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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玉麦家国情
■ 唐大山（西藏）

我信步走进卓嘎家的临时住处。

门开着，炉子里生着火，巴桑坐在屋里。

为了表示礼貌，我顺手敲两下门，高声喊道：

“巴桑哥哥。”

将近四个月的时间，特别是牧民从夏季

牧场搬来之后，我俩经常见面。他能使用简

单的普通话交流。

与外面相比，屋里稍暗。他的笑声表示

对我的欢迎。

他半躺在低矮的床上，看到我，坐起来。

与前一段时间相比，屋里收拾得整洁许多，中

间摆张藏式桌子。

他们的这个家，我来十多次了。这一次，

在桌子上，我发现一件仍在使用的古董——

木碗。木碗里放着一只勺子，证明用它抓糌

粑。说是古董，因为巴桑告诉我，它是卓嘎的

爸爸生前用过的器具。

这只木碗特别大，我左手捧着它，右手拿着

碗盖，仔细端详着。在卓嘎一家人看来，它是一

只尚在发挥作用的生活用具，看到它，老人的形

象会出现在眼前；使用它，是从老人手中接过使

命和责任。在我看来，这只木碗如今不是一只

普通的木碗。将来，它被放在陈列馆里，让无数

人看到它，想起使用它的主人桑杰曲巴。

这只木碗，里面装的是一家三口的伙食，

还承载着玉麦这片土地的命运。

以前，我对“国之本在家”的理解是泛泛的，

甚至想，偌大的一个国，怎能与一个小家庭维系

在一起？从卓嘎家的这只木碗，我读懂了这句

话的含义。我不能说这只木碗盛得下中华人民

共和国，我敢说这只木碗装得下玉麦乡。

上世纪后半期，桑杰曲巴用这只木碗挽

住玉麦乡的大片土地。此话怎讲？桑杰曲巴

不把艰苦生活当回事，坚持在玉麦河谷维系

着这个家，他把脚下的土地当回事。喜马拉

雅山深处有个中国人的家，蚕食者犹豫了。

特别是这家的主人桑杰曲巴，穿得破破烂烂，

一身凛然正气，令蚕食者望而生畏。想想他

身后的那个国，蚕食者悻悻而去。

桑杰曲巴用一处简陋的住房支撑起一个

家，承继着玉麦乡的族谱，诠释了“国之本在

家”的内涵。

老人的生命走到终点，那只木碗仍在发

挥着作用。它的功能，不是说非用它吃饭，而

是它的象征意义。有更多的中国人在这里吃

饭，这片土地才能守得牢。

有人问我，桑杰曲巴一家三口坚持在玉

麦住下来，当时有没有守护领土的意识，有没

有提高到国家的高度？

我是这样理解的，要结合桑杰曲巴的个人经

历、生活环境和情感世界来剖析。在民主改革

中，桑杰曲巴被任命为西藏隆子县玉麦乡乡长，

接受党的教育，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做工作。那

时的他得到培养和锻炼，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

在1962年的反蚕食战争中，他是一名民

兵，参与支前甚至直接参加战斗。这段个人经

历很重要。那时的桑杰曲巴年近四十，正是壮

年，每天和解放军在一起，耳濡目染，在潜移默

化中知道这片土地一直是中国的，中国军队为

国家利益而战。当时具有乡长和民兵双重身

份的桑杰曲巴，手持猎枪，与解放军战士一起

穿行在密林中。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桑

杰曲巴，必然受到深刻影响。后来，解放军撤

了，没有撤的是他大脑中的意识：保家卫国。

他知道个人的力量非常单薄，甚至微不足道。

他清楚的是，如果玉麦河谷连微不足道的个人

都不存在，无异于任由他国蚕食这片土地。个

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他从没畏惧过。他内心

有坚定的信念：如果发生意外，驻扎在扎日乡

的解放军会来救他，会来救这片土地。

在桑杰曲巴的情感世界里，玉麦是祖祖

辈辈居住的家，是个生于斯终于斯的地方。

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桑杰曲

巴在玉麦的居住状况，用草窝来形容倒很贴

切。考虑到玉麦的艰苦情形，政府为他们在

曲桑村修建住房，在当时堪称金窝银窝。桑

杰曲巴在金窝银窝里辗转反侧，还是想念原

先的草窝，冬天一过，旋即搬回玉麦居住。

难能可贵的是，桑杰曲巴把家与国的基

本理念教给卓嘎和央宗。姐妹俩对爸爸有过

