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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一转，一大片粉红突然就
扑面而来。

是的，那一树树粉色的冬樱
花，在晨风中缓缓摇曳，仿佛三千
佳丽在轻挥玉臂，用最盛大的仪式
迎接我的抵达。那一刻，整个山谷
极其静谧，甚至鸟雀们也突然停下
晨歌，只为让无数朵花同时开放的
声音响彻山谷，我当然不能辜负冬
日里如此盛大的鲜花礼仪，停下摩
托车，一脚踏入冬樱花的阵列。

是的，是樱花阵列。这是云南
大理漾濞的大浪坝，这一谷冬樱并
非专为爱花之人种植，这些遮阴除
虫的冬樱是茶园的附属品，按台地
茶的规划随山势成队列种下。这些
茶还不到丰产期，冬樱却早已盛大
开放。这一排粉红，随道路弯曲延
展，那一列灿烂，随山势起伏错
落，而更多的花并不循规蹈矩，阵
列不断被粉红打乱，茶园充盈着粉
红的味道。

在云南，冬樱其实是一种寻常
的野花，因为开在万物萧疏的寒冷
冬日，所以成为网红景观。大浪坝
的冬樱花有台地茶的衬托。枯黄的
杂草乱生，苍翠的茶树成行，粉红
的冬樱摇曳，一树有一树的曼妙，
一山有一山的魅力，一谷有一谷的
情怀。这里，只有你想不到的背景
搭配，没有花开不出的韵味。是
的，那一刻，暖暖阳光中的我，就
只顾拍摄不停。向前逆光，每一朵
花的情态都成为一个剪影，我用稍
稍过曝的光线拍下花的透明澄澈。
向后顺光，每一树花都用温柔的目
光应和着我的深爱。向上仰视，向
下俯视，每一树花都脉脉含情，每

一朵花都情窦初开……
其实，这样的茶园冬樱开，绝不

是大浪坝的专利。不少高山茶园，都
有着绿树红花的古老审美。漾濞大
浪坝还有自己的秘密武器——水！
大浪坝有大大小小的水潭，散布在
茶园脚下，一念至此，我立即出谷
转向那些潭。我想拍樱花倒映水中
的图景。

我气喘吁吁赶到水潭边，才发
现愿望落空了。这是正午时分，要
等夕阳斜照水面时倒影才会出现，
此刻就一池粼粼波光。我回转樱花
树下吃午餐小憩，突然间想起一句
话：花下做一梦，与你到天涯。一
念之间自己也笑了，我独身前来，
茶园阒无人迹，真是做梦！可茶园
里突然就有了人声。

起身一看，原来是一群扛着锄
头的妇女来除草。她们告诉我上面
的樱花更好看。起身向上，在这片
茶地的最高处，我以樱花为前景，
以长势旺盛的台地茶作为视觉引导
线，高低错落，红绿搭配，加上枯
草的配合，用长景深拍下自己喜欢
的照片。正叹息远处的苍山没有皑
皑白雪，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小山包
顶，一间小屋在花间若隐若现。若
能在小屋住一晚，看明月出苍山，
听樱花开浪漫该多好。可我却不能
停留，连等待拍摄倒影都不能——
大姐今天宰年猪，我应该到场。

在茶园，不同的树相依，成为
绝美的景观，可花终究只开一季。
在人间，人与人相聚，情谊才会氤
氲，亲情始终一生相随。我漫步返
回停车处。

题图为茶园里的冬樱花。

“奶奶，三伯来电话了，这个周末要回来
扫银杏叶子呢!”蒋小芳贴在 83 岁的奶奶耳
边大声说，眼里满是渴望。

“回哦，你看这棵银杏，已经 300 多岁
了。你三伯出去 51 年了吧。”奶奶望着银杏
树，像是自言自语。

银杏树下，“老家”系列味道浓

广西兴安县高尚镇堡里村的大道小径，
被金黄的银杏叶铺得满满当当。屋前有大
树，树下有人家。每当此时，大大小小的村
屯，古老的银杏树下，村民们摆起长桌，在甜
香的银杏酒里播洒着思念和牵挂。浓浓的乡
愁使得外地来的游客流连忘返，也把不少漂

