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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临 安 2019 年 共 接 待 游 客
1880 万人次，实现旅游业综合收入
227亿元，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乡村旅
游成绩单。

临安是美丽乡村示范县，2017
年初，临安首次提出“村落景区”概
念，计划用三年时间打造 30 个精品
村落景区，2019 年临安提出建设以

“八线十景”为重点的示范型村落景
区。与此同时，美丽乡村建设中的难
题也摆在眼前：有美丽无特色，乡村
旅游设施雷同，“千村一面”；有输血
无造血，缺乏产业植入；有想法无办
法，政府把基础设施交给村委会运
营，村委会却无力维持。乡村变美丽
不难，难的是如何变旅游资源为旅游

产业，不断提升当地百姓的收入。
“要把整治村庄和经营村庄结合

起来”。2018年，浙江省部署实施“资
金进乡村、科技进乡村、青年回农村、
乡贤回农村”行动，临安找到了一把

“金钥匙”。

临安首创“村落景区市场化运
营”，以策划和文创能力、集聚资源能
力、市场运作能力、兼具乡村情怀和工
匠精神等为基本条件，面向社会招引
运营商，实施招兵买马组建团队、调查
资源摸清家底、策划规划方案实施、整
合资源市场营销、精准高效招引投资、

“添油加醋”营造氛围、注重文创打造
业态、找准目标包装线路、借助外力加
强合作、多管齐下强化服务等十项举
措，并在村落景区市场化改革实践中，
明确政府、运营商、投资商、村集体、村
民、专家等的“角色定位”。

两年来，临安 17 个村落景区与
12 家运营商签约，以商招商 22 家、
落户项目 35 个，总投资达 1.67 亿

元，引进专业高端人才 98 人，吸引
回乡创业青年 85 人，初步达到以经
营村庄撬动“两进两回”的目的。

多年来，月亮桥村陆续投入约
3000 万元进行基础建设，村落美丽
了，旅游却始终没有发展起来。虽然

紧靠着天目山景区，但是，大批游客
仅仅是月亮桥村的“匆匆过客”，当
地百姓没有得到实惠。村委会负着
债，步履维艰。2017 年 10 月，月亮
桥村引进运营商后，民宿、木艺坊、
雕塑馆、美术馆、玫瑰庄园、四季果
园、天河酒坊等一批业态相继落地，
2019 年前 10 个月，月亮桥村旅游总
收入达到1000万元。

运营商来了，被弃之角落的老物
件竟然成了宝贝！村里原先被当作废
物的老砖老瓦老木料都成了稀罕品，
田地里的普通特产被做成了精美的旅
游商品。美丽乡村旅游实现了从闲置
资源资产向文创产品的转变。高虹镇
龙门秘境村落景区运营商娄敏，通过

收购或租赁闲置资产，带来投资 2500
多万元，专业人才21人，吸引回乡创业
青年10人，吸纳当地村民就业150人。

2018年，龙门秘境村落景区的石
门村、龙上村、大山村分别获得收益
10万元、17.5万元和20万元；2018年，
杨溪村接待游客 5 万人次，旅游收入
达 300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3.7 万
元，市场力量让“老树发新芽”，帮助村
集体和村民从低收入向高收益转变。

乡村振兴不再仅依靠单一的行政
力量，多元市场化力量共同发力。过
去，大家习惯性地以自然风景好坏为
发展旅游业的标准，一些村并不被看
好。运营商带来了旅游发展新思路，
并率先启动旅游发展。他们积极为村
委会出点子、做参谋、当助手，村委
会信心更足了，村干部积极主动参与
到环境整治、村民关系协调、旅游活
动协助等工作中去，乡村旅游发展氛
围日益活跃。

图为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陈春娇制作昌西麻酥糖。

刘 珊摄

“马头墙、叠石流泉、桂北少数
民族图腾和神话故事，干净优雅，与
景区融为一体，赏心悦目。”2019 年
12月 22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
县世外桃源景区里，河北驴友肖玲
玲对旅游厕所赞不绝口。