不理解，央求过爸爸搬出玉麦这个山窝。待

茅塞顿开后，她俩不仅理解爸爸，还无怨无悔

地与他一道坚守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深山里。

半个多世纪过去，事实证明着蚕食者贪

婪的本性，也证明着桑杰曲巴一家人坚持在

玉麦河谷居住的意义。假设桑杰曲巴一家永

远搬离玉麦，今天的中国人能不能自由出入

这片土地，要打个大问号。事实胜于雄辩，不

管什么原因促使桑杰曲巴一家永远留在玉

麦，这片土地因他们一家的存在未被蚕食，是

千真万确的事实。仅凭这一点，卓嘎和央宗

获得“时代楷模”称号是对父辈的慰藉，是对

自己的肯定，也是对后辈的勉励。

每个时代都有具体的内容，而守护国土是

所有时代共同的使命。桑杰曲巴的可贵之处，

在于他对家的理解和对国的认识。特别是在边

疆，如果离开出生成长的地方，而那个地方一旦

被他国吞食，自己只能望家兴叹。桑杰曲巴用

一生实践印证了“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桑杰曲巴的观

念里，领土是国存在的根本。没有领土，国无

处可寻，民无处安身。有了领土，要有人长期

居住，否则领土有丢失的危险。他的理念是：

人在，地就在；家在，国就在。

对照玉麦村的旧貌与新颜，我们赞叹桑

杰曲巴的毅力与远见。

虽然多次踏上天安门广场，但揖别后心

中总挥不去那份一往情深的怀想，就像远方

的游子怀想故乡，待哺的孩子怀想慈母一样。

我于夏日的清晨来到广场。为细细领略个

中滋味，我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一步一步精心

丈量。人流如潮，拍照的“咔嚓！”声此起彼伏；

坦荡如砥的地面没有果壳、垃圾，没有乌七八糟

的广告牌，赏心得到处都能拾到水晶般的诗句。

怀着深深的敬意登上天安门城楼。凭栏

眺望，四周美景尽收眼底：最夺目的仍数广

场，它坦率、真诚地敞开胸怀，像一幅质朴纯

美而又佳妙无比的图案，呈现出只可意会难

以言传的生机；壮丽雄伟的人民大会堂、飞檐

翘顶的正阳门城楼……伴以翠碧油杉、清凉

绿荫，不仅丰富了古城的文化氛围，也给广场

轮廓注入了旖旎如画的神韵。

天安门之所以成其为天安门，气派的广场

是个举足轻重的要素。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

北京，广场的威严气象遂被海盗的劫掠和愚昧

的箭矢所吞噬……待历史翻过泣涕的一页，宣

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五星红旗在广场上

空与日争辉，广场终于奏响清亮的弦歌，才真正

成了“人民最喜爱的地方”（周恩来语）。于是，

春日，天安门左右的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

里，簇簇嫩柳新芽翻出红墙掩映城楼，广场上小

天使扯住朝阳甩下的金线，欢撒撒地跑着笑着，

一只只斑斓的大蝴蝶和鸢鹰张开双翼扑向淡紫

色的天穹；夏天，阳光为围绕于这里的每一条广

衢大道抹上了热烈，习习微风拂动缕缕蝉翼般的

烟云，变幻莫测的云影恍若秋波流转，唤起人们

对明天的渴望与憧憬……而逢“五一”、“十一”

这些盛大节日，广场更以楚楚姿容欢迎长江大

河般涌来的客人，夜未央，人不寐，兴无穷。

人们把心灵寄托于广场，广场亦不负人们

的期望。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来临之际，经

过精心梳妆的它正以绰约的风姿展现在世人面

前。光洁平整的花岗岩地面，造型别致典雅的

花坛，凝绿滴翠的草坪使素以庄重示人的广场

充盈了温馨亲切，而“千斛明珠”“万串珊瑚”缀

成的晶莹华灯，则更使广场成了琉璃世界。置

身于中，心胸会不知不觉地开阔、明净起来。

从封建王朝时的沉寂冷落、威严肃杀到

如今成为人们的向往，天安门广场历经了百

年风雨，阅尽了人间沧桑。它既是悠久历史

的见证，又是新中国光辉灿烂的建设成就的

缩影。七十年来，它每一次的“整容补妆”，都

显示了新中国前进的步履。在改革开放空前

激发了新中国活力的今天，广场更以其独特

的丰韵和爱意而成为天安门璀璨的一页，成

为世界各族人民仰望的地方。

好靓啊，天安门广场
■ 邢增尧(浙江)

