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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首诗道出了牡
丹花开，国色天香。

谁曾想到，在地气高冷、暑少寒多
的大西北，在曾被称为“苦瘠甲于天
下”的甘肃，牡丹不仅深深扎根在山屲
屲、沟岔岔，而且独树一帜，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
的富贵。

紫斑牡丹不一般

人间四月芳菲尽，陇原牡丹始盛
开。陇原大地上的牡丹，有着秋菊、寒
梅一样的风骨与品格。每到 4 月、5 月，
当洛阳牡丹、菏泽牡丹在“百般红紫斗
芳菲”后“红消香残”，甘肃的紫斑牡丹
却傲然绽放。

牡丹的沁香必自苦寒中来。甘肃牡
丹开得虽迟，却自成一格，人称紫斑牡丹。

紫斑牡丹与中原牡丹、西南牡丹、
江南牡丹，并称我国四大牡丹。顾名思
义，她因花瓣上有独特的紫斑而闻名，
又因花色不同，可细分为二三十个品
种，其野生品种至今分布在甘肃南部的
深山密林之中，其人工栽培品种的分布
则更为广泛。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曾出土一对唐
代灰陶罐，陶罐上的紫斑牡丹花纹清晰可
见。其栽种历史之悠久，由此可见一斑。

紫斑牡丹，可不一般。它在牡丹家
族中拥有众多的第一。它是长得最高、

最修长的牡丹。洛阳牡丹、菏泽牡丹是
草本植物，而紫斑牡丹是木本植物，可
多年生。很多紫斑牡丹身材高挑，动辄2
米高，有些高达3米多。

它是最长寿的牡丹，人工栽培的紫
斑牡丹平均寿命可达 80多岁。在貂蝉故
里临洮县、在古河州临夏州，百岁牡丹
也很常见。

紫斑牡丹分布在海拔 2000 米左右的
黄土高原上。从黄河之滨到长江源头，从
繁华的大都市到静谧的小山村，随处可见
紫斑牡丹。它是最耐寒、最耐旱的牡丹。
它站得高、长得高，却雅俗共赏，是最有亲
和力的牡丹，一点也不高冷。

引来天南海北赏花人

“牡丹花品冠群芳，况是期间更有
王。四色变而成百色，百般颜色百般
香。”在甘肃，画紫斑牡丹、唱紫斑牡
丹、写紫斑牡丹蔚然成风，其中不乏才
华横溢的名士，更有引吭高歌的百姓。

国家一级美术师、甘肃籍知名画家
莫建成画了一辈子各种各样的山水、花
鸟工笔画，而他一生最为珍爱、挂在家中
厅堂的画作，是一幅精美的工笔牡丹。而
在“洮岷花儿”“河湟花儿”中，“牡丹令”是
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词牌”。

“五月里么就到了着五月端阳 （端午
节），妹妹的白牡丹呀；要呀喝一个雄呀
黄的酒 （雄黄酒），像花儿一样的个酒
呀。”至今，西北人仍保留着《诗经》的

创作传统：赋、比、兴，触景生情、信
手拈来，歌唱自己的相思与哀怨。

在大西北，紫斑牡丹之所以备受欢
迎，是因为紫斑牡丹从来不孤芳自赏，
自视为富贵的象征，如今更能帮助人们
在脱贫攻坚中开创“甜蜜事业”。这两
年，西北牡丹游初具规模。在临夏州，
一个长达 60 公里的牡丹长廊吸引了天
南海北的赏花人。在“貂蝉故里”临
洮，百姓移栽各式各样的长寿紫斑牡
丹，自建牡丹花坊，成为特色浓郁的花
卉博览园。

临洮县曹家坪村牡丹园等私家牡丹
园栽培历史悠久，牡丹园面积百余亩。
每到花开时节，走进花园，移步换景，
高高树上牡丹开，远近高低各不同。行
走其中，人们可以领略牡丹花开遍山
野，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情怀。

曹家的牡丹园是 83岁的曹希望历经
多年建成的。曹希望年轻时，家里穷得
叮当响，但是他和众多临洮人一样，都有
一颗深爱牡丹的心，并从牡丹中享受到别
样的诗情，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即使在生
活最艰难的时刻，他也遍走山洼，移栽来
许许多多的野生紫斑牡丹。

