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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山，位于云南省巧家县境
内，是云、贵、川三省交界区域
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主峰轿顶
山 4041.5 米，雄踞于乌蒙山群峰
之上，因盛产中草药而享誉九
州，被当地人誉为圣山。
我们驱车从巧家县城前往大
药山时，金沙江畔正涌动着春的气
息。汽车沿山势盘旋而上，山越来
越大，接连起伏，绵延不断，一片片
错落有致的松林覆盖在山顶，群山
因了这些苍翠，显得格外精神。放
眼望去，远山如岱，一座座山峰在
视野里越来越高、越来越远，渐渐
被飘渺的云雾所笼罩，给人留下
的，只有无限的遐想与向往。
公路在群山之中细细蜿蜒着，
上接蓝天，下探幽谷。汽车成了一
只小甲虫，贴着悬崖峭壁急驰，不
断地临深渊，不断地急转弯，令人
胆战心惊。我紧贴车窗玻璃，胆怯
下望，幽深的峡谷之中，升腾着氤
氲山气，如一幅轻纱帷幔，精致而

追寻岁月激情 感受沸腾生活

旅游唤醒工业遗产
本报记者 何欣禹
3 月 26 日，石景山首钢园内，三高炉玻璃栈
道吸引了众多游客拍照。站在 40 米的高空平台
上，首钢园春光一览无遗。继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的精彩亮相后，石景山首钢园于不久前面向游客
重新开放，受到人们的热捧。
以首钢园为代表的工业遗产，见证了我国工
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
近年来，很多工业遗产“变身”创意园区、景观
公园、博物馆，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甚至
“网红”打卡地。工业遗产活化为工业景观，成为
发展城市旅游的一大趋势。

绿色转型的见证
“从近处看，被称为‘雪飞天’的滑雪大跳台比
电视上的还要高大和陡峭。”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
游客王女士说。
“站在跟前仰视，都禁不住遐想运动
员们站在最高点时的紧张心情。”随着石景山首钢
园北区全面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区域也迎来游
客。这座由废弃钢铁冶炼厂改造的滑雪大跳台，是
冬奥历史上第一座与工业遗产再利用直接结合的
竞赛场馆，也是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一个样板。如
今，它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地标性建筑。
静静矗立的冷却塔、高炉，在阳光下凸显其
独特的工业风格。来到三高炉附近，不少游客手
持明信片在 10 个雕版印刷机前忙个不停，这里能
印刷出“厂东门”“陶楼”“大跳台”“新首钢大
桥”等具有代表性的首钢风景图。专程到首钢园
游玩的刘女士一口气印了三套明信片，“都是给朋
友带的。”刘女士说。
如今在首钢园，游客可以到服贸会片区、三
高炉秀池区域、群明湖周边，徜徉山水，漫步其
间。当年的钢铁厂，不仅变身奥运赛场，也俨然
变成风景宜人的景观公园。这背后，是一座百年
老厂绿色转型的故事。
在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中，许多地方
都遵循了绿色发展思路，绿色转型带来的能量又
反哺了工业遗产，使其生生不息。
在新疆可可托海国家矿山公园地质陈列馆
内，栩栩如生的雕塑、色彩斑斓的矿石、珍贵的
老照片和老物件，向游客展示着共和国矿山建设
者的峥嵘岁月。上世纪 50 年代，来自五湖四海的
人们汇集到可可托海，顶风冒雪开山挖矿。不
过，随着开采难度的加大和更多新矿资源的发
现，可可托海逐渐衰落，最终停采。
在艰难的产业转型过程中，可可托海依靠生
态修复和旅游转型找到了出路，三号脉露天开采
矿坑等珍贵工业遗迹被评为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
如今，可可托海形成了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特种
旅游、科学考察为主要特色的景区，并成功晋升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时代记忆的载体
近年来，国内城市及周边的一些废旧老厂
区、老厂房、老设施等工业遗产逐渐转化为文旅
项目，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更成为人们了解时代
发展的窗口。