乡村里的国庆节
■ 李梦游(云南)

国庆时节正值金秋，田野里的庄

稼一片金黄，农家院子里的柿子树上

挂着一个个黄色的柿子，有些柿子吸

足了阳光，开始迫不急待地露出红

色。屋檐上挂满成串的玉米，粒粒圆

润；院子里晒着新收的稻谷，颗颗饱

满；蔬菜长得正欢，在阳光下散发着

碧绿的生命活力。国庆时节，农家小

院里盛满秋天五彩缤纷的色彩。

此时的城里，正在举行盛大的

国庆庆典，红色成为众多城市首选

的主色调，鲜红的国旗在蓝天里高

高飘扬，城市的各条街道挂满红红

的灯笼，人们尽情地载歌载舞，脸上

飞扬着喜庆的笑容，节日的气氛浓

重而热烈，让人体会到祖国的强大

和繁荣，从心底里滋生出对生活在

祖国怀抱的那份自豪感，从而感受

到祖国怀抱那份无处不在的温暖。

更多的时候，国庆节我会回到乡

村，回到那个我出生和成长的村庄，

在老家的院子里渡过一个又一个的

国庆节。也许是常年在外的缘故，国

庆长假，我并不像许多人那样出去游

玩，而是喜欢回到在乡村的老家，在

那个熟悉的小院里陪伴家人，做一些

儿时喜欢的农家饭菜，与家人共享农

家时光的静谧与温馨。当然也会在

院子的那棵柿子树下，静静地读上几

页书，让心尽可能地平静下来，简简

单单地过完几天的假期。

然而，国庆节的乡村，那丰富的

色彩总是吸引着我的目光，有时也

会情不自禁地走出家门，沿着儿时

就走熟了的村道，到田野里去看一

看，瞧一瞧。广袤的田野里，许多庄

稼还没有收割，还在田地里自由自

在地生长，有的人家正在收稻谷，小

柴油机带动的打谷机，在快速地飞

转着，一束束的稻谷搭在打谷机上，

一粒粒金黄色的稻谷脱离稻穗，打

在打谷机的铁皮上，发出清脆的响

声，那种响声，远远的都能听到。

我从小在农村里生活，打谷子这

样的事并不陌生，而且亲自打过几年

的谷子。那时村里已经用上了打谷

机，几家人凑钱拼着买一台，到秋收

的时候，几家的劳动力也合在一起劳

动，妇女割谷，男子打谷，一台打谷机

八九个人的组合，一天能打两三亩。

那时也没有太多的计划，大家也不计

较，谁家的谷子黄了就打谁家的，想

打一天就打一天，想打半天就打半

天，直到把几家人的稻谷全部打完，

打谷子的活计才算结束。

打谷子是村里最重的农活之一，

体力消耗相当大，这个时期的伙食也

就有些讲究，打到谁家，谁家就做两顿

好吃的饭菜招待大家，有的年份遇上

中秋节或国庆节打谷子，那饭菜就会

更加丰盛，大家以收获的方式聚在一

起庆祝节日，平添了许多节日的喜庆。

在我的记忆里，有几个国庆节都

在打谷子的劳动中渡过。当全国人

民都在庆祝祖国生日的时候，我们在

田里打谷子，用汗水挥洒收获的喜

悦。傍晚，由于是国庆节的缘故，大

家吃过丰盛的晚饭，也不急着回自己

的家，而是坐在高高的谷堆上，一起

聊着今年的收成，年长一些的还说出

了年底给儿子娶媳妇或修房子的打

算，大家脸上洋溢着笑容，心情十分

舒畅。乡村的国庆节，不仅只是乡村

生活的辛劳，还能听到收获后的笑

声，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受到乡村丰富

的内涵和祖国真正的富强。

乡村里的国庆节，很多时候都没有

热烈的庆祝活动，许多人像往常一样在

田地里劳作，可他们心里依然装着祖

国。作为天天跟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他

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行动为祖国添

彩。乡村的安居乐业，是祖国繁荣昌盛

的最好表现，就像秋天金黄的稻谷，是

秋天丰收的象征一样。安居乐业就是

乡村献给祖国生日最厚重的特殊礼物，

愿乡村和祖国的未来更加美好。

古都长安，雁塔凌云。霍尔果斯，国门庄

