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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北京，天朗气清，满树黄
叶，如画卷一般。“半厂山水锦花地，十
里钢城碧云天”，长安街沿线的最西端，
新 首 钢 高 端 产 业 综 合 服 务 区 （简 称

“首钢园区”） 更是迎来了最美的时节。

高炉变身时尚秀场

驱车穿越过刚刚通车的“合力之
门”新首钢大桥，进入如公园一般的首
钢园区。高耸的炼钢炉、整齐的厂房、
曲折的管道掩映在黄褐色的树丛中，建
筑和植被统一的色调是那么和谐。天气
渐凉，户外的游人不多，却平添了几分
沧桑大气之美。

据介绍，首钢园区是在原首钢石景山厂
区北区上开发建设的，是中国第一家以钢铁
工业文化遗存为特色的主题文化园区。首
钢始建于1919年，迄今已有百年历史，是中
国最早的近代钢铁企业之一，是中国工业发
展史和中国冶铁史的重要代表者。

这里的一切被时间烙上了深深的印
记。车子左拐，停在了一个庞然大物脚
下。巍峨挺立的三高炉，这个 2500立方
米的钢铁巨人曾是首钢典型的生产线，是
一座“功勋高炉”，对国家钢铁产业贡献巨
大，见证了工业文明曾经的辉煌。

如今的三高炉变得时尚华美，焕发出
勃勃生机。您是否能想象到，在这座昔日
的高炉内已先后举办了奔驰汽车发布会、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书画摄影展、
2019 首钢园环境舞蹈展演等活动。错综
复杂的内部钢架、高大宽敞的空间和工业
流程装置，都散发出极强的工业气息。这
是何等新颖炫酷的活动场地。据了解，三
高炉作为首钢园区首批更新改造的地标
建筑，是全球首个举办个性发布会的炼铁
高炉，更是首个由大型工业建筑物改造而
成的民用建筑物。夜晚的三高炉通体点
亮红色灯光，仿佛炉中又充满了铁水，高
大恢弘的建筑和艳丽的红色，给人强烈的
视觉冲击，钢铁正在这样炼成。

钢铁森林湖光山色

毗邻三高炉是一汪波光粼粼的秀池，
水中高炉的倒影变得柔美了，给硬朗的首
钢园区带来了妩媚。据悉，秀池始建于
1940 年，当时用于存放炼铁的循环用水。
改造后的秀池地上部分变成美丽水上景
观，地下部分变身下沉式圆形展厅和车库。

与秀池仅一路之隔的是园区里人气最
旺的星巴克咖啡。作为首钢园区第一家引
进的商户，星巴克咖啡从去年9月开业以
来，因其浓厚的工业风，就成为人们向往的
旅游热门地。在钢铁森林间，点上一杯咖
啡，零距离感受眼前这些钢铁庞然大物，其
独特体验，星巴克咖啡全球仅此一家了。

漫步在首钢园区，满眼尽是钢筋水泥
混凝土组成的巨型机械与建筑，如置身“钢
铁森林”，像是变形金刚的基地，顿时有种
机械迷城的既视感。从喧嚣到静谧，岁月

磨亮了沧桑，记忆的年轮在这里不断沉积。
首钢园区很大，目前开放观光的只是

一小部分。园内正在建高线公园，主体为
线性高架景观步道，全长约 10公里，是纽
约高线公园总长的四倍多，距地高度7至
14米，由慢行步道、健身跑道、休闲区域、
景观绿化组成，目前一期已完工的有 600
米。建成后将成为人们漫步的公共休闲
空间，轻松实现“空中游首钢”。

从三高炉向南行约200米，“石景山”就
矗立在眼前。原来，首钢园区里还藏着一座
历史悠久的“燕都第一仙山”。北京石景山
区的区名来源于此山。山上目前保留着50
余处文化遗址。天气晴朗的时候，登上山顶
的功碑阁，俯瞰园区，秀池和群明湖两片水

域格外显眼，它们给首钢园注入了灵气和生
机。首钢园区的工业遗迹与山水风光的别
样组合，绘就出迷幻之感。

演绎“冰与火”的传奇

行走在首钢园区，细心观察不难发
现五环标志、运动雕塑等奥运元素。从
夏奥到冬奥，首钢园与奥运有着深厚的
不解之缘。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首钢
实施了大搬迁；10 年之后，奥林匹克再
一次选择了北京，冬奥组委进驻首钢园
区。运储铁矿石的料场改建和新建成为
2022北京冬奥组委的办公区。

现在，由老厂房改建而成的“北京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展示中心”迎接着一
批批热情的观众，展示世界冬奥发展历
史，中国冰雪健儿取得的成绩，中国悠
久冰雪运动历史以及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筹办工作情况。展示中心将现代化
展示手段与工业遗存保护高度融合，利
用原工业遗存“水塔”的弧度空间环
境，经数字影像技术“活化”了清代乾
隆年间的《冰嬉图》，再现出中国悠久的
冰雪运动历史。观众还可通过由工业遗
址支撑柱改造的 7 个多功能柱屏，看到
北京冬奥会的展示内容。

