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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景致得益于大运河的河
水，丰沛的水源，水水相连，形成
沟渠相通，两岸之间，搭一座石
桥，桥连着河，河也连着桥，塘
岸，也像白公苏公植柳建亭，水乡
江南即刻婉约生动。

倘若把江南比作一串项链，西
塘则是其中的一颗明珠。明珠夜里
发光，熠熠生辉，夜色里的西塘亦
如夜明珠般动人，让人神游千载，
心骛八极。人云：西塘，最好晚上
去。夜色中的西塘，隔着一层面
纱，愈发神秘而妩媚，愈发让尘世
烟火中的人浮想联翩，生发出细睹
的渴望。漫步水湄，临河而坐，诗
意自然而生。

满月的夜晚，我穿过长长的街
巷，来到西塘。放眼望去，河两岸
店铺鳞次栉比，临水而立，大红灯
笼似串串冰糖葫芦挂在屋檐下，在
水中留下摇曳的身影。千米长的廊
棚内，青石板上人影游动，昏黄的
灯影下，青石板早被磨得光亮。隔
岸的酒吧里，朋友相约，边喝啤
酒，边听歌手弹唱。歌声伴着音乐
渡河而至，河面上，“刺啦”一
声，鱼儿惊起，霎时，水面上丝绸
般的波纹渐行渐远。莫非鱼儿也在
欣赏美妙的音乐？

夜色温柔而甜蜜。坐在美人靠
上，背对着西塘一湾水波，啜吸着
柠檬果汁，三三两两的游客从眼前
走过，有些正吃着麦芽塌饼一类的
特色糕点，迎面吹来的风中似乎都
有了丝丝甜香。

西塘，春秋的水，唐宋的镇，
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行走水

乡，宛若走进水墨西塘画卷中，烟
雨濛濛，白墙黛瓦。两岸店铺酒
肆，古色古香，木质雕镂的门窗，
廊曲幽深的小巷，一条条青石板铺
就的路面。路过唐家巷，我不住地
看着，水墨色的江南瓦当砖墙，檐
下的红灯笼，就像水墨江南夜色里
的一枚红印章，明亮闪耀。行到巷
子尽头时，抬头看巷子的高墙顶
端，一尾芭蕉叶飘然墙外，两层楼
高的芭蕉，我很少见到。

那天的晚餐是在临水的一处木
屋里品尝的，脚下便是西塘流淌着
的水，发出泠泠清音。暮色下，深
蓝色的水面上，空泛着一条木船。
东坡夜游承天寺，以闲人自称；张
岱赏雪湖心亭，以痴人自得，而我
尤喜“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的
唱词，那就以散人自居吧。傍晚时
分，约三两友，临水而聚，置一木
桌，花生米一碟，米酒一壶，油煎
小鲫鱼、红烧小龙虾各一盘，推杯
换盏。这样简约闲散的生活，正是
我心中向往的。

江南归来，夜雨正浓，帘外阔
大的芭蕉下，雨打芭蕉发出“滴答
滴答”声，恍惚中我又梦回西塘。

图为西塘夜色。

3月的一个周末，陕西紫阳县委宣传部驻
村扶贫第一书记小周发来微信，说联沟村的
千亩桃花开了，并发来一段花海连天的视
频。美景在前，我喊上几位朋友前去写生。

车出县城，驶上紫阳港大桥，太阳正从
东峰露出额头，汉江上水雾迷蒙。顺沿江而
建的 541 国道一路向东，两边的茶带比肩而
行。太阳步步高升，由橘红渐变为一团银
白，天蓝得透明，两岸的青翠滴落汉江，一
江春水绿得荡人魂魄。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
流，水质达国家Ⅱ类标准，被誉为中国最清
洁的河流，因为南水北调，一江水把紫阳与
北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阳光下的汉江波光
粼粼，野鸭探头探脑，白鹭蘸水低回，偶尔
一条鱼跃出水面，腾起一束闪亮的水花。汉
江已禁渔十年。春风混合着清香，吹面不寒。

