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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风信

“微旅行”也能做出大文章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原典出处】

（唐）刘禹锡《乌衣巷》

【名句释义】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句话的意思是：东晋时名臣王导和谢安

的家已破落荒芜，原来在两家筑巢的燕子

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筑巢。喻世道沧桑，变

化无常。

欣闻贾真兄又要出一本诗

集，他第一时间就把样书的电子

版寄来，嘱我为其作序。我深深

体味到这种寄托的分量和兄弟

情谊的内涵，也更加理解他所期

待的那种情结。尽管扶贫下乡，

尽管事务繁忙，尽管手生笔拙，

但我没有理由推脱，一定要为兄

写点什么。

因为诗缘和工作，我与贾真

兄相识相交相知四十多年，从上

世纪70年代末到今，心魂相牵，

不离不弃，真可谓难舍难分，心

心相印，我是特别珍惜这份情缘

的。想当年，我们常常一起参加

诗会，一起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作

品，到90年代中后期，又一起在

三关重镇的晋北宁武县结伴主

政一方。记得 1996 年，中国作

家协会原党组书记、中宣部原副

部长翟泰丰同志在作协工作报

告中专门提到“山西宁武县委书

记和县长两个诗人，都是中国作

协会员，诗写得好，工作做得好，

这在偌大的中国可谓罕见，当属

文坛佳话。”1998 年翟部长还

为我们的报告文学集《紫塞新

歌》欣然命笔题词：“宁武修文结

硕果，物质精神皆丰收。”足见中

国作协领导对我们俩给予的勉

励与厚望！本世纪初因工作原

因，我先后在长治临汾太原等地

辗转奔波，他在忻州多岗位任

职，我们偶尔相见，倾心相叙，意

浓酒酣，经常是一醉方休。也许

年龄越大越容易怀旧，作为老

友，我时常回想起我们一起并肩

工作的那些日子，想我们一同为

宁武县域经济发展和旅游事业

开创所做的努力，想我俩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一道引水修路，治

理汾源保护生态，想兄弟二人同

甘共苦、艰苦奋斗、开拓创业

……更有“相看两不厌，只有芦芽

山”的感觉。常言道：患难见真

情，从年初新冠疫情肆虐至今，我

们都不约而同创作了一批抗疫诗

作，特别是贾真兄以诗抗疫的姿

态，彰显了他卓越的道行和魅力，

写出了不少佳作，让人读来，无不

受到鼓舞和砥砺。一位成熟老到

的诗人，展示出他非凡不俗的人

生境界和诗学修养，我真的深深

地为他感到欣慰、自豪和骄傲！

书归正传，谈谈这本诗集。

长期以来，我一直有个观点：

人生苦短，爱诗不易。为缪斯而

纵情的人，是高雅的，是尚美的，

是精神富有、情感丰沛、生活乐观

且极具个性的。一位能不断坚持

数十年耕耘诗歌的人，难能可贵，

实属不易。尤其是年逾七旬依然

激情澎湃，仍然能写出新作佳篇，

更是凤毛麟角，尤值尊重和钦佩，

贾真兄就是这么一位意气风发、

宝刀不老的当代诗人。

《梦里星辰》是贾真兄最新

的诗作，共分三个部分——“走

不出的梦境”“芦芽山回眸”“敞

亮的胸膛”共计100余首。因无

成稿年月，看内容应该皆为新

作，特别是后一辑中的几首抗疫

诗，说明是新作近作。我以十分

认真的态度和充满喜悦的心情

