒节
吴采莲 茹拥政

本报电 （记者尹婕） 11 月 11
日，由人民日报社人民文旅智库与
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研学旅行
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研学旅行现状、
挑战与未来”研讨会在京召开，就

“当前我国研学旅行发展特征研判”
“‘研学’‘旅行’同频共振难点与解
决之道”“2020年度我国研学旅行发
展预测”等主题进行研讨。

距离教育部等11部委印发《关

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已有 3 年，人民文旅智库理事长吴
若山指出，我国研学旅行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并呈现出五大特征：一
是地方陆续出台配套政策，发展氛
围热烈；二是行业进入洗牌期，头
部企业优势逐渐凸显；三是专业人
才培养进入快车道，培训体系、认
证体系等成型；四是产品体系建设
有了新提升，红色研学、博物馆研

学等成为爆款产品；五是基地和营
地建设进入新高潮，规范发展成为
新要求。

此次研讨会在加强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研学旅行考核评价体系、
完善研学导师培育机制等方面形成
共识，有助于推动我国研学旅行走
得更深、走远、更稳，为构建成熟
的研学旅行发展格局和推动研学旅
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研学旅行研讨会在京召开

开酿仪式表演 朱桂根摄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导游如师传真知 拒绝低俗戒戏说

守好“社会课堂” 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尹 婕

“我的导游工作从开始单纯的向
导、讲解员，到今天成为历史文化的传
播者，文明旅游的倡导者，绿色环保的
志愿者，游客安全的守护者。”不久前举
行的第四届全国导游大赛上，荣获“金
牌导游员”称号的山西导游员张晓旭这
样阐述自己对导游工作的认知。

作为工作在“一线”的旅游人，
导游、讲解员的身份正在变得更加

“多元”。随着文化与旅游的进一步融
合发展，如何更好地传播先进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正成为他们的必修课。

见证旅游业的发展

宁夏博物馆是银川市的地标性建
筑，也是许多游客来到银川旅游时的必
到之处。博物馆是他们了解一座城市
历史文化的捷径。上世纪70年代，刚成
立时的宁夏博物馆仅有两栋不足500平
方米的陈列室，设施简陋。如今人们所
见的新馆位于银川市人民广场东侧，总
建筑面积 3 万余平方米，收藏文物 5 万
多件，基本涵盖宁夏历史的全部内容。

宁夏博物馆资深讲解员王凤杰告
诉记者，宁夏博物馆已由传统的陈列
方式发展到现代化、科技化陈列方
式。观众可以多维立体地观赏、了解
文物以及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

随着博物馆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
王凤杰也注意到游客的改变。“现在国
家提倡文化自信，我在这个岗位上能感
受到人们对历史文化、传统文化、民族
文化越来越重视。”王凤杰介绍，目前宁
夏博物馆接待的游客以团队居多，年龄
跨度较大，有老人，也有幼儿园的孩子，

他们都喜欢来博物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资源丰富，

除了山水、民族风情外，红色旅游资源
也是亮点。今年国庆假期，红军长征湘
江战役纪念馆、百色起义纪念馆、新圩
阻击战史实陈列馆、金田起义博物馆、
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等红
色旅游景区都成为旅游热点。“90后”导
游张珊已工作三四年，平时也会去当地
的博物馆、红色旅游纪念馆做志愿者讲
解员。“红色旅游发展红火，正吸引越来
越多的游客走进红色旅游地。”

做“社会课堂”的合格讲述者

“现在旅游越来越普遍，已经成为
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旅游不再是到景点
拍拍照这么简单，尤其是红色旅游。人
们参加红色旅游到底是为了什么？”李
海清在江西井冈山从事红色讲解已有
16年，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在我看
来，讲解员的岗位就是‘阵地’，我们承
担着向人们讲述历史的责任。人们来
到井冈山感受红色文化，作为讲解员，
我们应当通过解说传递正能量。”

如今，红色旅游与研学旅游结合
紧密，越来越多稚嫩的面孔出现在井
冈山的游客中。今年暑假，一个来自
香港的家庭让李海清深受触动。听讲
解的过程中，孩子全程很专注，对红
色历史故事非常感兴趣。被问起为什
么带孩子来井冈山，这位香港家长对
李海清说：“一定要在我孩子还小的时
候，带他到祖国大地走一走，让他了
解祖国、了解历史，井冈山就是最好
的起点。”“听到这样的话，我真的很

感动，也更坚定了要把这份讲解员的
工作持续做下去、做好的决心。”李海
清说，“对于我们所有人，尤其是青少
年儿童，红色圣地是重要的‘社会课
堂’，在一段段红色历史中，人们能够
找寻到许多现实问题的答案。”

人们对红色旅游高涨的热情也打
动了张珊，他想要把广西的红色旅游
资源、红色历史文化更好地讲给更多
人听。张珊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导游朋
友正在筹划组建一支红色义务宣讲员
队伍，吸纳更多志愿者讲解员加入。
他们广泛查阅相关资料，汇总成讲解
词，并反复打磨，尤其是对重要的历
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深入挖掘。“这
要求导游、讲解员具备十分扎实的知
识积累，根据一张历史图片就能讲出
一段精彩的故事。”张珊说，这样的讲
解对游客更有吸引力。

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我不仅把讲解员当作一份工作，
更视它为事业。”李海清说，这是一项
对广大民众有重要教育意义的事业。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事业心”，身兼井
冈山导游协会会长、井冈山精神宣讲
团秘书长等职的李海清从未间断过自
我学习，闲暇时广泛阅读革命历史书
籍，并抓住一切机会向党史专家请
教。“今年我的生日礼物就是全套 《星
火燎原》。”李海清笑着告诉记者。

在导游中间有这样一种说法：“三
天不学习自己知道，五天不学习游客
知道，七天不学习同行知道。”在李海
清看来，学习不仅是为自己“充电”，

更重要的是对游客负责。“导游、讲解
员一定要向游客传递正确的社会价值
观。”因此，对于一些导游出现的讲解
低俗化、媚俗化现象，李海清表示，
红色景点一定要坚决杜绝这种现象。

“我们导游、讲解员一定要通过正确的
渠道获取知识，把红色历史原原本本
地展现给游客，这样才能打动游客。”

王凤杰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宁夏
博物馆社教部已连续几年开展红色文
化“六进”活动，走进军营、学校、社
区等地，让更多人接触、了解、感受红色
文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也成为
博物馆践行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李海清介绍，目前，井冈山的红色
培训、研学旅游发展如火如荼，正在影
响着一批批来过井冈山的游客，并通过
他们的口耳相传，影响更多中国人。“我
们希望井冈山的红色旅游越来越红，也
希望未来能有一些配套的红色读本，这
样，人们离开井冈山之后也能继续感受
红色文化的魅力。”李海清说。

李海清为参加红色旅游的游客讲解。受访者提供

王凤杰为孩子们讲解文物知识。受访者提供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在采访中在采访中，，记者深刻地感受记者深刻地感受
到到，，如何让更多的人喜爱历史文如何让更多的人喜爱历史文
化化、、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感受感受
中华文化的魅力中华文化的魅力，，这些工作在一这些工作在一
线的导游线的导游、、讲解员们都积极进行讲解员们都积极进行
着各自的探索着各自的探索。。尽管他们每个人尽管他们每个人
的力量有限的力量有限，，但是我相信但是我相信，，这些这些
点滴努力最终会汇成一股合力点滴努力最终会汇成一股合力，，
推动中国的文化旅游不断向前推动中国的文化旅游不断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