风景变换间，我们到了洞河。洞河、洄
水、汝河、苗河四水汇入汉江，四面山往后
一荡，水天一色，潮平两岸阔。对面的镇子
长在了水里，隔江相望，自有雄浑和气度。

镇子且退，车向右一拐，向南进发。河
两岸山峰对峙，巉岩斧劈，毛竹倒挂，仰头
无法望顶。难免心生疑惑，这般叠嶂境地，
安来千亩桃园？穿越连桥、团堡二村，地势
渐趋朗阔。前行 20 分钟，有大目连沟与小目
连沟合二为一，拱桥头竖一巨型广告牌，桃
花盛开的背景上，“山的那边花的海”七个字
吸睛走心。翻过一个垭口，远远望见一塬，
莽莽苍苍，虹影匝地。

车自谷底盘旋上升，铺天盖地的桃花争
先恐后涌来，眼睛忙乱得顾此失彼。边走边
看到了半山腰，回头一望，来路已隐入花
丛。终于到得塬顶，阳光更显明媚，风也更
加热烈，崇山峻岭之间，竟然有这样一块平
地，倘若不是身临其境，我无论如何也不会
相信。风生处，花海涌卷起伏，参差披拂，
金蜂叩蕊，彩蝶踏花，紫燕御风。随手录了
视频，竟比小周清早发来的更为壮观，花海
一路奔涌，扑进了蓝天的怀里。亭台之上，
有乐队正在演奏《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熟
悉的旋律，让人陶醉。

一个精干的中年男子向我们快步走来。
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板寸利落，斑白的鬓角和
腮边的斜纹平添历练。他叫刘理新，本乡本土
人。因为每次回乡深感镇村交通不便，乡亲们
出行不畅，2000 年，刘理新融资组建了洄水镇

客运车队，任车队长至今。国家开展精准扶贫
的翌年秋天，老刘赴临潼考察冬桃基地，了解
到基地冬桃产销两旺，还未立秋就被预定一
空，亩均产量3000斤，10元一斤。

老刘是个明白人，知道基础设施完善之
后，只有持续跟进产业建设，才是稳定脱贫
的长久之计。老刘把自己的想法向镇扶贫办
做了汇报，镇政府很快邀请到了陕西省果业
中心的专家实地踏勘。联沟村地处汉江以
南，属巴山山脉，沙砾土质，透水性好，气
候温润，无霜期长，很适宜冬桃的生长。老
刘说服西安战友和当地两名外出创业成功人
士共同出资，镇上成立了工作专班，村委会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形成了大力培育冬桃产
业的决议。冬桃挂果第一年，村民就实现了
分红。老刘乘势而上，成立了映霜红冬桃合
作社，初步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的产业发展构想，产业规模
如同滚雪球般越做越大。村民们祖祖辈辈向
往着的花果山，由神话变成了现实。

一旁的小周补充说，从前年开始，为把蛋
糕做得更大，合作社在千亩冬桃的基础上，新
增发展中桃、蟠桃、油桃三类六个品种，自仲夏
到孟冬，月月桃红，日日果香。千亩桃园带动了
传统养蜂业的发展，花源充足了，蜂农的劲头
更大了。几十个养蜂大户自发成立了蜜蜂养殖
专业合作社，产品在多个电商平台供不应求。

联沟村里，农家小院红砖碧瓦，鸟语花
香，青山绿水画廊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移
步阁楼，画家朋友的一幅水彩跃入眼帘，漫
山遍野的桃花开得生机盎然，花海上方，一
团滚动的金色的云，细看分辨出是展翼的蜜
蜂。写书法的朋友按捺不住，顺手在画的左
侧写下“山的那边花的海”题签，几个人相
视一笑，彼此的眼中桃花盛开。

图为千亩桃园风光。 陈萌茹摄

几阵春风、几场春雨过后，贵州省六
盘水市六枝特区茶园里的簇簇茶树从冬
眠中醒来，青葱嫩绿的芽叶爬满株株茶
树，煞是惹人喜爱。嫩油油的茶青在眼前
荡漾，散发着宜人的清香。放眼看去，春茶
一山连着一山，如同一片绿色海洋。