对诗集进行了通读，因为是老熟

人、老朋友、老同事，对这本诗集

的理解也就顺理成章。一本好

的诗集给人的印象和启迪往往

是多方面的，这要看读者的阅

历、境界和审美差异诸要素了，

展读这本集子，我觉得至少给人

留下这么几方面突出的印象：

其一，记得住浓浓乡愁，离

不开淳朴故土。直觉告诉我，贾

真的乡愁就是诗集《梦里星辰》

的重头好戏。诗人把“走不出的

梦境”置于第一部分，不是轻易

间的编排，而是他此生对故乡的

那种梦魂萦绕、如醉如痴、铭心

刻骨的感恩与眷恋。众所周知，

乡愁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思念，

是贴紧心窝依偎的那种情感，是

其内心深处一个圣洁的结。贾

真的乡愁是一份浓浓的情，是一

道高高的坎，是一个剪不断理还

乱的纠结，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

的感动。没有情愫的萦绕和灵

魂的震颤，缺少丰富多彩的乡村

生活和深厚扎实的文化底蕴，是

不可能写出有情有韵有滋有味

有血有肉的好诗的。贾真的乡

愁是他深切思念家乡故土的忧

伤和情愫，是一种对家乡深深眷

恋的情感状态。对故土的眷恋

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从农

村成长走出来的孩子，无不在心

灵深处埋藏着故土乡情的根系

魂脉。贾真说：“那是我的乳名

／一个沾着泥土满含爱意的昵

称／喊我者不是亲戚便是家人

或乡亲／茫茫人海／一声／就

将我喊到乡下喊回小村。”他忘

不了的《大土炕》：“大土炕孕育

了年轻的梦／让我随炊烟去飞

翔／它是我一生的原动力／风

不能阻，雨不可挡！”他把一个司

空见惯的风箱写得活灵活现：

“一支老曲奏了千年／奏成了小

村的脉动／奏出了母亲的声音

／饭的味道／它能将灶膛里的

柴火奏旺／屋顶的炊烟奏直／

将一个穷家奏得暖暖和和／将

小村奏得饭香四溢／细心的长

辈们从风箱的声音里／竟能辨

出每家的喜怒哀乐”这就是贾

真，他用老道深邃的笔触，用朴

素简约的线条，描写和勾勒出自

己的乡愁，是“一生难忘的槐花

／是儿时贫学的记忆／想起那

洁白想起那味／也有温暖也有

痛”（《难忘槐花香》）“故乡在一

截截远去／乡愁在一寸寸加

深”（《家乡客来》）。他的乡愁，

是通往故乡的路，是默默耕耘

的牛，是高高挂起的红灯笼，是

通天旺火和年夜饭，是袅袅的

炊烟，是吹打的唢呐，是望秋的

高粱，是邀宠的蝈蝈，是村口战

栗的老树，是同川如雪的梨花，

是一壶陈年的老酒，是一声嘹

亮的鸡鸣，是风雨剥蚀的老院，

是弯弯曲曲的小巷，是清澈如

洗的明月，是风烛残年的油灯，

是摇尾乞怜的小狗，是鱼虾嬉

戏的小河，是辛勤劳作的茧手，

是捉鸟捕雀的顽童，是秋风吹

拂的庄稼，是善良慈爱的母亲，

是忍辱负重的父亲，是唠唠叨

叨的祖母……他写《大戏台》：

“每每说起乡愁／总会想到家

乡的大戏台／那是多姿多彩的

一卷画／那是酸甜苦辣的一锅

菜／台上台下都是戏／演了一

代又一代”。他的这些表达，充

满着故土的气息和泥土的芬

芳，或质朴无华，或清纯明丽，

或古朴典雅，或抑郁惆怅，或沁

人心脾，展示了故土乡情的丰

富色彩和生动画面。我体悟，

贾真的乡愁，既是游子的乡愁，

更是诗人的乡愁。我认定，没

有乡愁的诗人是人生之莫大的

缺失和遗憾，也不可能写出什

么好诗来。

其二，热情讴歌生活，饱享

诗意人生。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社会的色彩有多么斑斓，

文艺作品的色彩就应该有多么

斑斓；社会的情境有多么丰富，