曾经的钢铁洪流，未来的冰雪奇
迹，汇集于眼前的这方天地，昔日的辉
煌与明日的朝气在这里碰撞。

距离冬奥组委不远处的国家冬训中
心，原来是首钢自备电厂的精煤车间和车
站用房，现在已变身为冰壶馆、花样滑冰
馆、短道速滑馆和首钢冰球馆，全部投入
使用，被首钢人昵称为“四块冰”。

在群明湖畔，4座巍然矗立的冷却塔
旁，是刚刚完工的首钢滑雪大跳台。从
远处看，大跳台好似一条“飞天”的飘
带。这是北京 2022冬奥会北京赛区内首
个完工的新建场馆，届时将在此举办跳
台滑雪比赛项目。据悉，冬奥会后它将
成为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
大跳台场馆，成为专业体育比赛和训练
场地，面向公众开放。

冬奥元素激活了首钢园区，正在谱
写着一首“冰与火之歌”。新首钢高端产
业综合服务区作为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
新地标，正创造着更多的惊喜。我们一
起感受它的活力与荣光。

近日，我来到河南林州的太行大峡谷。景区入口处，环
列着几座山峰，其中一座以万丈崖壁示人，崖壁以层层岩石
垒叠而成，色泽赭红。峰巅像宝塔顶一样渐次缩小，缩小的
过程中形成不同的坡面。一坡面是清一色的一种植物，另一
坡面是清一色的另一种植物，十分神奇。

进入景区，前方一座山峰，正面是一个非常规则的长
方形，两个侧面又是很对称的两个长方形，顶部几乎又是
一个平面，只有背面是连着其他山峰。它呈现出来的整体
形象仿佛一口巨大的箱子。我记得三峡有一个箱子岩，那
么箱子山就在太行山这里了。

前方不远就进入了“太行天路”，车行在此，我只敢遥
望远山，不敢近看脚下的大峡谷，因为那是壁立千仞、万
丈深渊。西藏的路叫天路，那是指海拔高，它险在空气稀薄
和严寒冰冻。而这里的天路，在山腰或峰顶拔地而起的路。
车停在“平步青云”处，云在脚下，雾在眼底，我好像走在天空
的云彩上，叫人胆战心惊。

太行天路沿途有一些村庄，房子用石块垒墙，用石片当
瓦，一座房子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
谣：“石梯、石楼、石板房，石地、石柱、石头墙，石街、石院、石
板场，石碾、石磨、石谷洞，石臼、石盆、石水缸，石桌、石凳、石
锅台，石庙、石炉、石神像……”形象地说明了当地人的生活
离不开石头。

石板岩镇全镇人口不到万人，散布在 4 垴 8 崭 28 条深

沟里。垴有多大，崭有多高，沟有多深多长，不得而知。
人们进山出山仅有两个通道，从山上走下鲁班壑要拐70道
弯，从山下攀上鲁班壑，要走80道弯。

太行山出产玉米、土豆、山楂、核桃，更盛产精神。
小小的石板岩镇，有一座扁担精神纪念馆，为纪念石板岩
供销社职工而修建。

1947 年 7 月，共产党员尹兴德、郭有恒、李林洹等
人，办起石板岩供销社。当时，供销社职工运送货物的唯
一办法是一根扁担肩上挑。他们头天从山外挑来山民所需
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第二天挑进山里送到各家各户，再用
扁担把山民的农副产品挑下山。他们挑着担子走遍4垴8崭
28条深沟，包括攀登鲁班壑，翻越刘家梯，这一走就是70
年。如今，石板岩供销社不仅有扁担情大型购物中心，还
有电子商务。但只要山民一个电话，他们就用汽车送去需
要，个别偏僻不通车的村落，他们还会用扁担挑过去。时
代进步了，扁担精神仍在传承。

扁担精神纪念馆于 2013 年建成开放，有各类珍贵照片
480张、实物160件、实景4个，
展示了扁担精神的诞生与传
承，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里的风光震撼人，这
里 的 精 神 更 加 震 撼 人 。 我
想 ， 风 光 的 美 可 能 会 被 淡
忘，但精神对心灵的融铸，
或许伴随此后的生命历程。

“去年5月，布央村成了国家
4A级景区，我们加入景区的表演
队，上午表演民俗歌舞，中午摆百
家宴，下午采摘茶叶。一天下来，
有三四百元的收入。”石初利是广
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镇布央村
的贫困户，2013年开始与村里人
一起种茶走上致富路，2018年摘
掉了贫困户帽子。

“有女莫要嫁布央，山穷水瘦
满坡荒；缺钱少粮难度日，逃荒要
饭到他乡。”上世纪 70 年代的歌
谣，道出了布央村当年那份困境
和辛酸。如今，昔日偏僻贫穷的
侗寨，变成了风光宜人、茶叶飘香
的旅游景区，村民也因此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