“花样事业”助脱贫

曾经人养牡丹，如今牡丹养人。每
逢花开时节，曹家尽是赏花人。如今的

“花庄”曹家坪，人富景美，充满希望。
曹希望的孙子曹佰平，大量种植牡

丹、芍药，开创了一番令人艳羡的“花

样事业”。牡丹花美，但目前还无法制成
大宗商品鲜切花。曹佰平却利用种植牡
丹 的 经 验 ， 成 功 开 发 出 了 “ 小 牡
丹”——芍药的鲜切花产品。在招徕四
方游客前来观赏牡丹的同时，盆栽小株
牡丹和芍药鲜切花，正走出田野、花
园，走进城市、楼宇、民居，令人沉
醉，让人惊艳。

因为紫斑牡丹对西北的眷顾，“含英
咀华”的脱贫产业也初具雏形。牡丹浑
身是宝，根皮能入药做“丹皮”，紫斑牡
丹也是很好的木本油料作物。此外，牡
丹花蕊、花瓣、叶芽都可以做茶。在临
夏州，“牡丹大王”何生宏开发出牡丹系
列茶品和牡丹酒。其中，花蕊茶按克
卖，每斤差不多可卖1万元。

文献记载，唐宋时期，“天下富庶，
莫过陇右”。但到了清朝中叶，陇中已是

“苦瘠甲天下”。如今，春风再次吹拂陇
原大地。脱贫攻坚已进入冲刺阶段。从
田垄地头到扶贫车间，一派忙碌。

这一切，就像紫斑牡丹，开花虽
晚，但总有一天会盛开。人们的生活也
像紫斑牡丹一样，越开越旺。

左图：游客拍摄牡丹美景。
梁永吉摄

上图：临洮紫斑牡丹在北京世园会
上荣获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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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旅游行业而言，
寒假春节、暑期和国庆黄金周
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三个旅游高
峰。一场疫情，让 2020 年的第
一个小高峰收入陡降。在这个

“冰封期”，旅游企业“内外兼
修”，努力渡过难关。而对于
中国旅游业而言，更应当将之
视作一个思考沉淀期，化危为
机，积蓄力量再出发。

这是一次转向品质发展之
路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文
旅融合和全域旅游建设，我国
的旅游市场正在转变。但“打
价格战”仍是许多旅游企业抢
占市场的习惯思维，更有零负
团费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对
于 这 种 饮 鸩 止 渴 式 发 展 的 危
害，旅游企业绝非意识不到，
只是，在相对粗放的发展模式
下，他们难以抑制这种逐利冲
动。旅游专家指出，疫情结束
后，人们的观念将发生新的变
化，社会经济将回归生态发展
本质，游客的旅游消费意愿将
会提升。以人为本、高质量发
展将成为旅游业发展主线。大
浪淘沙，这次疫情，应当成为
旅 游 走 向 品 质 旅 游 发 展 的 契
机。旅游企业更应借此时机，
下定决心进行产品升级、服务
升级，以游客为中心，以适应
市场需求的产品为竞争核心，
那些大而全、炒概念的发展模式将被淘汰，追求精细
化、专业化，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的经营战略将受欢
迎。

这是一次挤破发展泡沫的机会。疫情期间，民宿业
受冲击颇大。原本为了迎接春节假期，一些高端民宿耗
巨资改造，因疫情只得退款停业。过去几年间，民宿的
市场供应量迅猛增长，很多地方的新开店数量连年增
加，其中不乏仓促上马的项目。民宿短时间内的大规模
增长，与其准入门槛较低有关，许多民宿业主非专业从
业者，缺乏专业知识、运营技能。此外，民宿作为住宿
业的新业态，还面临着规划滞后、监管不到位、相关法
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都已成为制约民宿发展的短
板。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本进入民宿行业，掀起一股民
宿投资热潮。然而，民宿业作为非刚需行业，其市场回
报也较为缓慢。这场疫情为民宿业的投资过热“降
温”，挤掉短期逐利的泡沫，让民宿发展回归本质。

这是一次旅游业提升危机应对能力的机会。安全
对旅游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旅游业界人士分析指
出，疫情结束后，游客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出游
的信心，安全因素将是游客做出决策的关键。旅游目
的地如何做好游客的安全保障措施，是否有完善的危
机应对机制，都将关系着游客安全和旅游市场秩序。
始终把游客安全放在第一位，应当成为旅游企业的共
识。未来，利用旅游大数据追踪旅游流量、游客移动
轨迹，建立游客关系
图谱，实现旅游“数
据 决 策 ”， 建 立 一 套
应急机制，危机来临
时 ， 能 够 迅 速 启 动 ，
应当成为旅游企业的
必修课。