泊他乡的兴安人“牵引”回来。
小芳的三伯与蒋开儒先生一个村——

兴安县高尚镇堡里村。近年，蒋开儒先生每
年回来“探亲”，村里的大喇叭里经常播放他
作词的《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两首歌，
村民也是踏着新时代的节拍建设着家乡。

“黄叶漫天，乡愁弥散，老家的味道浓
呀!”兴安的银杏是出了名的：登记在册的
300 年到 500 年的银杏树 6 棵，100 年到 300
年的848棵，被称为“银杏之乡”。

路不好，没人来看这好景色。5年前，通
往乡里的路坑洼泥泞，30公里的路，车子要

“摇摆”一个多小时，村民称为“泡泡车”。
先得把路修好。2015年，一条全新的旅

游公路——兴安至阳朔旅游通道开通。秋冬
银杏叶满村、夏日荷叶映朝阳的“桂北老家”
旅游精品线路应时而起。高泽、张家崎、江
村、堡里、山湾……全县 50 个自然村成为

“桂北老家”旅游带上的明珠。
还得整治环境。进村的小道变成了能进

小车的水泥路，银杏树下泥泞小径改成了鹅
卵石小道，破旧的避雨亭建成了精巧漂亮的
八角亭，村后的山顶上建起能俯瞰全村的观
景平台……

文旅结合，旅游线路更红火

“来耍的人拍拍照就走了，不划算啵。”
高尚镇西河村委主任周忠玉见过世面、点子
多：“现在的旅游要的是文化！”

“我们不缺文化！”村里人自信满满。
花鼓戏、桂剧、蒋开儒的歌是兴安人的

文化大餐。银杏林里走久了，就在老乡家里
坐下来听听戏唱唱歌，饿了有点心，香味扑
鼻的油茶、柴火熏得黑黑的腊肉、热腾腾的

红薯、金黄的玉米、甜甜的葡萄和百香果，三
下两下，就上桌。

“香脆的花生、黄豆，与捣成浆汁的茶水
煮开，在口中打两个转，保证你能找到老家
的味道呢。”近60岁的黄丽娟大妈笑着招呼
客人，手中提着铁锅，油茶还冒着热气。

近些年，“桂北老家”旅游线路日渐红
火。高尚镇、崔家、漠川、白石等几个山区乡
镇，有30个自然村被列入“老家”系列“特色
村”，12 个村被认定为“景观村”，秦家大院
等被列入桂林市的特色文化名村。

据旅游部门统计，今年以来，“桂北老
家”的游客人数达22万多人次，旅游收入超
过1300万元，收入是3年前的3倍多。

科技种植，增收何必走他乡

时令已是仲冬，兴阳旅游通道两侧的田
里却是一片葱茏，一排排的是即将收获的甜
玉米。甜玉米高高的秆，迎风而立，一阵飒飒

的声音，像极了北方的青纱帐。
“现在，我们的田，冬闲不闲。它和我们

一样，整年都为了增收致富不闲着。”县里的
科技特派员黄翔看着满垌青青的玉米田，很
是得意。这几年，桂林市和兴安县的科技特派
员实施高效农作物的试验和推广：“水稻+甜
玉米+白菜”——稻菜双收；“水稻+秋马铃
薯”——稻薯同增；“水稻+再生稻+鱼”——鱼
米共生；“稻+米（甜玉米）+菜（菜心）+花（观赏
菜花）+肥”——粮菜齐收，依靠科技兴农，兴
安人的钱袋慢慢地鼓了起来。

兴安有 6 万亩这种“稻+”模式的高产
田，每亩比单种水稻增收近6000元，还达到
了以田养田，以田肥田的目的，生态化种植
已成为兴安脱贫致富的新方式。去年600多