2015年以来，阳朔县持续推进
旅游“厕所革命”再升级。围绕

“小厕所”，改善“大民生”，在旅
游景区、旅游线路、交通集散点、
乡村旅游点、旅游娱乐场所、休闲
步道等地，改造和新建一大批具有
地方特色的 2A 级以上旅游厕所，
实现数量充足均衡、达到等级标
准。按 A 级旅游厕所标准新 （改）
建 49 座旅游厕所，实现 4A 级景区
第三卫生间全覆盖，并全部免费开
放。积极探索和推广旅游厕所“以
商建厕、以商管厕、以商养厕”新
路子，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 A级
旅游厕所及配套门面，投资方享有
门面10年以上经营权，提高市场主
体和全民参与建设的积极性。

“2019 年，阳朔游客量有望突
破 2000 万 人 次 ， 如 厕 不 是 小 事
情。”阳朔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此，阳朔县
将旅游“厕所革命”从景区扩展到
城镇、农村，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
幸福乡村建设活动和惠民生“改
厕、改厨”工作，“厕所革命”成
为提升当地群众生活品质、促进全
域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通
过开展‘厕所革命’再升级，提升
市民和游客的幸福感。”

阳朔是广西旅游“厕所革命”
再升级的一个缩影。2015 年 2 月，
广西扎实推进“厕所革命”三年行
动计划，有效解决了公共厕所数量
不足、卫生较差、布局不合理、管
理缺位等问题，获得全国“厕所革
命突出成果奖”。2017 年 12 月，广
西再次开启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三

年行动计划 （2018-2020），把这项
国家文明工程推向新阶段。

据统计，自2015年来，广西全
区已建成旅游厕所 4000 多座，“厕
所革命”走在全国前列。经过几年
努力，全区旅游厕所面貌焕然一
新，“净齐优”取代了“脏乱差”，
厕所本身也成为旅游景区新亮点，
厕所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2019年，广西全区旅游厕所建设
任务总数682座，其中新建499座，改
扩建183座。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已完工935座，新建完工667座，改建
完工268座，完工率137.09%，14个市
均超额完成建设任务。与此同时，广
西旅游厕所管理系统内共有厕所
4356 座，已完成百度电子地图标注
3599座，标注率82.62%。

“早计划早部署，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并突出特色。”广西壮族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甘霖表
示，广西推动旅游“厕所革命”再
升级，在注重科学规划、融合人文
和地理风貌的同时，持续推进基础
设施和智慧管理平台建设，强抓监
管、培训和指导，建立绩效考评和
通报机制，不断提高旅游厕所的服
务品质。

广西旅游“厕所革命”再升级
本报记者 庞革平文/图

浙江临安

找到经营村庄的“金钥匙”
陈伟宏 卿雄志 ▲南宁青秀山风

景区竹园厕所
▶桂林市地中海

俱乐部旅游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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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一直在行走，从我
的故乡马尔康到成都，再到世界
各地。最让我牵挂的，是 2008 年
5月 12日发生在汶川的那场特大
地震。

倾听生命的呼唤

当年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
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说，每
当她有一个萦回于心的故事，并
不会立即动手写作，而是需要继
续等待。用她的话说，是在等待
听见一种“腔调”，只有当这种腔
调在耳边真切响起，被她听到，这
才是写作的开始。

在汶川地震 10 年后，我开始
动手写《云中记》，并不是因为我
缺材料，没有故事，或者不能意识
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而是因为
莱辛所说的那种“腔调”尚未被听
见。对一个小说家来讲，最重要
的并不是有没有故事要讲，而是
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使这个故事
得到呈现。我作为一个志愿者，
亲历了汶川地震的救灾和重建的
过程，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
刻，也听见人类在自救与互救时
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
因此常常产生书写冲动，但我多
次抑制这种冲动，是因为我没有
找到恰当的语言，没有听到“腔
调”的出现，为此还得常常承受袭
上心头的负疚之感。

地震在瞬息之间，造成了数
十万人伤亡，把一个家庭几十甚
至上百年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
把数代人、数十代人建设起来的
村落、城镇及其他公共设施毁于
一旦。悲痛那是当然。起而抗争
的壮烈，那是当然。举国驰援，恩
深爱重也是当然。

在这次地震中，许多城镇村
庄劫后重生，也有很多城镇和村
庄与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
失。我想在写这种消失时，要写出
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
高与伟大。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