严。一条丝绸之路将它们相连。

七月，我和参加丝绸之路采风的作家朋友

们，从丝路起点西安的小雁塔下起步，经过关

中平原，穿越河西走廊，跨越天山南北，历时十

六天，行程上万里，抵达连霍高速终点——中

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处、霍尔果斯口岸。

口岸通关区，一辆辆货车排成长队等待

通过。远处，在视野里向远方延伸的是哈萨

克斯坦的田野和道路。2013年9月7日，正是

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习近平

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之后，

“一带一路”在世界延伸。2014年6月，“丝绸

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由中、哈、吉三

国联合申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式成

为世界遗产。三十三处代表性遗迹，二十二

处分布在中国的陕西、甘肃、新疆、河南，在世

界文化版图上熠熠生辉。

站在霍尔果斯，回首来路，蜿蜒在史书中

的丝绸之路，经由眼睛的打量、脚步的丈量、身

体的触摸、心灵的叩问，连同那大漠戈壁、雪山

绿洲、千年古迹、金戈铁马、民族风情，都印在

心里。崭新的高速路、生机勃勃的商贸城市、

灿烂多彩的名胜古迹、幸福生活的居民……当

代中国的丝绸之路展现在眼前。这一个个令

人难忘的画面，就是一个个生动的表情，我读

到了中国的活力奔涌。

茫茫戈壁，烈日高悬。远处，一个和尚，背

负行囊，孤独而行。我们撵着他的脚步、追着

他的背影，终于在通往玉门关的一片戈壁之上

追到他。那是一座玄奘的铜雕。古人行走的

丝路，是脚步里的丝路、马背上的丝路、驼峰间

的丝路，万仞高山，千里戈壁，荒凉沙漠，往往

没有人工的道路，常常不得不以旁边的累累白

骨为路标前行。今天，随着高速公路、铁路和

空中航路的开通，人们行走的是胶轮上的丝

路、钢轨上的丝路、天上的丝路。张骞首次出

使西域，历时十三年，完成凿通西域的壮举。

玄奘西行，经过数年时光取回了真经。我们用

十六天便完成从长安到霍尔果斯的抵达。

亲眼目睹宽阔平展的高速公路，像长长

的丝带，穿过关中平原的绿色原野、河西走廊

的千里戈壁、新疆的茫茫沙漠，跨越高耸入云

的秦岭、祁连山、天山，一直向西延伸，形成崭

新的丝绸之路。天山是绵延千里的险峻高

山，也是丝路穿越的大阻。石峰狭峙，危岩半

悬，河道如蛇，山形地势几千年没变，但通行

其间的道路已由羊肠小道变为平坦大道。行

到曾出名难行的果子沟，高架桥像彩虹连绵，

将高速公路从谷底托起通往山巅。山巅之

上，一望无边的浩渺的湖水一下子扑入眼帘，

像仙女的眼眸一样晶莹，这是赛里木湖。崭

新的丝路，一路风景。

丝绸之路，将一座座城市相连。在交通要

冲绿洲上兴起的城市，是盛开在丝绸之路的花

朵，是商贸中心，是生活家园，是把生命交付给

生死未卜的漫漫长路的旅人心中的伊甸园。

丝绸之路的城市，在历史的时空里转换容颜。

在交河故城，我走进了一座唐代的城市。

在沟谷环绕的三个台地上建造的这座城市，是

世界唯一的用生土建筑的城市。从高耸的台

地表面向下掏挖，挖出了一座座官署、民舍、寺

院、城门。这里曾是唐朝安西都户府所在地。

现在这里空空荡荡，成为蓝天白云下一片残垣

废墟。在交河故城十三公里外的吐鲁番市，林

立的高楼、整齐的街道、美丽的公园，绿意盎

然，展现着现代都市的活力。公路、铁路和机

场，让这座丝路交通枢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在嘉峪关，我见识了明代关城的风采。旷