茶农们头戴竹笠、身背竹篓，手指翩
飞，正在茶垄间忙碌。他们的左手落在一
片茶叶上，余光早已瞟到右手要采的那片
叶芽上，又快又利索。采茶的声音如同蚕
吃桑叶的清音，又如春风拂柳的细语。

正在采茶的大用镇汩港村农妇余
春，每天早上 7 点就来到茶园采摘茶青。
中午，茶业公司供应一顿免费午餐。下午6
点，余春背着一天的收获来到茶叶加工
厂，称量下来，足足有 4斤重。采摘一斤茶

青，余春可以获得 40 元的手工费，采摘一
天，两臂酸胀。可是，当她怀揣着 160 元的
工钱回家时，苦和累似乎也被阵阵春风一
扫而光。

据了解，六盘水市共有茶园 31.35 万
亩，分布在 4 个县区 48 个乡镇，以绿茶为
主。每年春茶采摘季到来时，汩港村有 50
多个采茶工来到茶园采摘茶青。六盘水市
元昇茶业公司董事长朱力军介绍：“茶叶
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茶园管护、茶叶
加工等岗位吸引了周边村寨的贫困户和
农户就近就业。”

每年春暖花开、新茶抽芽的季节，
茶山一片生机盎然。重庆、贵阳等地的
游客纷至沓来，或驾车、或组团到茶园
体验采摘、炒茶、制茶和品茶。在六盘
水市六枝特区郎岱镇九层山茶场游玩的
贵阳游客田文芳告诉笔者，她们一家人
自驾前来六枝踏青旅游，茶场周围植被
良好，满眼皆绿，是天然的大氧吧，让
人心旷神怡。他们在采茶工人的示范、
指导下学会了采茶。“用拇指和食指的指
腹捏住茶芽，轻轻一提，芽和茶树就分

离了，十分有趣。”田文芳 10 岁的女儿
说：“明年春天我还要来这里，好玩！”

来自重庆的游客杨佩佩说：“高山云
雾出好茶，青山绿水孕佳茗。这次来到贵
州六枝，我在茶场师傅手把手的指导下，
把自己采摘的茶青炒制成了茶叶，很有成
就感。回重庆后，我要邀请亲朋好友品尝
我亲手炒制的绿色生态茶。”

贵州茶大多生长在北纬 25度至 35度
的区域内，这里高海拔，少日照，云雾缭
绕，昼夜温差大，远离尘嚣，无污染，施肥
全用农家肥或有机肥。一勺茶叶放进茶
杯，滚烫的开水一泡，茶叶在水里升腾、翻
卷、沉浮，枝芽伸展，嫩绿绽放。茶汤慢慢
由浅变深，由淡变浓，茶香弥漫，茶叶在杯
底齐刷刷地站立。呷一口，唇齿留香，顿觉

神清气爽。到了贵州，不妨泡上一杯茶，品
品贵州的好山好水。

图为游客体验采茶。 王良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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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紫阳

千亩桃花助脱贫
钟长江

到六盘水品茶
李海培

纸上风景

4月12日，北京一公司职员赵启
智收到了订购的 《图说中国国家地
理》。这原本是给孩子买的书，结果
他也和孩子一样看得津津有味。“书
里对每一个省区市的主要风光都有介
绍，图文并茂，我也涨了不少知识。
虽然现在还不能去实地，却也饱了眼
福。”赵启智说，“我和孩子约定，仔
细读完这套书，制定旅游攻略，为将
来的旅游做好准备。”

疫情期间，许多人都和赵启智一
样有着看中国、涨知识的需求。北京市
西直门区域的快递员小刘告诉记者，
每年 3 月、4 月，他所投递的旅游类书
籍都会大幅增加。“今年尽管受到疫情
影响，但是，近一段时间购买这一类书
籍的人还是挺多的。”

