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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让欧洲的旅游业一度
停滞遥 但露营这种历史悠久的度
假形式重新成为潮流袁游客居住
在自己的帐篷或房车里袁在营地
上相互保持距离袁又可以在露天
环境中活动袁无疑比其他旅行方
式更加卫生和安全遥

欧洲人原本就有露营的传
统遥 露营活动在上世纪 20 年代
开始成为欧洲国家的旅行潮流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复
苏袁普通消费者终于能够负担得
起度假的开销袁在户外以低廉的
价格住宿和开展休闲娱乐活动
格外受到欢迎遥 可折叠的小船尧
羽绒睡袋尧充气床垫等户外用品
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明的遥 二战后
的经济奇迹更是激发了人们的
度假热情袁 人们改装了汽车袁配
备了各种露营用具遥

上世纪 60 年代时袁 房车普
及到更多欧洲国家袁专门的露营
度假产业由此形成遥 自 1962 年
起袁德国杜塞尔多夫市每年都会
举办世界最大的汽车露营及房
车展览会遥 数万名露营爱好者自
驾房车慕名而来袁在杜塞尔多夫
房车中心扎营过夜袁在观展之余
相互交流旅行经验遥

欧洲的露营地普遍位于依
山傍水尧风光秀丽的地方遥 南欧
国家阳光充足尧温暖宜人袁南下前往地中海沿
岸和阿尔卑斯山区是很多欧洲人度假的首选遥

与酒店行业一样袁欧洲的露营地已具备完
善的运营体系袁 根据舒适程度分为不同的星
级袁通常一星代表的是配备有厕所尧淋浴等简
单设施袁 而最高的五星级露营地不仅设备齐
全袁还设有提供餐饮服务的餐厅尧酒吧尧商店等
场所袁并建有游泳池尧网球场尧儿童游乐场尧露
天影院等休闲娱乐设施遥 近年来袁野豪华露营冶
也很流行袁 住宿形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帐篷袁
更有精致的木屋和树屋袁 并配有健身水疗设
施遥

露营并不是简单的野野冶营遥 在大多数欧洲
国家袁 游客只允许在官方批准的露营地扎营袁
如果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袁也可以在其私人
地面上露营遥 在德国袁随意在森林里尧田野间或
草地上搭建帐篷是违法的袁关于露营的相关规
定每个联邦州也有差别袁因此最好在出行前做
好功课遥 露营活动也不等同于野说走就走冶袁尤
其在疫情时期袁 营地的占用率被要求控制在
50%至 70%袁 以保证相邻帐篷或房车之间留有
大片开阔空间袁因此热门露营地的位置非常抢
手遥 今年受疫情影响袁露营费用在欧洲各国都
有较大幅度的上涨遥 根据最新数据袁一个三口
之家在德国租用露营场地平均每晚需支付约
35 欧元遥

德国叶世界报曳为露营爱好者列出了一些
注意事项袁如避免在大雨尧雷暴等恶劣天气露
营袁不要在树下或空旷的平地上扎营曰应选择
离公路或村庄不远的露营地袁紧急情况下方便
转移曰不应在地面点燃篝火和丢弃垃圾遥 王娟

禾木袁中哈交界处袁中国最西北
的边境遥 禾木草原位于喀纳斯河与
禾木河交汇的山间盆地袁 禾木河自
东北向西南贯穿其间袁 将草原分为
两半袁禾木村就位于盆地中间地带袁
风光自然而原始遥

禾木村是保持图瓦人最完整生
活传统的村落遥 我住进图瓦人家的
梅花客栈遥 近看袁 人字形的木楞房
有大半截埋在土里袁 好像从森林和
草原中生长出来遥 禾木一进入大雪
封山期就是半年袁 就靠木楞房抵挡
漫长的寒冬遥

禾木河位于村落边袁 一边是木
楞房袁一边是白桦林袁宽河面袁浅河
滩袁河水透明袁向阳处绿如凝脂袁背
阴处又变成深蓝遥 鹅卵石激起阵阵
雪白的小浪花袁 河面仿佛大珠小珠
落玉盘袁又像无数小鱼儿跳跃翻滚遥

过河就是白桦林袁迎着夕阳袁黄
叶成了挂着的金片袁 层层叠叠闪烁
耀眼的光芒袁明朗尧透彻尧热烈尧绚
烂袁秋风一响袁落叶为大地披上一层
松软的地毯遥 飞奔的骏马扬起了灰
尘袁在落叶飘零的烘托下袁牧马人归
途之心的迫切令人野心有戚戚焉冶遥

爬上半山俯视袁金色的山坡尧金
色的丛林尧金色的河水袁白桦林用尽
一切力量绽放绝美袁 用灿烂的景色
直指内心袁 让所有的凡尘杂念霎时

荡然无存遥
禾木河与白桦林虽令人沉醉袁

但我知道禾木最经典的美景是炊
烟遥 凌晨 5 点袁我爬上村庄西侧的
哈登观景台遥 第一根炊烟从东侧的
木楞房升起来袁然后两根尧三根尧四
根噎噎从南侧尧北侧尧西侧的木楞
房垂直升起袁然后袅娜散开袁继而
汇成一层轻烟袁好像一袭白纱披在
禾木上空遥 那架势宛如提前准备的
乐章袁指挥家手势挥动袁各乐器就
默契配合袁奏出一曲班得瑞的叶仙
境曳遥 盆地狭长且没风袁炊烟得以浸
润到禾木的每一个角落袁成为冷色
调梦境遥