野之上，四四方方的高大城墙围筑起一方城

池，城楼摩天。这是万里长城最西端的雄关嘉

峪关。瓮城、居民区、军事区、交易市场盘踞其

中。游人在城中漫步，发思古之幽情。而在城

关不远处，一座因为“一五”期间大型企业酒泉

钢铁公司的兴建而在戈壁滩上新建的工业城

市嘉峪关市，正展现更开阔的胸怀。

霍尔果斯口岸1881年开放的。新丝绸之

路的发展，让霍尔果斯站在面向中亚和欧洲的

开放前沿迅速崛起。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

合作中心成为中国首个跨境自由贸易和投资

合作区。国务院2014年6月26日批准设立霍

尔果斯市。今天，在鲜花簇拥的街道，在塔吊

林立的建筑工地，在排成长龙通关的货车前，

我们目睹了刚满三岁的霍尔果斯市的锐气。

丝路之上，城市在不断生长，书写新的传奇。

城市，有城、有市。城市的活力，不仅来自

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还来自繁荣的市场贸易。

丝绸之路作为贸易之路，沿线城市就是一个个

贸易中心。在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敦煌等

城市，我走进集贸市场、商场、大型超市，那熙

熙攘攘的人流及物流商流，让人感受到这些千

年古城依然是丝路贸易的重地。徜徉在乌鲁

木齐的大小巴扎，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的新疆

各地商品，让从世界各地而来的人们目不暇

接。漫步霍尔果斯免税购物区，欧洲各国的绵

羊油、葡萄酒等商品成为中国游客的最爱，而

一辆接一辆的大货车拉着“中国制造”，源源不

断地驶向中亚、欧洲。在不远的阿拉山口，“长

安号”等货运班列，通过铁路将“中国制造”运

向远方，而中亚的天然气等也通过管道、铁路、

公路出口到中国。丝路延伸万里，将一座座城

市商贸中心联通，将中国与世界联通。

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古老的文化之路。

一路走来，麦积山、雷台汉墓、武威文庙、大佛

寺、张掖丹霞、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

交河故城、坎儿井……一处处人文古迹、一个

个自然奇观，展现着丝路文化遗存的博大精

彩。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个古迹、名胜徜徉，

感觉它们正迎来生命的又一个春天。

丝绸之路上，几千年来驼铃声声，马蹄哒

哒，来来往往，走了无数代人。丝绸之路边各

民族在此生息，随着这条路的衰落与繁荣一

同悲欢。在吐鲁番市葡萄沟村村民木克达尔

江家的葡萄园，我们购买的一袋袋葡萄干被

用快递寄出，木克达尔江和乡亲们早已做了

电商。在哈萨克族群众的家园那拉提草原，

皮肤黝黑的小男孩伊卡，哥哥在美国留学，父

母放牧，他随着爷爷奶奶在县城初中上学，一

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在巴音布鲁克草原，

乾隆年间从伏尔加河流域举义东归祖国的土

尔扈特人的子孙，在展现民族风情的歌舞演

出中，诉说着他们曾经的悲惨境遇和悲壮的

东归历程，也表达着他们对现在幸福生活的赞

美。在麦积山石窟，有一个小沙弥的微笑令人

难忘，那是被称为东方蒙娜丽莎的微笑。但在

丝绸之路上，我从兰州黄河边唱临夏花儿的中

年妇女的脸上，从哈密贡瓜园维吾尔族老人的

脸上，从葡萄沟农民木克达尔江的脸上，从哈

萨克少年的脸上，从土尔扈特少女的脸上，看

到了更爽朗、更生动的笑容——

新时代丝路，中国最美的表情！

我的丝路我的国
■ 胡宝林（陕西）

我于1955年出生在三峡库区湖

北秭归，长在宜昌港口边，基本和祖

国同年代。以前从宜昌回秭归只能

坐巴宜班客轮，船在新滩要绞滩。

船走川江两边摇晃，激浪冲进舱，让

人猝不及防。客轮到了香溪港务

站，还得坐木船到归州。

1980 年初，我从部队复员到湖

北宜昌港工作。那时川江没有一艘

游轮，中国改革开放蓝图的总设计

师邓小平同志考察三峡，乘坐的是

客班轮东方红32号。

1980年7月12日下午，宜昌港领

导说有重要接待任务，通知我到13

码头做清洁。码头正在运输电池厂

的碳黑。五点一刻，我们年轻的职工

在码头石阶上把袋装碳黑往路边顺