文艺作品的情境就应该有多么

丰富；社会的韵味有多么淳厚，

文艺作品的韵味就应该有多么

淳厚。”贾真诗歌的另一个明显

特征，就是始终坚持现实主义

的创作方向，他的诗歌源于生

活，又高于生活，他凭借诗歌深

刻敏锐的触觉，密切洞察现实

生活的波澜起伏和发展变化。

美国作家海明威说：“脱离现实

生活而凭空产生的作品，是文

字的堆砌和无聊的游戏，毫无

价值，是自贱和自辱。”俄国思

想家别林斯基指出：“哪里有生

活，哪里就有诗，从而也有诗的

内容。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

根本源泉。”贾真诗歌的本质和

意义就是用他的洞察力、审美

力和感知力，创作出极具生活

气息和时代精神的现代诗歌，

这个特点贯穿于整部诗集之

中。第二辑“芦芽山回眸”中写

的就是他此生难以割舍、当值

回味的履历圣地，那里的朝朝

暮暮，那里的自然风光和风土

人情，都是他人生中无比珍重

的深情眷恋。他写了宁武雄

关、芦芽美景、汾源灵沼、长城

紫塞、帝王遗拾、胡服骑射、边

塞人杰、抗日英雄、火山冰洞、

古刹悬棺、珍禽异兽、情人幽谷

……这些圣境宝地，被他的诗

歌披上了五彩斑斓的色彩，赋

予了神奇美丽的幻化，俨然成

为了诗人灵魂寄托和精神栖息

的家园。他这样赞美汾源：“这

里是我们割不断的根系／是山

西人血脉的源头／汾河是至尊

的母亲／我们都是孩子”（《在

汾河源我们都是孩子》）。他以

哲 人 的 眼 光 赞 美《阳 方 口 长

城》：“如果说黄河是奔腾前行

的历史／长城就是一部展开的

历史／每一块砖都是淬过火的

汉字／描述着秦代以降的故

事。”他描写《天池映霞》：“仿佛

一面巨大的天鑑浮空／却又无

时不照映大地上的草枯草荣／

那一抹独有的瑰丽霞光／将水

天染得如百万旌旗猎猎舞动。”

淳厚朴实的生活，给了贾真创

作的灵感和底气，激活了他诗

歌中现实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

色彩的交融碰撞，描绘出丰富

卓越多姿多彩的意境和图画。

贾真用他对汾源大地的一片深

情演绎着他的诗意生活——

“诗意地栖居”。这个命题源自

德国 19 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

德林的一首诗，后经海德格尔

哲学阐释为“诗意地栖居在大

地上”，亦成为芸芸众生的共

同向往和梦寐奢求。坚持诗

意人生，需要底气，需要定力

和自信，需要修行到一定的人

生境界。美国人莱斯利提出

“工作并快乐着”，这正是贾真

在宁武当县长时的真实写照。

他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勤奋写

作，宁武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

和人文环境，感染与熏陶，融入

与磨练，让他的思想和灵魂展

翅翱翔，宁武的好山好水给他

的诗歌注入了新鲜活力和巨大

能量，当然也就诠释了这个高

雅而奢侈的话题。

心中有诗意，人生有远方。

别林斯基说：“没有情感就没有

诗人，就没有诗。”诗人的情绪是

易于兴奋的，诗人最富激情，每

一个诗人都是一个情种。贾真

虽已年逾七旬，但他始终充满着

诗人的慷慨激昂、充盈不竭的情

感。诗歌的火焰燃烧着他心中

旺盛澎湃的青春，他就像原平梨

乡久经沧桑的唐槐宋柏和激越

绽放的桃杏梨花，别有一番韵味

和姿态。贾真就是贾真，亦如他

的尊姓大名，都充满了诗意，颇

值得玩味。他表白：“再固执的

人心／也经不住水滴石穿！”

