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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携程发布《2021年端
午节预测大数据》，以多维度数据
展现端午节的旅游趋势。

来自各大旅游企业的消息显
示，端午节国内旅游市场持续向好，
居民出游意愿依旧强烈。携程数
据显示，截至6月2日，通过携程预
订的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135%。
随着端午节的临近，旅游市场将逐
步迎来报名高峰期，其中，北京、上海、杭
州、成都、南京、重庆、长沙、深圳、青岛、西
安位列热门目的地前十名。

报告将2019年端午节的旅游订单
与2021年进行了对比，分析出增长幅度
较高的五大“黑马目的地”，分别是青海
茫崖、四川阿坝县、新疆昭苏、九寨沟以
及西藏波密。今年端午节，这些新晋“黑
马目的地”的旅游订单量相比2019年均
增长几十倍。其中，茫崖凭借著名景点
魔鬼谷及翡翠湖，端午节订单增长高达
64倍。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方泽茜说：
“从当前的报名情况来看，今年端午出游
人次有望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预计
今年端午节出游人次将达到1亿人次。”

截至6月2日，通过携程预订端午
节机票的订单量，与2019年同期持平，
机票订单单程均价为732元，比2019年
同期均价略低。

端午中短途游火热 超六成省内游
今年端午节连休3天，相较“五一”

长线游降温，消费者主要以中短途出游
为主。来自携程的数据显示，当前近五
成游客报名300公里内的周边游，超六
成游客选择省内游。

根据行政区域划分，报告发布了华
北、华东、华中、华南、华西、西北、东北七
大区域端午节的周边热门度假景区。

具体来看，华北端午节热门景区
前五名是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
五台山、古北水镇；华东前五名周边景
区有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上海海昌海
洋公园、中华恐龙园、第十届中国花卉
博览园、南京欢乐谷；华中前五名周边
景区有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橘子洲、
武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张家界国家
森林公园、芙蓉镇；华南前五名周边景
区有蜈支洲岛、珠海长隆海洋王国、涠
洲岛、三亚亚特兰蒂斯水世界、亚龙湾

热带天堂森林公园；西南前五名周边
景区有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
江堰景区、九寨沟风景区、长江索道、
玉龙雪山；西北前五名周边景区有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大唐不夜城、华
山、大唐芙蓉园、莫高窟；东北前五名周
边景区有哈尔滨融创乐园、波塞冬海底
世界、老虎滩海洋公园、大连海昌发现王
国主题公园、长白山北坡景区。

00后出游同比增长9.6倍
80后节日爱“遛娃”

从端午出游客群画像来看，当前
预订旅游产品的游客中，女性以57%
的比例远超男性14个百分点。

从年龄来看，端午假期90后爱旅
游，占比 39%；80 后紧随其后，占比
30%。00后出游人数同比2020年增
长9.6倍，以16%的比例位居第三。

80后客群中，近五成是亲子游，80
后亲子订单是90后亲子订单的2倍
多，这样看来，每逢节假日，“遛娃”是
80后的头等大事。

端午出游五成用户住高星酒店
除了周边游的悄然兴起，“酒店式

度假”是消费者出游的另一大改变。
选择一家度假型酒店，以酒店为目的地
进行长达2-3天的深度旅行，吃住玩一
站式消费的“酒店式度假”方式受到人们
追捧。携程数据显示，端午节周边酒店

的预订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约三成。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五一”黄金

周，出游品质再度升级，端午节预订高星
酒店占比近五成，比较“五一”的四成提
高了近一成。小长假时间少而精，住得
好、一步到位成为酒店消费者的主流需
求。

民俗文化游走红
端午主题游增长365%

端午节作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与民
俗文化相结合的旅游也是一大亮点。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满足于常规的旅
游产品，希望获得更多包含端午文化元
素和民俗的产品选择。携程数据显示，
相比2019年，今年端午节定制游订单量
增长近三成，主题游增长365%。

值得一提的是，端午小长假期间，
民俗风情浓厚的古镇古村受到用户追
捧。西江千户苗寨、乌镇、台儿庄古城、
南浔古镇、宏村景区成为当前预订火热
的古镇古村。

为满足消费者对于端午民俗文化
旅游的需求，尤其是热衷带孩子体验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风俗的亲子家庭，
携程主题游推出一系列端午主题亲子
营。例如“山野少年端午野趣”夏令
营，孩子们不仅可以学习搭灶取火、烤
叫花鸡等户外求生技能，还可以在端
午节之际体验旱地龙舟、做香包、包粽
子等端午民俗特色。（来源：新华网）