近年来，旅游介绍、知识普及、旅
游攻略类书籍不断更新，不仅成为人
们出游前的重要参考，也受到旅游目
的地的重视。一本好的旅游图书被看
作“创造美的旅游生态环境的一个重
要环节”。2019年11月，第一届中国最
美旅游图书设计大赛上，旅游图书类、
旅游地图类、旅游海报类、非正式出版
旅游创意读物类四大类252件作品入
选获奖单元，旅游图书与美景相得益
彰，旅游文化通过纸质载体得到全新
叙述。据了解，这也是中国出版行业对
旅游类图书设计的第一次评奖。

已退休2年的北京市民吕传新告
诉记者，她喜爱购买和阅读旅游类书
籍，常常边读边作笔记，为自己的旅
行制定计划。“一本好的旅游图书一
定要有知识性、可读性，哪怕是一张
图片，都能勾起我强烈的旅游愿望。”

学会与自然对话

近年来，中国游客在旅游中日益

成熟。酒店及住宿在线预订平台缤客
发布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报告显示，愿
意参与可持续旅游的中国游客越来越
多。人们更加关注旅游与环境的关系，
并不断学习如何在旅游中更好地与自
然对话。

安徽游客周雯热爱徒步旅行，在
6年的旅行经历中，她逐渐开始关注
自然、文化等话题。“2017年，一位
朋友向我推荐了《大自然从来没有离
开》，这本书汇集了 10 位中国著名作
家的作品，所写的地方遍及中国东西
南北中，既有藏地草原、甘肃荒漠，也
有江浙的庭院，十分动人。”周雯说，她
跟着这些作家的文字，神游中国大地，
领略不同的风景，也更加敬畏自然。

“这本书我已经读过好多遍，但是，每
次出游前我仍旧会翻一翻，好的书籍
能让我有一个更加科学、健康的旅游
态度，在旅游的过程中学会安静地赏
风景，与自然和谐共处。”

文化抚人心

随着人们旅行经历的日益丰富，

对于旅游的需求已经从单纯的看风景
向品文化转变，对一地、一景力求了
解得更加深入、透彻。

王雅萌是上海的一名自由职业
者，热爱旅游的她组建了一个“边读
边走”微信群，每周群友们一同分享

好的文化旅游书籍。去年秋天，一位
群友分享了一本关于浙江临安的乡土
散文集，并邀请了一位临安籍作家给
群友讲述临安文化。不久，群友们组
织了一次临安采风行。“因为距离上
海不远，我们很多群友都去过临安多
次，但是只有真正了解当地的文化，
才会发现很多被忽略的风景。”王雅
萌说。

对更好地吸引国外游客、向国外
游客讲好美丽中国故事来说，文化也
是最好的渠道。

2019 年，为迎接世界读书日，埃
及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了主题为

“诗与远方”的系列活动，包括中国旅
游宣传推介、《南方的夜》《远方》等中
文诗歌朗诵等，在“中国图书角”捐赠
仪式上，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向埃及塔
拉特·哈尔卜文化中心和谢赫村大学
赠送了图书及音像制品，内容涉及汉
语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旅游等方
面。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文化参赞石岳
文表示，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同埃及朋
友一起体验中国文化、感知中国魅力。

一册在手 读游天下

旅游图书走俏
本报记者 尹 婕

一直以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知行观，也代表着当下许多

人对“诗和远方”的追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居家少外出，跨省游、出境游减少，

但是，对远方的向往依然强烈。“读书是精神的旅行”，近年来，旅游相关书籍越来越受到

游客、旅游企业、地方政府等的重视，成为一地展示风情、传播文化、润泽人心的途径，

也是人们感知中国的好选择。

杭州虎跑公园开设传统文化课堂，成为游客了解非遗和传统艺术的好
去处。图为演艺人员与小游客一起敲打编钟。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甘肃陇南千亩高山油菜花绽放，美丽的乡村风光吸引众多自驾游客前来。
李旭春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