佳背景。在山门处仰观棋盘山、俯视
杏花沟，的确别有一番韵致：此时，
山头，草木还枯黄着，一幅春睡未醒
的样子；山腰，杏树无叶而有花，白
的像雪，粉的像霞；山脚，农家的石
屋零星分布着，梯田里阡陌纵横，麦
苗葱郁油菜金黄……刚刚下过一场春
雨，块垒之间偶有浅浅的水洼，明镜
一样映照出山中景象。
蜿蜒在沟底的路，是青石板堆砌
出来的，三五阶一组，分布得毫无规
则，与野趣盎然的环境十分契合。沟里
所有的杏树都是野生的，它们大多三
三两两地出现，也是分布得毫无规则。
因为成林成片的杏树并不多见，
此地的杏花与平原上的杏花比起来，
便少了几分云蒸霞蔚的壮观。但是，
人工栽种的杏树哪里可见这样的千姿

地百姓病痛得以解除，药山因此而
得名。这虽只是一传说，但药山的
确盛产野生中药材，据有关部门不
完全统计，山中柴胡、贝母、天麻、
黄芪、草乌、黄连等药用植物种类
高达 850 多种。2005 年，药山被正
式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越往上攀登，越能感觉到药山
的神奇。海拔 3000 米以上地带，没
有了人烟，药山在我们面前展现出
了它的又一番迷人景象：100 多个
泉点，或流而成溪，或泻而成瀑，或
积而成潭，百态千姿，各尽其妙。随
行的向导说，在药山，
“大龙潭”
“小
龙潭”两个冰川湖最为神奇，不去
看看枉为此行。
听介绍，大龙潭面积 2 万多平
方米，水深 30 多米。潭水清澈明
净，潭底潜流如注，水波不兴。春夏
潭水彻骨，至秋冬水雾缭绕，暖意
融融。从大龙潭向南行约 3 公里便
是小龙潭，小龙潭面积约 1.4 万平
方米，水深 5 至 6 米，潭水被悬崖左

秘境大药山
在辽宁省调兵山市，退役的蒸汽机车变身宝贵
的旅游资源。随着动力转型和火车技术的发展，蒸
汽机车逐渐被淘汰，当时处理退役机车最简单的办
法就是卖废铁或者回炉。一些国内外蒸汽机车发烧
友的频频到访给当地带来了新思路。为了更好地保
护和利用这些工业遗产，铁煤集团建立了蒸汽机车
博物馆。
如今，铁煤蒸汽机车博物馆里完好保存着 21 台
蒸汽机车，而且还能正常运行。借着蒸汽机车的东
风，这里举办了数届国际蒸汽机车旅游摄影节，还成
为多部影视片的热门取景地，国内外众多摄影爱好

者和蒸汽机车发烧友都慕名而来。退役的蒸汽机车
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逐渐演变成一种符号，承载着一
代人工作、生活的回忆，寄托着浓浓的怀旧情结。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 798 艺术区也是这样一种
承载时代记忆的存在。艺术区内，扑面而来的是怀
旧和前卫的氛围：工业厂房错落，管道纵横，布满
涂鸦的墙砖斑驳陆离。在这里，风格独特的现代艺
术作品和老旧的机械设备等工业遗存形成鲜明对
比，给人跨越时空的错觉。而它的前身，原本就是
一座充满时代烙印的工厂——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
联合厂，即 718 联合厂。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东
德在中国援建的最大的工程。之后，联合厂分解为
多个独立的单位。
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由于产品不能适销对路，
各厂均出租部分闲置厂房以渡难关。一群艺术家来
到这里，把废置的车间和厂房改造成当代艺术的聚
集地：绘画、雕塑、摄影、精品家居设计、时装……如
今，798 艺术区已成为北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旅游
景点之一，诸多重要展览都会选择在这里举办。