6 月的成都，花木绚烂，惠风和
畅。矗立于天府广场西侧的成都博物
馆，外形为独特的几何立面造型，简洁
大方，与广场周围的四川省图书馆、四
川美术馆、四川科技馆等建筑共同构
成底蕴丰富的城市文化空间。

成都博物馆有 60 余年建馆史。
2016年6月，成都博物馆新馆对公众
开放。新馆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
展陈面积约2万平方米，是目前西南
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博物馆。成都博
物馆现有藏品近 30 万件，涵盖青铜
器、金银器、画像砖、石刻、陶瓷器、书
画、家具、皮影、木偶、动植物标本等，
皮影收藏独具特色，是目前世界上收
藏皮影数量最多、种类最全、品质最优
的博物馆。

悠悠古蜀
成都博物馆馆长任舸说：“成都有

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史。打造个性化
的历史陈列，展现成都独特的历史发
展脉络，是成都博物馆作为地方综合
性博物馆的天然使命。”

“成都历史文化陈列”以杜甫名句
“花重锦官城”为题，抒写成都历史的
厚重与瑰丽，彰显开放、包容、多元的
城市品格。

走进“先秦时期的成都”展厅，形
态多样的陶尊引人注目。这些陶尊出
土于距今4500年-3700年的宝墩文化
城址群，有宽沿平底尊、盘口圈足尊、
敞口圈足尊等器型，器口及器身外壁
多饰有弦纹、细线、附加堆纹、戳印纹
等。宝墩文化城址群的发现和确认，
确立了成都平原长江上游文明起源中
心的地位。

前身直立，前肢撑地，身体盘
曲——这件铜龙形钮盖上龙的造型，
与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铜爬龙

柱形器上龙的造型十分相似。铜
龙形钮盖出自成都金沙遗址，年代约
为商周时期。金沙—十二桥文化是继
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明发展史上
的又一次高峰。

“这是战国船棺，考古学家称之为
‘载魂之舟’。”讲解员介绍说，它们出
土于成都商业街，宏大的墓坑内发现
葬具17具，其中船棺9具，棺内未发现
人骨。眼前的船棺长约4.53米，宽约
0.8-0.9米，高约0.6米。棺的前段由
底部向上斜削，略为上翘，形如船头，
在其两侧各凿有一个半圆形的孔。棺
内随葬有陶器，还有大量制作精美的
漆木器，包括家具、生活用具、兵器附
件等。这些漆器的发现，表明战国时
期成都地区的漆器工艺已经相当发达。

富庶天府
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都”

展厅，众多珍贵文物展现了“天府之国”
的繁荣富庶。秦并巴蜀后，李冰建都江
堰，至两汉时，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
饥馑”，有“天府”之美誉。

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的两幅庄园
生产、生活画像石，真实再现了东汉时
期成都平原沃野千里，豪强大族庄园内
种植业、水产业、牧业、酿造业、织造业等
并行发展的繁荣景象。画像石上层为
山间狩猎场面，中央为兵器架，架上置
叉、戟、锚、刀、弓箭、盾牌等。下层为酿
酒图，描绘了汲水、运粮、烧煮、装坛发酵
的完整酿酒过程。

一件件充满喜感的乐舞杂戏陶俑，
是两汉时期成都繁华安乐的写照。放
置于独立展柜里的陶俳优俑堪称“网红
文物”。陶俑坐在一个圆形坐垫上，上
身袒露，一脚前蹬，左手执鼓，右手握拳，
耸肩大笑，模样十分生动有趣，具有强
烈的艺术感染力。

“咱们老祖宗真有智慧！”在西汉木
织机模型前，不少观众啧啧赞叹。它们
出自成都老官山汉墓，有滑框型一勾多
综提花织机、连杆型一勾多综提花织机
两种，结构复杂精巧，是迄今发现的世
界上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代表了当时
中国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据介绍，织
机模型出土时，一些部件上残存丝线和
染料，现场还有漆木人俑，应为织工，再
现了扬雄《蜀都赋》中描绘的蜀锦生产
盛况。汉代蜀锦誉满天下，通过丝绸之
路远销四方。提花织机的推广使用，对
中国乃至世界的丝织业发展起到了巨
大的推动作用。

老官山汉墓中还发现了经穴漆人
人体模型。漆人裸身直立，五官清晰，
通体髹黑漆，身上阴刻51条经络线路、
117个腧穴点，并刻有“心”“肺”“胃”“肾”

“盆”等小字。经穴漆人是迄今发现最
完整的人体经络模型，体现了汉代经脉
针灸发展水平。同时还出土了900余枚
医学竹简，目前整理出5部医书，其中
《脉书上经》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失传的
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

喧然名都
“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杜甫

在《成都府》中描绘了成都歌舞升平的
热闹场面。唐代后期，随着国家经济
重心南移，成都与江南新兴商业城市
扬州共同成为“号为天下繁侈”的经济
中心，有“扬一益二”之誉。

