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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桃花峪生态滑雪场 位于桃花峪风景区内，是距离郑州市区最近的

滑雪场，面积较大。此外还有骑马、射箭、自助烧烤、儿童乐园等综合性游乐

休闲项目。

洛阳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 位于栾川县伏牛山老界岭北坡，主要由四季

滑雪馆、室外滑雪区、湖滨观光区、高山观光区和冰雪文化生态园区构成。

设施先进，雪道种类齐全，娱乐项目丰富。

南阳老界岭滑雪场 位于景区老君洞、野人谷、恐龙遗迹园、中原第一漂

之腹地，交通便捷。可容纳 2000 人同时滑雪，8000 人同时进行雪上娱乐项

目。

安阳洹水湾温泉旅游区 位于安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安林高速出口处，

是安阳市生态旅游发展的重点项目，也是当地规模最大、档次最高、服务最

全的大型综合温泉旅游景区。

焦作锦绣云台温泉 位于修武县方庄转盘向西（焦作方向）800米处，是

一处以室内温泉、特色餐饮、星级住宿、特产购物、休闲娱乐、拓展培训、特色

农业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驻马店嵖岈山温泉小镇 位于遂平县嵖岈山风景区，是以温泉生态旅游

为主轴，融游览、观光，休闲、疗养、酒店及多种拓展运动等为一体的经营项

目。

信阳茗阳汤泉池 位于商城县，依山傍水，交通便捷。上世纪 70 年代

初，这里就是我省著名的温泉疗养基地和生态旅游区。水温常年保持在

60℃以上，具有较高的医疗价值。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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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大明

2018 年伊始，两场大雪纷至沓

来，为中原大地带来冬的味道。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

生。”四季更替，滚滚轮回。作为北半

球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冬天，多多少

少会让人心生惧意。但它也同样为我

们带来过不少美好的记忆——因好奇

而去舔屋檐下长长的冰凌，任漫天飞

舞的雪花在脸庞静静地融化，看“墙角

数枝梅”而期待那浮动的暗香，和家人

围坐在热汤翻滚、滋滋作响的火锅旁

欢声笑语……

冰雪梅花、诗词歌赋，还有一个个

充满欢声笑语的温馨场景，仿佛让冬

天不再寒冷难挨。跳入冬的怀抱，会

发现无穷的乐趣和暖意。

东汉许慎《说文》上写：“冬，四
时尽也。”古代冬季的农闲时节，阳
光是百姓计时度日的重要工具，

“冬”这个字，也与“阳光”有着密切
联系——“夂”和两个“丶”，各代表
冬季的一个月。下边的“丶”代表冬
季第一月阳光照进室内的位置，上
面的“丶”意为冬季第二月阳光照进
的更靠里边的位置，“夂”则意为“冬
季的终止月”，也是一年中阳光所能
照进的最里位置。

与其他季节相比，冬天是寒冷
而素净的，但这反而激发出文人墨
客的无数灵感。他们的诗句，或奔
放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或清雅如“遥知不是雪，为有
暗香来”。他们还用“贞姿曾冒雪，
高节欲凌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
且直”这样的诗句咏物言志，为冬天
塑造出独特的品格。

“举事必顺其时”，每当季节变
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随之改
变。夏季炎热时，人们“消夏”；冬天
来了，很多人也会“猫冬”——就像
聪明活泼的小猫，每到冰天雪地的

时节就不再出门。
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这个

词多少包含了一些无奈的成分。来
自豫东乡村、如今在省会开店创业
的赵文科回忆，小时候的冬天，蜷在
并不厚实的被窝里睡觉，雪花有时
会被大风卷着从窗户缝儿里钻进房
间、堆在枕边，那时竟也浑然不觉，
睡得依旧香甜。“那时的生活，也算
是一种磨砺吧！”他笑着说。