朝阳从东面逐渐照过来袁 炊烟
散得更远了袁 白烟在光照下又变成
青烟袁 木楞房和白桦林也反射出轻
柔的金黄袁禾木成为暖色调家园袁从
睡梦中苏醒过来袁 也令人从沉迷中
回神遥 禾木的炊烟袁升起尧飘散尧弥
漫尧回旋尧笼罩袁起承转合袁流畅完
满袁如同阅读一篇酣畅淋漓的文章袁
这也许是世上最为诗意的炊烟了遥
此时此刻袁炊烟不为游人升起袁而为
图瓦人自己诗意的生活升起遥

这样的炊烟似曾相识袁 却又体
验不同遥 在江南袁水才是主角袁炊烟
点缀水乡的性感曰在黄山古村袁徽派
建筑才是主角袁 炊烟衬托古民居的

典雅曰 在藏地袁 礼佛或祭祀才是主
角袁 炊烟渲染藏民的虔诚曰 而在禾
木袁炊烟就是主角袁如果没有炊烟的
画龙点睛袁 木楞房和白桦林都会失
去灵气袁禾木也会失去灵魂遥

夜晚出来散步袁 世界清静得没
有一丝声音袁只有皎洁的月光同行袁
仿佛回到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遥 梭
罗在叶瓦尔登湖曳中写道院野我实际上
就处在宇宙中这么一个地方袁 它偏
僻退隐袁但又永远是全新的袁永远不
着尘埃遥 冶梭罗描写的是瓦尔登湖袁
还是禾木钥

这是一个陷落在深秋里的童话
故事袁禾木的图瓦人宛若野栖息在俗
世和天堂之间袁 共享着俗世和天堂
的颜色冶遥 然而袁世人眼里的诗意只
是图瓦人的日常袁 并不需要刻意而
为之遥他们每天都跟禾木河对话袁跟
白桦林对话袁跟马儿对话袁跟星空对
话袁跟邻居和亲友对话袁也跟自己对
话袁 将内心的声音转化为日常的生
活袁知行合一遥

野生活的最终目标是生活本
身遥 冶

小河轻盈袁白桦林热辣袁炊烟梦
幻袁牛羊可爱袁图瓦人淳朴袁美不眠
不休袁美永无止境遥 在禾木袁图瓦人
还原了生活的本真袁 而我读懂了生
活的意义遥

触手可及的流光星辰尧金灿灿的稻
穗尧 神秘的生命之树噎噎每当夜幕降
临袁宁波市江北区达人村景区便是流光
溢彩袁灯海璀璨遥 8000 万盏霓虹灯一齐
在夜晚闪烁袁特效尧音乐尧灯光在夜空中
完美融合袁给游客带来奇幻体验遥

野此次灯光秀是我们耗时 100 天打
造的袁一共推出了光影乐园尧极光尧阿凡
达神秘之树尧远古神话馆尧冰雪王国尧摩
天轮和水幕激光电影 7 个篇章袁每个篇
章都是根据景区的场景和原有设施设
计的遥 冶达人村景区工作人员崔倩倩说袁
灯光秀占地面积达 300 多亩袁 占据了达
人村总面积的 2/3遥

用五角星尧爱心等图形勾勒出的星
光大道袁3D 裸眼效果的极光袁目之所及袁
都是炫彩夺目遥 在远古神话馆袁实景特
效尧立体电影尧全息 3D 光影系统袁令游
客宛若身处上古洪荒地界袁利用灯光造

型和镜面效应打造出的梦幻光影袁好似
熠熠银河遥 在冰雪王国袁缤纷灯光照映
下的童话人物给孩子们带来无限乐趣遥
水幕激光电影则将光影投射在水幕上袁
让游客在光与影之间感受夏日凉爽遥

野我家是宁海的袁这次特意带老公孩
子来看灯光秀袁孩子看到发亮的瓢虫袁还
有各种灯光造型的花束和小动物袁特别
兴奋遥 冶游客吴女士说遥

作为国家首批尧宁波首个国家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袁 自 2018 年 9 月
28 日试运营以来袁达人村就开启了田园
夜游新模式遥 与白天相比袁夜色中的达

人村景区别有一番韵味遥 光影秀围绕文
化尧田园尧亲子尧游乐等多个主题袁让乡
村旅游与现代科技相互交融袁让游客在
光影变化中感受田园活力遥

在宁波市江北区袁梦幻夜景绝不止
达人村一处遥 在老外滩袁游客能乘坐游
船体验野三江夜游冶遥 2020 年 6 月袁老外
滩码头投入运营袁 带给市民和游客更
多欣赏老外滩的视角遥 第二届野舌尖上
的相遇要要要中东欧美食与耶诗画浙江窑
百县千碗爷人文交流活动冶期间袁为了
更好向国际展现老外滩百年风貌袁街
区就建筑墙面灯光进行全面提升遥 野通

过墙面灯光的铺设袁 让整个老外滩亮
起来袁提升三江六岸的整体颜值遥 冶老
外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肖红民说袁野七
一冶时袁街区还专门为庆祝建党百年设
计了灯光秀遥 在老外滩人民路一侧几
栋建筑的墙面上袁 红绸从左至右缓慢
飘扬袁烟火绽放袁白鸽飞翔遥 野党建主题
是其中一部分袁 灯光秀还包含了万物
生长尧书藏古今尧港通天下尧时尚新潮
等主题内容遥 冶

与此同时袁在千年古县城慈城袁梦幻
夜景也成为古城的特色标志之一遥 今年
五一袁骢马河国风文化生活街区正式对
外开放袁一场绚丽多彩的灯光秀在古城
墙上拉开了序幕袁让游客们梦回千年遥

不论是霓虹绚烂的百亩农田袁还是
光影斑斓的千年古城袁 抑或是中西合
璧的相映成辉袁 宁波的江北岸正越来
越靓遥

诗意禾木
阴谢锐勤

璀璨灯光点亮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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