百态呢？这里的杏树，或大或小或长
或短或高或矮；或经霜百年，或沐
雨千载；或是立根破岩，在石头缝
隙里倔强地伸出枝干；或是斜倚山石
顺势生长，连枝条都带着几分慵懒的
样子……当然，倔强也罢，慵懒也
罢，它们中的每一棵，开起花来却是
毫不惜力的。山地贫瘠，它们的身躯
自然也无法肥厚，有些甚至是细长羸
弱的，但这样的枝条上都不缺少粉红
粉白丰盈的缠绕。

李立华文 图\

春风十里杏花沟

偶然听说河北石家庄赞皇棋盘山
有条“十里杏花沟”，于是，休息日
起了个大早，驱车前往赏花。
山路弯曲，却平整宽阔。随着山
影在视野中不断拉近，也渐渐可见杏
花的影子——远远望去，那一片片小
小的、浅浅的粉色，仿佛画笔漫不经
心点染出来的。越往前，粉白的花色
变得越来越浓烈鲜艳。
山门之下，初来乍到的游客，呼
朋引伴四下拍照，生怕错过了哪个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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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旅游”深融合
自 2017 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先后发布 5
批 194 项国家工业遗产。2021 年，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八部门联
合印发 《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支持各地依托当地工业遗产和老旧厂房、
工业博物馆、现代工厂等工业文化特色资源，打
造各类工业旅游项目，创建一批工业旅游示范基
地；鼓励各地利用工业遗产、老旧厂房等设施培
育一批工业文化研学实践基地 （营地）。
“工业+旅游”也不断涌现出新的形式。
位于广州塔附近的琶醍文化创意园区，其前
身就是珠江啤酒厂旧址。游人可以通过专门通道
观看啤酒的生产过程，在啤酒博物馆品尝最新鲜
的珠江啤酒。走到江边，则有啤酒厂码头改造成
的美食休闲娱乐区域。这样工业遗产和旅游结合
的形式，受到市民游客的广泛欢迎。
在河北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组织的工业
研学游亦深受学生们喜爱。园内的开滦博物馆、
井下探秘游、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等不仅能让学
生们了解煤的前世今生、实景体验煤炭开采技术
的历史演变过程，还能让他们充分感悟中国铁路
从蹒跚起步到如今“高铁领跑世界”的巨大嬗
变，增强民族自豪感。近年来，开滦国家矿山公
园每年接待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研学游团
队百余次，师生上万人。
工业遗产主题游径的开发，也让工业遗产和
旅游的融合更进一步。2021 年，广州策划了 11 公
里的“工业拾遗”文化步径，串联起羊城创意园
等 15 处工业遗产，保留城市工业文化记忆。这样
的主题游径让工业遗产由点变线，推动工业遗产
游向纵深发展。
题图：北京首钢园重新开放，吸引众多游客
参观游览滑雪大跳台等景点。
贺路启摄 （人民图片）
左上图：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利用一家废弃
的陶瓷厂区，在保留上世纪 80 年代建筑风貌的基
础上打造了红星小镇。图为孩子们在红星小镇园
区内玩耍。
田义伟摄 （人民图片）