而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当下，
“猫冬”则多了些精神享受的意味。
在郑州一家私企上班的“80后”姑娘
小郭，喜欢在温暖的季节里背包远
行，而每到冬季的闲暇时光，她就喜
欢宅在家里，听听音乐、翻翻书，或是
在午后暖阳的照耀下喝杯咖啡。“冬
天里就该安安静静地‘猫’着，也算是
为来年充充电吧！”她这样说。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
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无论
身在何方，也无论在什么样的季节
里，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下去，活出
自己喜欢的生活韵味，都是令人羡
慕的。

上周那两场纷纷扬扬的大雪，
下到了地上，也下到了微信朋友圈
里。不少年年见到雪的北方人，依
然会表达自己的惊喜。而很多南方
的小伙伴千里迢迢来到河南高校求
学，第一次见到雪时的那种惊奇和
新鲜感，想必也给北方的同学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每当这个时候，一些地方的人
们总是更有福气。比如在登封，可
以“雪中访古寺，怡然天地间”；在开
封，“雪落汴梁古城，一夜梦回大
宋”；在三门峡，看“黄河湿地，雪浴
天鹅”，在驻马店，看“老乐山界，雪
境仙踪”，在商丘，“漫步古城，思绪
飘飞”……在雪中看老城墙，看红砖
碧瓦，看雄关漫道，更能看出它们的
精气神儿——现代的气息仿佛被大
雪掩藏，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

雪，也常常蕴含和寄托着中国文
化的独特意境。“窗含西岭千秋雪，门
泊东吴万里船。”“孤舟蓑笠翁，独钓
寒江雪。”——大雪纷飞之际，天地之
间一片素雅，像极了中国的水墨画。
就连那首最有名的打油诗，也说的是
雪：“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
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与其养生，不如折腾——大雪过
后，把这句话放在孩子们身上来说估

计也很合适，对他们来说，到雪地里折
腾一番，无疑最有吸引力。大雪中，在
自家小区里和女儿一起堆雪人的郑州
市民丁女士说，女儿玩雪时的那种兴
奋和激动，让她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

下雪天，也是享受美食的好时
候。《后汉书·张纯传》上说：“冬者，
五谷成熟，物备礼成。”经过了秋天
的收获季，冬天就成了理所当然的

“享受季”。平日里想着减肥的人
们，在有雪的季节里，尽可以放下犹
豫和扭捏，大快朵颐。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
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除了喝点
儿酒暖暖胃，下雪后喝一碗热气腾
腾的羊肉汤，也是酣畅淋漓的。在
我省一些地方还有这样的风俗，每
逢下雪，一些有心人还会专门买来
羊肉埋到雪里，过一阵子扒出来再
吃时，会更加鲜嫩可口。

现在，冬天里走进超市和菜市
场，各个地方、各个季节的水果蔬菜
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但仍有很多人
会记起那些年，在烧着蜂窝煤的小
煤炉上烤焦馍，或是做一碗红薯粉
条炖绿豆丸子的日子。时代在变
化，人们的品位也在逐步提升，可是
有些感觉、有些味道，是让人永生难
忘的。这，也算是一种乡愁吧。

除了“猫冬”，古往今来，也有不
少人喜欢到户外舒活筋骨。在古
代，狩猎是冬季的一项重要活动。
王维说，“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
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苏
轼则“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
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
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现在的人们，冬季户外运功
的“选项”要丰富得多了：跑跑步，
滑滑雪，打打篮球和羽毛球，跳跳
广场舞，都是不错的选择。而据
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工作人员
介绍，这些年，除了一些传统冰雪
项目——比如滑雪——越来越受
欢迎外，冬泳也越来越受到各地市
民的青睐。

今年 50多岁的郑州市民薛丽
敏，参加冬泳活动已经两三年了。
除了在郑州一些露天游泳池锻炼

外，她也曾到许昌、荥阳、周口、信阳
等地参加比赛或交流活动。以她的
亲身经历来看，和马拉松一样，各地
的人们参加冬泳的热情越来越高
涨。无论是出于竞技目的还是爱好
者结伴畅游，总能吸引到少则几十
人、多则数百人参与进来。