好了，正准备冲洗台阶时，车队来了，

轿车上下来的竟是邓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身着白色短衬衫和绿军

裤，脚穿黑皮鞋，下车一站稳，就举起

右手向我们招手致意，用响亮的川音

微笑着说：“同志们好！辛苦了！”那样

式就和当今各种画报上登载的一样，

我们激动得用掌声表示热烈欢迎。

小平同志信步走下四十多步布

满碳黑灰的石阶，来到第一个跳船。

水大浪急，跳船有点晃，小平同志毅然

转身，再次向我们招手，洪亮地说道：

“同志们好，再见！”我们激动地再次拍

手欢送。那天，东方红32号轮出售了

许多船票，客人们有幸和小平同志同

船共渡。事后才知道，小平同志是专

程来考察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的。

1981年下半年，葛洲坝枢纽建成

通航，海外朋友要来参观访问，毛主席

坐过的江峡轮和少奇同志坐过的昆

仑轮，首次作为游轮陆续靠泊宜昌

港。那时起，每天都有许多外国人从

宜昌港乘坐交通艇参观葛洲坝。更

多的中外客人，乘坐客班轮欣赏葛洲

坝船闸和三峡美景，宜昌三峡旅游实

现了零的突破，发展态势猛烈。交通

部对宜昌港投资兴建了现代化客运

大楼，分设旅客和游客候船厅，船型客

运大楼成为宜昌标志性建筑物之

一。葛洲坝船闸通航后，限制了船舶

高度，而木船桅杆始终超过了船闸限

高，于是，不准木船过闸。从此，木船

运输逐渐退出川江和长江航道。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三峡深处的

小三峡、神农溪和神农架旅游的兴起，

游客量增加，游船和客班轮开始分离。

我参与了神农溪旅游、三峡全

景游、神农架三日游等众多线路的

踩点或开发，还担任过一家游船公

司的负责人，被聘为《中国旅游报》

宜昌记者站长期写作人员，经历了

宜昌三峡旅游发展的全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的开工

建设，宜昌三峡成为一片热土，开工

截流、通航发电等，每年都有使人沸

腾的亢奋点，游客络绎不绝。大江

截留蓄水，川江险滩全部沉入江底。

如今，多条高速公路沿江而建，

宜万铁路打通川江大山，客船退出跨

省运输。在川江，取而代之的是不以

赶路为目标的豪华游轮载客游玩。

我常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

在宜昌港登上凯娜、仙妮、世纪天子等

豪华游轮，穿越三峡两坝，游览长江三

峡，感受大国重器的壮观。人在船上，

看江景与山景交融，川江共长天一色，

人与自然高度和谐，风景这边独美，游

客其乐融融。大家在欣赏峡光山色时，

不由自主生出对大自然的崇敬与对祖

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之情。在游轮上休

闲几天，暂时远离现实，放松紧绷的神

经，观看巫山云雨，使我们感受了模式

生活以外的神仙般的逍遥生活。

现在的旅游船已都是零污染排

放。豪华的游轮就是一个被缩小的精

致世界。现在宜昌港常年有60多艘涉

外豪华游轮，穿梭航行在三峡航道。

豪华、安全、温馨、欧美服务，是三峡游

轮的特点，走进三峡豪华游轮，就好像

走进欧美优雅的大酒店。里面优雅舒

适的环境，把人的感觉与心情也衬得

格外美丽。游轮上，人们在尽揽长江

三峡春意盎然风光的同时，也能充分

享受水上飘荡峡间穿梭的乐趣。船上

有星级酒店般的设施，如商务中心、超

市、医务室、太极拳教学、篆刻书法观

摩、中国话表演、三峡民俗民风文化演

出等，各式美食佳肴也是应有尽有。

以前，川江险途旅游为零。如

今，宜昌旅游突破六千万人次。大

三峡游轮母港旅游集散中心已经在

宜昌开建，投资60亿打造“维多利亚

港湾”，设计旅客年吞吐能力约 200

万人次，将成为三峡旅游集散地和

宜昌城市会客厅，助力宜昌旅游年

“一亿人次、千亿产业”的发展战略。

我经历了祖国的发展历程，亲身

感受了宜昌川江旅游从零到年1亿

人次的计划跨越及奋进，写下了数百

万字宣传川江旅游的文学作品，对祖

国的赞美依然写不尽说不完。

木船远逝游轮来
■ 韩玉洪(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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