婉约地构成了一幅山水画卷。
右围护，悬崖上古柏森森，俯临水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到达因
面。潭中有一人形石柱矗立，高出
山而得名的药山镇，在集镇寻得
水面约 1 米左右，石柱周围，有形
一向导，大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
态各异、大小不一的 18 块石头环
情，向药山顶峰继续进发。
立。向导告诉我们，当地人称之为
海 拔 逐 渐 上 升 到 了 2500 多 “十八罗汉拜观音”。
米，群山没有了刚才的俊秀，多了
龙潭水至清至洁，无数游鱼
几分雄浑、粗犷与大气。树林渐渐
或游弋石穴孔洞之间，或嬉戏清
稀少，只有一些半人高的低矮灌木
波碧浪之中，水花飞溅，光影摇
林，孤寂地守望着群山。路旁、崖
摇，涟漪叠叠。指着晶莹如镜的
畔、沟边、坡上，五颜六色的小花无
潭水，向导一脸神圣地向我们讲
拘无束地开放着，似画家一失手打
起了一个传说：小龙潭有不知名
翻了水彩盘，赤橙黄绿青蓝紫便随
的红、绿色小鸟各一只，每有树
意涂抹在了这片高原上。一块块形
叶、草茎飘落潭中，小鸟即飞来衔
状极不规则的山地懒洋洋地躺在
去，故潭水一年四季皆明净无尘。
山坡上，肆意舒展自己的睡姿，一
如若投入石块，则狂风大作，冰雹
个个农夫躬着身躯，双手握住犁
与风雪交加，因此周边群众在大旱
铧，跟在一头牛或一匹马的后边， 天向上天祈雨时，也只敢在潭的边
迟缓而费力地翻耕着山地。
缘撒下几粒米。听到这儿，刚想到
此刻，大药山在远处隐隐约约
潭中洗手的我们连连后退了几步，
露出了神秘面容。远眺药山，形似
为了不亵渎潭水的圣洁，更为了内
一尊顶天立地打坐参禅的大佛，故
心对圣山的膜拜。
在当地又有“大佛山”之称。借大家
离开龙潭，带着一颗虔诚的
歇脚之际，向导打开了话匣子，相
心攀上顶峰，极目远眺，只见层
传，当年在药山脚下的百姓，长期
峦叠嶂，绵延远去，夕照泼金，
受病痛折磨，苦不堪言，一位神仙
云霞飞动，群山若浪，浩渺苍
云游此山，见此情景，顿生慈悲之
茫，恬静超然美不胜收。
心，在山上施下法术，点草成药，当
上图：药山。 张万高摄

去年，趁着“谷子熟了——陕
西米脂乡村文化艺术节”的召开，
我来到米脂县。艺术节的主场地没
有设在县城，而是设在了距县城 20
多公里的高西沟村。坐在去高西沟
村的车上，看着窗外金黄的谷子和
起伏的山梁，我突然想起了什么，
一瞬间，“高西沟村”四个大字显
现在我的记忆屏幕。高西沟村，声
名远扬的塞北小村，有着曲折的故
事和动人的成就。2021 年 9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榆林米
脂县高西沟村，了解这里推进水土
流失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情况。
汽车驶入高西沟村，我看到两
个人工制成的巨大谷穗，手挽着
手，中间包裹着“谷子熟了”四个
字，下面是用团扇组成的“米脂县
首届乡村文化艺术节”横幅。后面
是一排窑洞式样的房子，这是高西
沟农产品网络销售中心。从“乡村
张瑞田
文化艺术节”到“农产品网络销售
中心”，我似乎嗅到了这个古老村
缺，恶劣的自然环境影响农业种
治理模式调整为“三二一制”，也
庄的新味道。
高西沟村党支部书记姜良彪在
植。高西沟村的温饱问题如一根绳
就是三份林地、两份草地、一份耕
索困扰着村民，也扼住了高西沟人
地。他们知道，唯有树木成林，才
村头迎接我们，寒暄过后，他带领
的希望。毕竟是有历史底蕴的地
能推进沟、坡、峁、岔、水、田等
我们参观。姜书记中等身材，穿着
的综合治理，达到“黄河里没有咱
深灰色休闲装，脚蹬一双旅游鞋， 方，中国革命在这里取得了丰硕成
果 ， 高 西 沟 人 也 是 有 梦 想 的 人 。 村的泥”的目标。在这种生态理念
与我们有说有笑，特像一位分别日
1959 年，不安于现状的高西沟人向
的支撑下，高西沟人打造了属于自
久的老朋友。
命运发起了挑战。他们开始修建梯
己的绿水青山，在推进水土流失治
我们随着姜良彪来到了龙头
田，在荒山种植树木，用林木积水
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成为了一个
山，这里是高西沟村的一个制高
护土，在草场饲养牛羊，积肥育
样板。
点，站在这里，高西沟村的山山岭
姜良彪的陕北普通话不难听
岭尽收眼底。刚刚下了一场小雨， 肥，改良土壤。从最初的挑战到有
序的发展，再到戮力追求生态文明
懂，他在龙头山，从不同的方向介
雾岚在山间弥漫，绵延的梁峁生长
绍高西沟村的过去与现实，语言诙
着郁郁葱葱的树，有成片的油松、 的今天，60 多年风风雨雨，高西沟
村以新的面貌，擦亮了黄土高原丘
谐，表情生动，如果事先不知道他
侧柏，有笔直的杨树。转身向另一
陵沟壑区的天空。他们长期实行
是村支部书记，还以为他是专业导
个方向眺望，看到了果实累累的苹
游呢。下山时，我指着一侧的山
果树，树不高，成行连片，有诗的 “三三制”生态治理模式，也就是
全村的土地和山地，三分之一从事
坡，向他询问，那里的树是苹果树
意境、画的色彩。
农业生产，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
吧。他停下脚步，微笑着说，就是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黄土
一种草，以此来维护和改善环境。 苹果树。他告诉我，高西沟村建立
高原丘陵沟壑区曾是贫穷的代名
进入 21 世纪，高西沟村人对生态环
了有机苹果种植基地，打造山地苹
词，地处这片区域的村庄，从一开
始就命运多舛。荒山秃岭，风寒水
境有了新认识，他们把“三三制” 果品牌，因为有电商助力，销售业