“除了可以强身健体、磨炼意志
外，参加冬泳活动还能结识不少志
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互相鼓励，在
精神上互相感染，对生活、对工作
都有好处！”薛丽敏说。不过，作为
体校游泳教练和游泳行业的从业
人员，薛丽敏提醒，参加冬泳要充
分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人而
异，不能冒进蛮干，即使是身体完
全健康也要循序渐进。此外，和做
其他很多事一样，参加冬泳也要持
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没
什么效果的。

冬 练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如何度
过寒冬可能是个大问题。考古资
料显示，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会用
火来取暖。春秋时期，人们开始使
用燎炉烧炭，秦朝时在贵族家中及
皇宫内出现了“壁炉”和“火墙”。
明清时期，开始流行“火地取暖”，
火炕成为北方居民建筑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此外，手炉、足炉、熏
炉、熏笼，也是古人冬天最常用的
取暖器具。

如今，暖气、空调相当普及，各
式各样的冬装和靴子也是五花八
门。之前用来御寒的衣物，也渐渐
成了时代印记。商丘“80后”小伙儿
徐晓光回忆，自己四五岁时，在老家
穿过一种用来蹅泥踩雪的鞋子——

“苇窝子”，底子是木头做的，穿时需
要先套上棉袜。等长大了一些，大
街上开始流行黑色条绒棉鞋，以及

由翻毛牛皮和帆布缝制而成的大头
靴——那时候的男人还喜欢戴“雷
锋帽”，俗称“火车头”帽子。到了90
年代，有一种深蓝色的雪地靴风行
一时，几乎每人都有一双，现在却根
本想不起来是什么牌子了……

阳光、火炉也好，空调、羽绒也
罢，暖的只是身体，还有一种力量，
暖的是心——那些在风雪中奋战
的各地环卫工人，为生命垂危的患
者开辟绿色生命通道的商丘高速
交警，在信阳勇救落水家庭的快递
员 郑 冬 冬 ，帮 助 开 封 老 汉 卖 掉
1000多斤红薯的郑州公交调度员
孙长伟……一个个感人的真实故事
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正在被平凡
而善良的人们守护着，心里踏实。

心怀美好和感恩，你会发现，窗
外的阳光也似乎更加温暖了。生
活，也因此更加快乐了一点。2

冬 暖 “束薪从涧底，及此不时求。
力比鹅黄酒，功如狐白裘。”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冬 雪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冬天锻炼，需要注意这些

□吴严冰

冬季运动，是调理身体、提高御寒能力、增强免疫功能和预防疾病的重

要手段。但冬季锻炼还是与其他季节不同，易造成肌肉、关节、韧带的损

伤。每次运动前，要做 5 分钟以上热身运动，可以慢跑、配合不同体姿的快

走、徒手操和轻器械的少量练习，动作要领是缓慢、大幅度、用力。运动后要

做 5分钟整理活动，以静力拉伸为主。运动时要采用鼻吸嘴吐的呼吸方式，

减少冷空气对呼吸道的不良刺激。

冬季运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在雾霾天、空气浑浊时进行户外体育

锻炼。锻炼场地要平坦，采光要好，以防不慎跌倒。

有些老年朋友喜欢在早晨运动，如果是冬季的晨练，建议选在室内或在

太阳出来后进行锻炼。另外，清晨人体血糖偏低、血液黏稠，加上气温低血

管收缩等因素，空腹运动可能会导致低血糖和增加猝死几率。晚上如果光

线暗、气温低、空气差，就不适宜激烈运动。另外，冬季锻炼开始时要多穿质

地轻软的宽松衣物，热身后脱去外层厚衣，进行正式运动。锻炼后应及时把

汗擦干，换下湿的运动服装和鞋袜。7
（作者系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运动康复教研室主任）

滑雪、泡温泉，河南有这些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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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