春天到了，又该是富春江最美的时候了！
最美的富春江，自然少不了“醉美”的富春

渚。渚，即江中沙洲。在横贯富阳的富春江
中，自上至下有桐洲、王洲、中沙、新沙、东洲和
大小沙等，性好山水的南朝诗人谢灵运称之为

“富春渚”，且游踪所至，发为“溯流触惊急，临
圻阻参错”之吟咏。

富春江自桐庐顺流而下，一入富阳，迎
面而遇的便是桐洲。桐洲，又曰“大桐洲”，
位于新桐乡，乃富阳境内富春江上的第三大
沙洲，从空中俯瞰犹如一块翡翠镶嵌在江流
玉带之上。

画家叶浅予先生在《富春沙渚》中写道：大
桐洲，孤浮江心，半隶桐庐，半隶富阳。富春江
中之沙渚皆系泥沙积聚而成，每遇山洪暴发江
涛凶涌，时有坍涨。惟大桐洲有石濑，故能安如
磐石。故此又为桐洲岛平添了不少神奇色彩。

清晨，我们从富阳城区出发，去桐洲岛探
寻春景。车子刚从320国道转至汤新线，“十里
桐洲九里花，一江春水两岸柳”的浓郁气息就
扑面而来。新桐北依山南傍江，一边是新绿蓬
勃的丘陵缓坡，一边是波光潋滟的春江水暖，
中间则是大片的油菜麦菽……青山、碧水、沙
洲、田园，江南水乡天然特有的元素，在此一应
俱全。

山水不离人。对于桐洲人民来说，那是真
正的“家在富春江上”。桐洲岛大约 4 平方公
里，数村散居其上，物阜民丰。桐洲景色之美，
不仅在于孤浮江中，碧水环绕，而且朝披晨雾，
晚洒落霞，夹岸烟树，春花秋叶，一年四季烟波
浩渺，尤以雨天风物为佳，故又得誉“烟雨桐
洲”。桐洲一带江阔水平，天山共色，林深树
茂，俨然是《富春山居图》中的光景。

赏花，是春日里最要紧的事。桐洲，重重
似画，曲曲如屏，虽不得面朝大海，却可尽赏春
暖花开。最具视觉冲击的，当属黄金畈。站在
高高的观景台上，极目眺望，一片片齐刷刷、金
灿灿、黄嫩嫩的油菜花，像一幅巨大的鹅黄色
绒毯，一直铺展到富春江边。“烟水萧疏总画

图，若非米老定倪迂。”满眼的油菜花和远处静
谧的江水、远山形成强烈对比，饱和的色彩撞
入眼球，让人忍不住感慨春天的盎然生机。

和煦的朝阳，透过花瓣上的雨露，析出七
彩的光芒。清风徐来，漫步田间地头，静赏菜
花黄，远观山色翠，惬意悠然。

油菜花期一到，浓郁香气吸引来的不仅
有蝴蝶蜜蜂，还有不少游客，冒着丝丝春
雨，或包车，或自驾，到桐洲“拜访”春
天，原本寂静的沙岛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春天的桐洲岛，最适合骑车看花。除了油
菜花，桐洲的桃花、梨花、茶花和各种不知名的
野花也是繁闹怒放、毫不逊色。穿越在一片片
嫩黄翠绿、花香草青之间，心旷神怡。在桐洲
岛上骑行，不用怕迷路，因为随处可见采野菜
的村民或是野餐的游客。

桐洲的春天，不仅在油菜花里，还在意杨
林里、俞家渡里。如果骑行技术够好、兴趣正
浓，还能另辟蹊径，穿行岛上西面长满各式野
草的意杨林。林水相依、环境清幽，林间紫红

的野花开得正闹，负氧离子含量高，成群的水
牛与白鹭和谐栖息于此，像极了一个天然牧
场。江边绿树掩映，“鱼翻藻鉴，鹭点烟汀”，几
艘木船漂浮在一片绿色之上。新“富春十景”
中的“江洲鹭影”，说的就是这里。