走进陕北高西沟村

行走在山路上，与每一簇杏树擦
肩而过时，一种莫名的感动就会涌上
心头：最初的它们，也许只是一枚偶
然遗落在此的杏果，默默地生根发
芽，默默地抽枝开花。因为不是谁刻
意栽培的，所以也无须负载什么期
许，自然也不指望欣赏的目光。逢春
则花，逢秋则果，无非尽一份生命的
本能。此情此境，正如诗人刘章的咏
言：“俏丽多姿观老杏，无须南国写
梅花”——只此“多姿老杏”四字，
就把这一沟杏花写活了。
漫步春风诗化境，寻幽不必问仙
家。这一沟十里四溢清芬的杏花，这漫
山遍野可与人无语交流的杏花，这超
然物外能让人心归于宁静的杏花……
正是棋盘山最美的诗意，最美的春情。
上图：棋盘山杏花沟一景。

绩不错。
回到高西沟村，浓烈的节日气
氛充盈着每个角落。在五彩缤纷的
“文化大集”，墙上挂着一串串红辣
椒、黄玉米，墙顶置放着一捆捆谷
穗，路两侧有免费供应的陕北小
吃，凉皮、羊杂碎、干炉什么的，
地方特色鲜明。引人注目的是由大
苹果搭建而成的“花坛”，苹果一
圈圈围拢，十余层叠加，顶端对称
着两片苹果树叶，造型优美。我喜
欢陕北小吃，端过一碗凉皮大快朵
颐。又吃了一个苹果，就像小时候
一样大口啃着，充沛的汁水流进心
窝。附近还有“陕北说书”表演，
三位老演员，高亢说唱，道出人生
感悟。老演员身后的剪纸吸引了
我 ， 一 幅 是 用 红 纸 剪 成 的 《祈
雨》，下面有一行字：“天旱了着火
了，地下的青苗晒干了，龙王救万
民。”构图朴拙，刀法酣畅。另一
幅是用黑纸剪成的 《壶口斗舞》，
下 面 也 有 文 字 ：“ 红 绸 飞 舞 槌 如
影 ， 脚 踏 霓 虹 翻 巨 浪 。” 构 图 夸
张，刀法细腻。两幅剪纸，就像两
个窗口，从中可以眺望高西沟村的
当下和往昔。这样的景象，该是乡
村文化艺术节该有的景象吧。我深
深陶醉其中。
高西沟村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
的农民了，凭借奋发图强和改革开
放的精神，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经济
状态，也改变了自己的精神气质。
在几十年顽强拼搏的基础上，他们
依托本土生态资源，建立了占地 4
平方公里的高西沟村农业生态旅游
区，找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
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模式。
这是我在高西沟村的一天时间里，
得到的最直观印象和最深刻感受。
上图：黄土沟壑中的陕西榆林
市米脂县银州街道高西沟村满眼绿
色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