名到广东打工的年轻人被“召唤”了回来。
“在家可以种田赚到钱，有点空还能到

县里的‘扶贫车间’打工挣钱，何必远走他乡
呢？”曾到广东打工的贫困户唐亮，家里刚收
获了3亩柑橘，每亩有近1万元收成。现在天
冷，农活稍停，他就在一家水果加工企业做
零工，一天有150元收入。“我觉得还是家乡
好！我还真离不开家呢。”

截至目前，兴安县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 的 5.3% 降 至 0.22% ，累 计 实 现 5011 户
17159人，25个贫困村摘帽。兴安县委副书
记黄小桂深有感触，“我们把有劳力能做事
的贫困户和村民吸引回来，提供条件就近务
工。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百姓
富了，日子也就更美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哈
巴河县旅游资源丰富巴河县旅游资源丰富，，县域内县域内，，河河
流流、、湖泊湖泊、、湿地湿地、、原始森林原始森林、、冰川冰川、、
雪山等从南至北依次分布雪山等从南至北依次分布。。奔腾的额奔腾的额
尔齐斯河流进哈巴河县后变得平缓尔齐斯河流进哈巴河县后变得平缓，，
形成了许多湿地形成了许多湿地，，也孕育了大片森林也孕育了大片森林。。

近年来近年来，，随着对生态建设的投入随着对生态建设的投入
和野生动物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和野生动物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哈哈
巴河县生态环境逐年改善巴河县生态环境逐年改善，，为野生动为野生动
物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物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繁殖和栖息的繁殖和栖息的
环境环境。。入冬后入冬后，，包括天鹅在内的大批包括天鹅在内的大批
候鸟推迟南迁候鸟推迟南迁，，成为当地一道特殊的成为当地一道特殊的

风景线风景线，，吸引许多游客和拍鸟吸引许多游客和拍鸟、、观鸟观鸟
爱好者专程前来爱好者专程前来。。

据哈巴河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据哈巴河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局长杨志琴介绍旅游局局长杨志琴介绍，，哈巴河县是哈巴河县是
中亚鸟类的重要迁徙通道之一中亚鸟类的重要迁徙通道之一，，县域县域
内有各种候鸟和迁徙途经鸟内有各种候鸟和迁徙途经鸟 400400 余种余种，，
观鸟游已成为当地除自然风光和历史观鸟游已成为当地除自然风光和历史
文化之外的第三种旅游资源文化之外的第三种旅游资源，，仅此一仅此一
项项，，每年能吸引游客几十万人次每年能吸引游客几十万人次。。

图为几只天鹅在图为几只天鹅在哈巴河县额尔齐哈巴河县额尔齐
斯河一处没有封冻的水域觅食斯河一处没有封冻的水域觅食、、嬉戏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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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兴安

留 下 乡 愁 日 子 美
张云河 蒋甲济

新疆哈巴河

好景“留”天鹅

2020，中国旅游会更好
本报记者 尹 婕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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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旅游业的产业潜力不断开掘。中

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日前发布的《2019中国

旅游业发展报告》显示，文旅产业投资热潮涌

动，成为社会投资热点和综合性开发的引擎性

产业。

2019，中国旅游业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旅

游业贡献了数千万个就业岗位，旅游成为百姓

幸福生活的重要配置。

2020年即将到来，旅游企业正拟定各自的

发展目标，各地也正酝酿着新的旅游发展规

划。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根

据《“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2020年，

我国旅游市场总规模达到67亿人次，旅游投

资总额 2 万亿元，旅游业总收入达到 7 万亿

元。在这将蓝图变为现实的一年，中国旅游必

定会以更好的发展面貌展现在世人眼前。

更有内涵——
文化成为核心竞争力

山东曲阜孔庙门前，来自上海的
游客薛远青感慨：“涨知识了，这趟
没白来！”两年前，薛远青就来过孔
庙，“当时单纯地把这里当成一个景
点，走马观花地转了转，事后发现自
己对孔庙仍旧知之甚少。”于是，这
一次他趁着周末专程前来，并在游客
服务中心请了一位讲解员。3个小时
的讲解，让薛远青觉得找到了看孔庙
的“关窍”——文化。在讲解员的解
说下，孔庙入口处的“金声玉振”坊
就让他叹服许久。“这趟文化之旅让
我对传统风景名胜有了新的认识，景
区越来越重视对自身文化内涵的讲解
与传播。”薛远青说。