光从微弱到明亮，把世界照亮，把
人心照亮。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
可以仰仗的，对一个小说家来讲，
唯有语言。从地震十周年纪念日
那个时刻开始，三个多月时间，在
我每天的持续写作中，词语们映
照而来，它们都发着微光，把来路
照亮，我用它们构建一个世界，它
们集体的光把这个世界照亮。

我想，当我面对灾难，书写灾
难，一定要写出灾变在人身上激
发出来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
如惠特曼为他自己所追求的语言
方式所说的那样，要“同时置身于
局内与局外，观望着，猜测着”。

“我的巨人和我在一起”，我让主
人公在他的亦真亦幻的世界中行
动，在他的现实世界中行动，而我
作为一个书写者的任务只是“观
望”和“猜测”，一个凡人、一个如
此平凡的人如何依据情感的逻辑
演进成一个伟大的英雄。

喊出向上的力量

我自己出身的族群中有种古
老的崇拜体系，是前佛教的信
仰。我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我
对这种古老的信仰系统怀有相当
的敬意。它的核心要义是尊崇与
人类生命同在的自然之物。

且歌且行，记在云中。我的所
记所歌，用的是我的第一母语——
嘉绒藏语。我将其作为感知世界
的出发点，使我能够随着场景的
展开，随着人物的行动，时时捕捉
那些超越实际生活层面，超过基
本事实经验的形而上的东西，并
时时加以呈现。在这样的情境中，
语言自身便能产生意义，而不被
一般性的经验所拘泥。这种语言
调性的建立是基于我的第一母语
嘉绒藏语，这是一种对事物、对生
命充满朴素感知的语言，如何将
这种生动的感知转到中文里来，
也是我面临的考验，古典中文给
了我很好的帮助。在中国古典诗
歌中，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
遭的生命相遇相契，物我相融的
伟大时刻。

那是杜甫所写的“留连戏蝶
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那样的
伟大时刻，也是“感时花溅泪，恨

别鸟惊心”那样的时刻。
这些伟大的时刻是身心俱

在，感官全开，是语言与情感和意
义相融相生的伟大时刻。而中国
叙事文学“且听下回分解”式的方
式从未对现实取得过这样的伟大
语言胜利。

我试图在表现人与灵魂，人
与大地关系时，努力把眼光投向
更普遍的生命现象，努力把眼光
投向人对自身情感与灵魂的自
省。此时，中国叙事文学中汲汲于
人与人关系的那些招术就全面失
灵了。只有中国诗歌中那些伟大
的启示性召唤性的经验，是我所
需要的，这种在叙事状物的同时，
还能很好地情感控制的能力，也
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发现，中国文
学在诗歌中达到的那些巅峰时
刻，手段并不复杂，赋、比、兴，加
上有形状，有声音，有隐而不显的
多重意味的语词。更重要的支撑，
是对美的信仰。至美至善，至善至
美，至少在这本书里，我不要自己
是一个怀疑论者。我要沿着一条
词语开辟的美学大道护送我的主
人公一路向上。

两种母语的滋养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
难此登临。”“羌妇语还哭，胡儿
行且歌。”

巨大的灾难，众多的死亡当
然是让人“语还哭”的，但灾难的
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更要写出

“行且歌”的不屈与昂扬。
这种叙写与抒发可以同时兼

顾的优越特点，我认为正是中文
这种伟大语言所擅长的，需要珍
视与发扬的。《文心雕龙》中说：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我想就是
这个意思。

我向来以为，对一个写作者
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语言。有
了写作所需的材料与构思，最终
还是要等待特定语言方式的出
现。在写作过程中，词语间时时
有灵光跳跃闪烁，一个写作者就
是一个灵光捕手，手里有的只是
一张随时可以撒开的网，在语词
的海洋中捕捉灵光。一网下去，
捕捉到了什么，打开看看，在意义
之外，捕住了什么？通感、象征、
隐喻，精灵的小眼睛星星般一闪
一闪。或者只是一个准确的词，
或者是一个形意全出的字。瞬息
之间，那个被无数次使用而已麻
木的词又复活了。那个老旧的
字，站在那里，摇撼它，它会发出
新的声音，新的声调带着新的质
感。如此，一个有新鲜感的文本
渐渐生成。语词是它的地基，语
词是它的门户，语词是它的穹
顶。写作就是召唤语词加入精神
世界和情感世界的重新构建。