展厅里的唐代蜀锦，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唐代成都的工艺水平和文化风
貌。眼前这件团窠对兽纹夹联珠对鸟
纹半臂，长80厘米，宽65厘米，由两部
分组成，黄地的部分是蜀锦，红地的部
分是粟特锦，又叫波斯锦，颜色艳丽，
久不褪色。这件织物中西合璧，是唐
代中西方经贸文化交流的印证。另一
件宝相花纹半臂，图案为唐代流行的
宝相花，由盛开的花朵、叶片等组成团
状花形，尽显富丽华贵的大唐气象。

唐末五代时期，成都地区歌舞宴
饮之风盛行。后蜀宋王赵廷隐墓出土
的伎乐俑数目众多，神态各异，全身彩
绘，且加以描金装饰，是迄今所见西南
地区最精美的彩绘陶质伎乐俑组合。
其中的彩绘陶吹排箫俑，头梳高髻、插
花钿，身着外红内白的双层褙子，双手

持排箫，放于嘴边作吹奏状，神情
专注，仿佛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世

界中。
宋代成都是西南地区最

大的商品集散地，世界上最早
的纸币“交子”就诞生于此。伴
随着经济繁荣，市民生活也更
加多姿多彩。成都出土的宋代
文物种类丰富，其中不少与下
棋、品香、点茶、插花等生活时
尚相关。成都天府新区万安镇

宋代砖室墓中发现的一套青铜象棋
子，共有30枚，比现代中国象棋少2
枚“象”、1枚“炮”，多1枚“卒”。据文

献记载，象棋早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至
宋代已经家喻户晓，广受欢迎。宋墓中随
葬的象棋，印证了象棋在宋代的流行。宋
人讲究生活美学，作为日用品的宋瓷，以
清丽雅致著称。定窑白瓷孩儿枕是宋瓷
中的精品。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孩侧身安
睡，表情自然宁静，栩栩如生。瓷胎细腻，
釉色白中发暖，给人以柔和温馨的美感。

多彩展览
近年来，成都博物馆把打造富有

特色的临展体系作为重点工作，围绕
展览开展多元化的公共活动。

据成都博物馆策划研究部主任魏
敏介绍，成博采取策展人制的工作模
式，鼓励自主策划原创性展览，对于引
进外展、巡展亦努力体现本馆策展特
色，避免“千展一面”，现已形成“辉煌
成都”“艺术典藏”“多彩文明”系列展
览品牌。截至2020年12月，成都博物
馆共举办特展40余场，其中不乏“丝
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
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光影浮空：欧洲
绘画五百年”“列备五都——秦汉时期
的中国都市”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
外文化大展。超千万观众走进成博，
共享文化盛宴。

成都博物馆多次开展“天府文化
进校园”活动，针对不同学龄段学生研
发多样化的博物馆课程，搭建形式丰
富、内容优质的馆校合作平台。自
2020年9月起，成博推出针对青少年
的周末夜间活动“周末儿童博物馆”，
很受孩子们欢迎。

成都博物馆还积极构建新媒体传
播矩阵，运用漫画、微视频等生动活泼
的形式讲述文物故事。成都博物馆官
方微信粉丝量达100万，位居全国城
市博物馆前列。

2019年，成都博物馆常设展“花重
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荣获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2021年，“影舞万象 偶戏大千——中
国皮影木偶展”又获此殊荣。任舸表
示，未来成都博物馆将围绕自身藏品
优势，推出更多更好的展览、社教活动
及文创产品，打造区域交流、文明互
鉴、古今融合的城市文化客厅。

（来源：新华网）

临海市博物馆的翼龙厅，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每
逢周末和节假日，这些“恐龙迷”总会结伴而来，一头扎进
这个有趣又神秘的展厅，探索翼龙的奥秘。 谢 希摄

临海的城市发展大步
向东，如今的东湖老在了西
隅。东风，先拂过灵湖柳堤
上的柳枝而来。

我亦爱年轻的灵湖已
久，但第一次绕灵湖走完整
圈却迟至近前的某个落雨
的春夜。本来也不成行，是
恰同一个朋友在微信上辩
说“漫走两万步难吗？”——
我觉得不难。我从一家小
饭馆出来，奔至灵湖西的游
船码头开始往东走，一个人
走走停停。那雨飘飘洒洒
歇歇，十足照顾着又未带伞
的我。那样的夜真是很美
的！数点灯星夹岸而开，水
声里蛙声隐约。春寒犹切，
游人不多，我可以独坐在瀛
台似的水阁上想几句新诗。