2018 年，文化和旅游部组建、
各地文化和旅游机构纷纷改革，文化
与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正 式 开 启 。 2019
年，文旅融合更是成为各界关注的焦
点，成为年度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新
亮点，“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
革发展”“发展壮大旅游产业”“加强
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文旅融合以来，越来越多的游客
有了和薛远青相同的感受。积极主动
地挖掘文化内涵，把自己的故事讲
好、讲出新意，成为旅游目的地能在
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重要途径。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举行的第四
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
表示，2019 年，居民文化和旅游消
费日趋活跃，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正在成为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旅游市场的蛋糕足够大，这
已是业界共识。然而，旅游内容大同
小异的现象仍然存在，如何能把“文
化认同”转变为“消费认同”，才是
2020 年旅游业界应当着力提升的核
心竞争力。

更有看点——
科技助力旅游“大而强”

“目前，我国旅游业在发展过程
中，已经基本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
而好不好的问题则越来越突出。”日
前召开的 2019 年中国旅游集团发展
论坛上，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这
样说。而如何让中国旅游更好，如何
解决满足群众需求的旅游景点景区数
量不足、景区收入过度依赖门票、旅
游产业链不够长、衍生品开发不足、
文旅融合发展的力度、广度与深度还
有待加强等问题，雒树刚指出：“科
技改变旅游”“推动旅游业发展实现
大而强、高质量发展是必由之路”。

2019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基
础电信运营商发放5G牌照，中国开启
5G商用之路。对于旅游业发展而言，
这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AI、
VR、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旅游场景中的
运用，正深刻改变着游客的消费习惯
和消费行为，而旅游与科技的融合也
让旅游产业链发生变革。如今，游客
足不出户也可全方位参观景区景点，
已在许多景区投入使用的沉浸式深度
互动体验，让游客获得新奇有趣的体
验，正成为文旅消费新模式。

科技在让旅游变得更便捷、更有
趣的同时，也对旅游业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更多地从游客立场出发，开发出
更个性化、人性化、差异化、精细化的
旅游产品、旅游服务，才能够满足新技
术背景下，游客不断更新的旅游需求。
科技赋能是机会也是挑战，如何用好
新技术提升旅游品质，改善旅游体验，
提高游客的满足感、幸福感，将是旅游
市场的参与者下一步的任务。

更有担当——
国际交流中的新亮点

2020 年，中意建交 50 周年，中意
两国将互办文化和旅游年；2020 年，
中国与马来西亚将举办中马文化旅游
年；根据 2016 年 5 月 11 日签署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和摩洛哥王
国旅游部关于加强旅游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洛
哥王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2016 年至
2020 年执行计划》的相关内容，两国
将在 2020 年共同举办中国—摩洛哥
旅游文化年，在旅游、文化等领域组织
各类活动，促进中摩文旅交流与合作
提升至更高水平。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旅游发挥的
作用日益务实。无论是“旅游年”，还是
主场外交，旅游都已成为一大亮点。今
年以来，如何提振入境旅游，成为从政
府到学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不仅
因为其与出境旅游、国内旅游三足鼎
立，对中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更在于，入境旅游是让世
界更好了解、感受现代中国的窗口。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常务副秘书
长李宝春介绍，预计到2020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旅游人数将
达8500万人次，旅游消费将达1100亿
美元。旅游不仅成为中国游客走出去、
看世界的重要方式，更日益成为入境游
客亲身感受中国现代化建设成果的重
要途径，成为传播中国故事的好选择。

上图：游客在北京世园会园区北
京园游览。

下图：高速公路服务区内的机器
人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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