王蒙说“文学是艺术的硬通

货”，我说“诗歌是文学的千足

金”。爱诗写诗的人应该是十分

高尚和非常典雅的，能够始终热

爱并能不断创造诗歌的人，实属

凤毛麟角，曲高和寡，求之不得，

难能可贵！当然，诗歌的写作各

有千秋，亦道是“横看成岭侧成

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

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人的格局境界，阅历修养，审

美情趣，以及诗人对词语、韵律、

节奏的把握、理解和应用种种，

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素，这

些亦构成为诗歌创作的个性特

征和独特风格。

其三，密切关注现实，紧贴

时代脉搏。这是贾真诗歌的又

一特点和亮点，他以十分“敞亮

的胸膛”豁达审视历史，乐观面

对人生，客观而理性地思考着现

实和时代，由此也可看出诗人的

思想观念、道德修养、情感寄托

和价值追求。诗人敞开胸怀拥

抱自然拥抱生活拥抱人生，他写

平型关、阳明堡、忻口的战争记

忆，是一个民族抗倭御寇浴血奋

战的沉痛烙印。他笔下的桃花、

杏花、荷花、红叶，都各展芳姿，

竞相绽放。他写《蝗虫》写《蝙

蝠》，“睡了一个寒冬的昆虫们／

早厌倦了囚徒般的生活／个个

都将冰封的冬天掀翻……所有

生命都在苏醒／微弱的散力在

凝结聚合”（《惊蛰记》）。他写的

《为扇车代言》，其实就是倾吐着

自己的心扉，“动起来就辨真伪

／停下来就养神／在闹嚷嚷的

秋场上／也许我很孤独／但我

知道／大地需要良种／生活当

应提纯”，这分明就是对自己人

生的一种定位和抉择，诗人风骨

跃然纸上！他以《水声》描述了

自己的状态：“我有时唱歌有时

啜泣／有时狂猛有时温顺／我

能载舟也能覆舟／讨人喜欢也

惹人惧恨！”这水声既是诗人的

心声，也是广袤大地上父老乡亲

的群体写真，让人不禁想起老祖

宗的那些哲言古训。

庚子年，全球蓦然之间，瘟

神张狂，病毒肆虐，让人类惊慌

失措，仓促应战，吃尽了苦头。

贾真既是诗人，亦是长期从政的

哲人，所以他有着十分敏锐的政

治洞察力和鉴别力，他的作品始

终秉承着一种崇高的诗歌精神，

正如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言：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