作为一名记录者，我认为一
部优秀作品最大的魅力就是“审
美的光芒”，这种光芒必然是来
自语言。

嘉绒藏语是我的第一母语。
这种语言是我最初进入这个世
界、感知这个世界的路径。当我
开始写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用
中文写作。我更喜欢把很多人称
为汉语的这种语言叫做中文，因
为它也是全中华共同使用的语
言。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中文叫
做我的第二母语，我的幸运在于，
这两种语言都在不同方面给了我
非常伟大的滋养。

（阿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
文学创作。中短篇小说集《月光
里的银匠》《遥远的温泉》，长篇
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
尔王》，随笔集《就这样日益丰
盈》《草木的理想国》以及非虚
构作品《大地的阶梯》《瞻对：
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等。曾
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
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意、
德、俄、日和西班牙等十数种语
言在海外出版。）

我是一名地质工作者，常年
在大山之中穿行，在新疆，天山、
阿尔金山、昆仑山都曾留下我的
足迹。

我们自江南远道而来，第一
站就是天山。这里远离城市，没
有人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有
雄鹰、狗熊、灰狼、狐狸、黄
羊、兔子等。我们对于凶猛的
动物避而远之，对温驯又名声在
外的黄羊，早想亲近一番，但是
黄羊并不喜欢人类，远远看到
我们就狂奔而去，让我们空端
相机望尘兴叹。

黄羊又叫黄羚、蒙古原羚，是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们在野外
工作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三三两
两的黄羊在山石上跳跃着、飞奔
着，像行走在平地一样，让我们一
阵汗颜。

天山以千峰万岭横亘西域，
山与山之间沟壑很深，山体上怪
石林立，非常险峻，外表呈苍茫
黄色，一些低矮的小灌木稀稀拉
拉地生长在其中，只有山与山之
间的峡谷之中才有一丝绿色。黄羊就静静地生活在这
样的环境中，我们不禁感慨，它们是多么的坚强！

黄羊不愿意与我们亲近，我们也不强求，专心地
工作。但是，有一天，我们不经意闯入了黄羊的世界，
让我们得以见到它们的真容。

我们的工作区域在天山腹部，没有人烟，没有电，
也没有信号。时间久了，大家都有些想家，有手机信号
的地方比较远，从驻地出发来回一趟需5个多小时，每
天特意去打电话不现实。所以，我们在野外工作的时
候，每爬上一座较高的山，就习惯性地拿出手机看看
有没有信号。如果有信号，马上打电话给家人，诉说一
番思念之情。

那天，天空阴沉，马上就要下雨了，我们一路疾驰
朝驻地赶，正好路过一座较高的山。我提议大家爬到
山顶看看有没有信号。虽然眼看要下雨，但是，大家都
很想念家人，于是同意了我的提议。

这座山的山顶是一个大平台，我们刚爬到平台
处，就被上面的景象惊呆了。入眼一片黄色，闪着耀眼
的光芒，上千只黄羊在平台上。它们或卧、或站，紧紧
地挨在一起，仿佛正在交谈。这里显然是它们的一处
歇息地。黄羊特别警惕，我们才一露头，就被发现了，
它们短暂惊慌之后，立刻四散逃开，像一朵朵黄色的
云在戈壁上飘动。我们都被震撼了，久久说不出话来。
地上这些黄色的云朵与天上丝绢般的白云相互映衬，
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这是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
风景。

虽然我们连相机都没来得及拿出来，却感到十分
满足。原来黄羊的真正样子是这样的，似羊而不是羊，
美丽的毛皮，非常可爱。如果它们愿意，我们肯定会抱
住它们的脖子好好抚摸一番。

一个月后，我们工作结束。撤离之前，我们细心地
把生活垃圾处理干净。这里是黄羊的家园，我们不能
破坏它。我们越走越远，黄羊的身影越来越小，那片黄
色的云彩却一直留在我们心中。

我在心底默默祈祷，希望那片黄色云彩一直衬托
着天山的景色，让天山更加美丽。

且歌且行，记在云中
阿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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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俯瞰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王 曦摄 （新华社发）

郭红松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