在桐洲岛不能走走看看就算了，好玩的东
西多着呢，骑行赏花、绿岛跑马、户外拓展、玩
动力伞、划皮划艇，以及野炊烧烤、亲子摄影、
鲜果采摘、民宿休闲……“水陆空”全方位体
验，可以把春季里最美好的事情都做一遍，让
到此的每位游客都能领略“纯鲜生活”的无穷
魅力。

玩得尽兴，当然也不能怠慢了自己的肚
子。不管是否为饕餮吃客，以富春江江鲜为特
色的沙洲鱼宴，还是必须品尝的，河蟹、步鱼、
白鱼、江鳗、江虾……味道真的是鲜美无比。
而米粿、酒酿馒头等小吃也不可不尝，其中酒
酿馒头至今已有百来年的历史，据称，它连抓
十八次都不会变形，名气可不小嘞。

越来越多游客的到来，让桐洲人看到了
商机。眼下，世居于此的村民们正以“最
美”名义塑造洁美乡村，迈上精耕的“美丽
经济”之路，“烟雨桐洲”开始美丽嬗变，不
仅变得有风貌、有颜值，更变得有文化、有
产业，使之在乡村旅游的大潮中既接地气，
又呈现出更美的乡村生活。

桐洲花开，可缓缓归矣！

作为一个异乡人，我知道安徽枞阳
这个地方，源于汉武帝在枞阳江中射蛟
的传说。今年春节，我到安徽铜陵探
亲，怎奈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我被困在枞阳，也让我有机会看看枞阳
的山水、民居、油菜花，在山水间寻古
探今。

三月的乡村，正是赏花时分。枞阳
镇五一村的油菜花在温暖的春风中兀自
绽放，那一大片金黄的光泽，还有淡淡
飘过的油菜花香，交织成一幅美丽清新
的春天画卷。与别的花相比，油菜花的
美是一种浩瀚的美、一种张扬的美、一
种壮观的美。看一株油菜花，很普通，

绿叶黄花，不娇艳，不美丽，算不上观
赏花卉，甚至都入不得庭院。但当漫山
遍野的油菜花一起盛开，铺陈到天际的
金黄色映入眼帘，那是何等的壮观与美
丽，仿佛大自然绘制的一幅素雅灵动的
水墨画，清新恬淡。

在油菜花地，我们就像一只只蝴蝶
在花间飞舞，在这里、在那里留下美丽
的瞬间，花海已不是背景，穿红着绿的
我们只是花儿的陪衬，谁让它们铺天盖
地、在阳光下绽放得那么骄傲呢。

我坐在一棵槐树下，看着远方碧
水、绿树、村庄交相辉映的乡村画卷，
感受着闲适的人间烟火气息。枞阳的春
天，就是这样被油菜花的金黄唤醒，进
入桃红柳绿、姹紫嫣红的烂漫境界。

枞阳这座襟江怀湖，山水相依的小
城，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在旧石器时
代，这里就有先民定居和生活。西周时
为宗子国，西汉元封五年 （公元前 106
年） 设县，属庐江郡，名曰“枞阳”。在
这里一切都有历史的足迹，在时间面

前，我们那么渺小。时光让一些村舍斑
驳沧桑，让小村的故事更加神秘。我慢
慢走进它们，领略曾经的繁华，曾经的
沧桑。不知这些古宅经历过多少岁月的
风雨，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在
时光的轮转中，都成为历史。

在枞阳的小村中，我感受到一丝沧
桑，一丝辽远，一丝壮阔，隔着时间的
墙，我仿佛看到了这块土地上的先人刀
耕火种、生息繁衍，历史的长卷上既有“沃
田桑景晚，平野菜花春”的美景，也有“白
波红日柘家湾，西望枞阳数朵山”的豪迈。

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公路上的车
辆渐渐增多，田野里也有了耕耘的农

人，男人扶着犁杖，女人播着种子，肥
沃丰腴的大地，到处都充满勃勃生机，
我看见人们怀揣梦想，昂首阔步，走在
春光里。只要土地还在，种子还在，阳
光和雨水还在，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
阻，人间就不会荒芜。

等到疫情结束，让我们去枞阳，去
户外，去中国一切山清水秀的地方，感
受春天的气息吧！闻一闻春风的味道，
看一看新绿的槐树，体会春雨的温柔和
春光的温暖。疫情过去，中国的春天还
是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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