巾子山诗社的海宁吟
长曾为灵湖写了100多首
诗，想来一大半是在夜行时
口占的，而其中又一大半就
该写于如是的春夜罢！姚
兄即住在此湖边上，像我老
家之于东湖。灵湖的夜我
是偶来的。那夜，疫期楼台
高锁的万安寺解禁，僧信的
梵诵清朗扩澹，洗人心尘。

绕湖一圈，脖子、肩颈
的酸胀感缓消明显，但双脚
走过的步数呢？手机的
APP上显示竟仍未及两万，
还差着不少。我输了一个
赌。我且不能说是我每个
步子迈得大了，走够两万步
要更花些时间。而于大多
数工作者而言，一个不用加
班、可以早早结束饭局、又
不必囿于家务且精神抖擞
不犯困的、供自由支配的
夜，几乎珍罕！呵，那在白
天呢？除非你的业绩本身
就是靠走，否则电脑、文案
种种大不跟你说这些。此
外，那样的带任务的“走”怎
么能说是“漫走”呢？我以
为白天的徒步旅行似乎也
不能归入到漫走的范畴。
漫走要不出汗，不必流连某
一瞬的发现，无需回头又
看。可以听些什么。

我记忆里还有几段“漫
走”。漫无目的、漫不经心
这类词，有时候谈起来竟如
此令人向往。

兰寮林场通车后，那条
不长但宽的水泥路是颇堪
散步的。唉，漫走似乎等同
于散步。

我记得山里人家吃夜
饭都早，如果是在夏天，等
到锅碗筷都汰好了，看远处
的青山也还著着些晚霞的
红光。当然，这得是在晴朗
的日子。有一种晴叫“落山
晴”，是说午后大雨倾盆，又
断续下至傍晚，早不露面的
日头于西暮时突然撒欢地
泄出一片斜光的景象。落
山晴之夜，不闷不热，云蒸
雾集。周遭的绿意融在水

汽里，沾衣不湿。山间的小
路是淡静而绝不寂寞的。
从黄昏到子夜，都会有交响
或独奏的曲子。那不是水
声，只活泼而没生趣，那是
一群可爱的爬虫们的欢呼！

最早唱的是一种喜欢
趴在枫树上吮汁的黑壳蝉，
学名叫蚱蝉，是我见过的最
大的一种蝉，叫声竭厉，往
往成群起哄，是有些恼人
的，所幸只唱个把小时。那
种青而有缃色的草蝉则亲
切乖巧得多，它们像是只在
晏昼时偶亮几嗓，如弦音轻
妙，盘绕杉枝柏叶。我早年
给一只行将退壳的草蝉蛹
拍过照，花了四五个小时等
它两片不能再翠的羽翼脱
出来，尽管那样的颜色只保
持数十分钟而已。我一直
记得那惊人的美，后来为一
款特制的本地绿茶取名“蝉
翠”，即源于此。

夜色正式拉开时，蝉唱
闭幕，蛙唱伊始。蛙的唱也
是有渐次的。七八点，是田
埂上一批姬蛙的比赛，此起
彼伏，悦耳动听。接近9点
的时候，溪石上浴水的虎纹
蛙“咣咣”地砸出声来，统领
山野，三五声一频、三五声
一频，间或响到十一二点。
收束乐章的则是一些落单
的小棘蛙，叫声轻急。沿着
车路一个小来回，真似听了
一场音乐会。这蛙——
喏！姬蛙要生活在蔬菜田
的细草丛里。虎纹蛙味美，
一度遭滥捕。我许久未在
兰寮宿夜了，不知而今的蛙
声是何光景了。

晚上还会偶有鹰鹄的
嚣叫。譬有一种叫声近似
方言里的“脚骨拐”。大多
数鸟在夜里是不叫的，早晨
4点叫的最多，这是我某几
次酒醉醒来的印象。夜里
的秘密是很多的，你一个人
漫走的时候会起零星的好
奇，例如蛙声的边上会有毒
蛇的埋伏吗？当然这些问
题不必自问自答，打发时间
而已。

在椒江大桥的北岸堤
坝上，我也有过一次漫走，
是与同学创和霞飞。江水
扑簌，船笛时鸣。谈了些什
么事，我不记得了，他们大
概也不记得。

忽而冒出苏子瞻《记承
天寺夜游》里的名句“但少
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呵，
有些诗文，真是不消刻意背
诵的。细细又想，还有很多
次可说道的漫走。不过人、
事大抵无端详了，其深意又
如上述，便不远溯了吧！

至此，窗外星夜明辉，
但接下来我要去工作了。
湖近、山近……—湖远、山
远……在文字中，我已有一
番“漫走”了。

漫漫 走走
□乔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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