“当年，布央交通不便，自然条
件恶劣，人多田少，长期戴着贫困

的‘帽子’。”曾任村党支部书记的
茶叶种植带头人吴志洪深有感触。

穷则思变。几经探索，当地
终于把发展茶叶产业作为致富门
路。开荒、修路、种茶……经过
30多年的发展，布央茶叶已形成
一条集育苗、种植、管理、采摘、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为了让茶叶产生更大的价
值，布央的“茶二代”们决定在茶园
上建起旅游景区。“2014年3月注
册成立了布央古茶园旅游投资有
限公司，50多名群众入股。”公司
发起人吴正光告诉笔者。

2017 年，三江侗族自治县文
化旅游投资公司在布央村开发运
营仙人山景区，仅村容村貌的改造
就投入4500万元，惠及全村2300
人，30%的村民投资开办了茶园旅

馆。不到一年时间，成功创建国家
4A级景区。茶园云海、晨雾日出
的布央仙人山景观，正吸引一批批
游客前来体验侗乡高山茶园之旅。

现在，布央村的村民可以通
过采茶、育茶苗致富，也可以通过
文旅公司提供的景区工作岗位获
得收入，还有景区门票的分红。布
央姑娘谢利雪说，她在村里的茶园
旅游点上班，每月工资3000元。

“现在布央有3700多亩茶园，
人均年收入从1988年的150元变
成现在的 1.5 万多元，涨了 100
倍。”布央村现任党支部书记谢勋
庭喜悦地说，布央村正是做好“绿
色文章”，通过“茶旅融合”，把满山
的绿茶变成扶贫攻坚的支柱，全村
对美好明天满怀憧憬和信心。

上图：布央侗寨茶园

半厂山水锦花地 十里钢城碧云天

首钢园区 工业遗存绿色蝶变
本报记者 赵 珊

黎里古镇，江苏苏州的一处水乡小镇，
和许多江南古镇一样，这里有着小桥流水
的水乡风貌。黎里美得朴素淡雅，与世无
争，原汁原味的江南韵味在静静流淌。

如今，黎里古镇浓郁的文化氛围中
洋溢着研学的欢乐。来自广州的旅游达
人“上山下海的茵茵”已经是第三次来
到黎里古镇。她说：“黎里古镇常看常
新，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觉。这次我
体验了传统工艺打锡，虽然手都敲麻

了，但看到成品出来后心中还是非常喜
悦的。”

黎里的文化研学之旅是丰富多彩的：
在中国锡器博物馆，可以敲敲打打，感受
锡文化；在六悦博物馆，可以既动手又动
脑，体验传统工艺；在苏州徐悲鸿艺术
馆，可以学书画、刺绣等中国传统艺术，
品读国风，绘出精彩；在迎祥文旅研学基
地做特色糕点，品尝江南小吃；还可走街
串巷，在缆船石、弄堂、老宅、廊棚、古

桥之间，听着传说和故事，感受江南水乡
的文化气息……

近年来，黎里古镇挖掘历史、民俗
等文化资源，结合学生暑期游、寒假
游、周末游等需求，研发出非遗传承、民
俗体验等课程，开展了一系列研学活动。
今年 8 月，黎里获得“中国最具魅力研学
旅游目的地”的称号。黎里古镇保护开发
管委会旅游管理科科长李赟介绍：“尤其
是‘心里·梦里·黎里’微旅行的展开，让来
自各地的学子体验到了江南水乡文化至
浓至厚，除了老街上的体验课，还有自发
组织的揽桥荡生态研究课程，本地学生
由家长陪同到生态水系统中寻找乐趣，
激发保护环境的责任心。”

由人民日报社神州书画院举办的“魅力山河 炫
美中华”——中国55处世界文化遗产摄影艺术展近
日在京举办。

参展的140多幅图片系王剑波用手机拍摄，旨
在向世人传播中国世界遗产的厚重与精彩。王剑波
历时一年，足迹遍及 55 处中国世界遗产 118 个地
方。“世界遗产是联合国评选的，是世界人民公认的；
而世界遗产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人类全世界
的。我用手机记录中国的世界遗产，通过展览让世
人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自然风光。”这便是王剑
波此番行走的初衷。

据悉，人民日报社神州书画院举办的本次展览，
得到联合国纽约总部“联合国邮政管理局”局长阿姆
纳佳南先生的亲笔签字，确定联合国邮政作为本次展
览的支持单位。至2019年，联合国邮政发行的与中
国相关的邮票有 1997 年《世界遗产——兵马俑》、
2013年《世界遗产——中国》及 2017年《世界遗产
——沿着丝绸之路》中的“洛阳龙门石窟”一枚。联合
国邮政在未来将继续发行该系列邮票。

据悉，由王剑波拍摄完成的“中国世界遗产”摄
影作品将走出国门，目前已确定在马来西亚、瑞士、缅
甸等国展出。 左图：中国世界遗产皖南西递宏村

文化研学在黎里
李裕强

文化研学在黎里
李裕强

中国55处世界遗产图片展在京举办
赵兴林

布央侗寨布央侗寨：：风光宜人茶飘香风光宜人茶飘香
吴练勋吴练勋 文文//图图

太行峡谷的震撼
李 专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林州太行大峡谷 王国助摄林州太行大峡谷 王国助摄

舞蹈者在首钢园区内表演舞蹈《牡丹亭》。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舞蹈者在首钢园区内表演舞蹈《牡丹亭》。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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