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

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

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当然

也是贾真诗歌的一个本质特

征。面对疯狂蔓延的瘟疫，诗人

之笔难以苟且，饱蘸激情，奋笔

疾书，仗剑而行。他大声疾呼

《寒流挡不住春天的到来》《再长

的夜也逾越不过早晨》《春天在

战斗者脚下》。他呼唤“这是一

场生存与毁灭的较量／这是一

场光明同黑暗的决战！”他以诗

人悲悯凄怆的思索在《黄鹤楼》

慨叹：“洪峰袭来的时候／它就

在江边／江涛惊心动魄的吼叫

听见了／土地撕心裂肺的流失

看见了／它就在江边／在江边

沉思！”他庄严肃穆地沉思“面对

空中亡魂的青烟／面对病床上

数万肺的颤抖／莫止于昔人已

乘黄鹤去……”这是诗人的忧

虑，亦是诗人的沉思，更是诗人

的呐喊与召唤。古人云：患难见

真情，危难出诗人。关键时刻见

人识性。贾真用他的鼓舞士气、

昂扬斗志的抗疫诗，诠释了一个

诗人的良心和灵魂，也让我们坚

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研读贾真，仅凭这个集子是

远远不够的。他先后出过十余

部专集，尝试过各种形式的诗歌

创作，在思想内涵、题材风格、语

言修辞和结构意境的表达应用

方面，做过诸多实践和尝试。他

的诗作既不朦胧也不先锋，既有

精品佳作，也有着一些不尽如人

意之处，特别是在遣词造句、艺

术技巧和修辞应用等方面，还有

较大的学习探索发展空间。他

的诗歌，有的直率豪放，热情激

昂；有的冷凝沉稳，含蓄婉转；有

的纯净淡雅，清新淳朴；有的幽

默风趣，干脆利落；有的直抒胸

臆，托物言志；有的倾情倾心，道

尽肝肠……诗人贾真成熟老练，

有情怀有境界有责任感和使命

感，仿佛原平扶苏庙中那棵饱经

世事高高矗立的大楸树，始终恪

守着三晋诗坛的一方天地，他无

愧是一位精神饱满笔耕不辍令

人钦敬的当代诗人！

————《《梦里星辰梦里星辰》》序序

忻
州
日
报
社
出
版

第814

期

总
第10996

期

国
内
统
一
连
续
出
版
物
号
︓CN 14

－0026

代
号
︓21

－20

今
日4

版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日前发布。文件提出，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

展，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施乡村

休闲旅游提升计划；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创新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启动实施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新时期，如何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值得业界

关注。

来源：《中国旅游报》

日前，上海市长宁区推出一条用音乐主题串

起的“建筑可阅读”双层巴士“微旅行”线路，市民、

艺术家、网红达人等一起乘坐春秋旅游的双层巴

士，跟着专业导游感受音乐快闪的欢乐，深度了解

建筑历史，聆听名人故事，且歌且行，感受长宁区

的音乐特色和历史人文。

疫情发生以来，远距离旅游受到限制，以距离

近、时间短、慢体验、轻松游为特点的“微旅行”成

为不少人休闲度假的新选择。另一方面，随着年

轻人对社交需求的增加，年轻游客不再执着于空

间距离上的“远方”，而是选择在城市及周边发现

新潮玩法、进行深度体验。可以说，供给端和需求

端两侧都为“微旅行”发展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微旅行兴起时还是单一主题的“泛旅

游”，现在的“微旅行”则是多主题的“深旅游”。像

上海市长宁区推出的“建筑可阅读”双层巴士“微

旅行”，游客看到的并非仅仅是建筑主体，还有与

建筑相关的书店、非遗项目、建筑周边的乐队演

奏，甚至中外漫画家、摄影家等也加入到“微旅行”

的线路之中。

不仅在上海，“微旅行”在其他城市也同样受

到市民游客欢迎。今年春节期间，北京等大城市

周边的民宿“一房难求”，一些冰雪度假区周边的

餐饮住宿火爆。可见，需求增长的意愿、下沉的消

费市场将是旅游复苏的信心所系和高质量发展的

动能所在。

“微旅行”也能做出大文章，关键是如何在盘

活资源上谋篇布局，在文化内涵上深刻立意，在社

交方式上不断创新，在多样化场景上善于“修辞”，

在深度体验上善于“点睛”。只有这样，才能让这

篇大文章主题丰富、文采飞扬、跌宕起伏，让人“掩

卷三思”。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以文化引领旅游发展、用旅游促

进文化繁荣，积极推进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

融合、市场融合，促进优势互补，形成发展合力。

这就要求各地顺应趋势，满足城市休闲新需求，充

分考虑本地居民休闲生活与外地游客旅游度假需

要，为公众提供旅游休闲新空间。

或许有人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等

城市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自然可以主打本地客

源的深度“微旅行”，而其他二三线城市或小城市

怎么搞“微旅行”？

近年来，一些城市创新推出“青年市集”，支起

帐篷、点上油灯、摆放几把躺椅，让年轻人可以看

一场夜空下的电影、玩密室逃脱和剧本杀，也可以

参加“人生一帐分享会”。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安放

自我，从而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年春节假期，“厦

门人游厦门”活动推出了浪漫夜游项目，特色夜游

产品多元场景为市民游客献上了新春佳节别样的

游玩体验。其实，这样的浪漫夜间“微旅行”，其他

城市都可以借鉴。

来源：《中国旅游报》

产业融合发展
赋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