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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12日至 2019年
2 月 20 日，洛阳市推出河洛冰雪
节、杜康美酒节等冬季文化旅游惠
民系列活动，包括组织滑雪场、温
泉等开展门票折扣，“乘高铁半价
游洛阳”，享受全市 35家旅游景区
门票优惠等措施。此外，还将在全
市公园、景区、传统村落等区域举
办各类灯会、庙会等。

今冬明春，白云山风景区将启
动冰雪童话城、梦幻灯光秀、萌宠
动物园、高山大庙会、新春灯展等
项目。木札岭风景区打造 100 多
处冰挂观景点，还将开展冬季徒步
挑战赛、冬季摄影大赛等活动。

此外，郑州桃花峪生态滑雪
场、南阳老界岭滑雪场、安阳洹水
湾温泉旅游区、驻马店嵖岈山温泉
小镇、信阳茗阳汤泉池等，也在等
待人们前往赏玩。

需要注意的是，尽量不要在雾
霾天、空气浑浊时进行户外活动。
冬季旅游，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状
况，做好防寒、防滑、护肤和备药等
准备工作。初涉滑雪的游客，应
将个人防护设备配备齐全，学习
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和急救常
识。此外，温泉一般不宜长时间浸
泡，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者
切勿浸泡。 （本报综合）

□本报记者 赵大明

像往年一样，成千上万只来自
西伯利亚的白天鹅又陆续飞临三
门峡黄河湿地。日前，天鹅湖景区
宣布在近一年时间里向所有游客
推出免票游览的消息，更是在一夜
之间刷爆朋友圈。2019年新年小
长假里，记者在景区看到，络绎不
绝的省内外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拍
摄。宁静的水面，优雅的天鹅，构
成了一幅优美的图画，令人们啧啧
赞叹。

在省内一家知名旅行社担任计
调部经理、主要负责三门峡线路的
袁凤杰向记者介绍，相较往年，
2018年冬季以及新年小长假期间
的游客数量有所增加。这几年，游
客冬季出行的积极性也在明显提
高。除了天鹅湖，一些富有特色的
民俗旅游项目也越来越受到青睐，
比如陕州地坑院、高阳山温泉、函谷
关踩花节等。“一家几口逛逛民俗文
化园，看看骑马抬轿的婚俗表演，听
听锣鼓书，见识一下民间绝活儿陕
州剪纸和捶草印花，欣赏一下皮影
戏表演，尝尝当地美食……很多人
都会意犹未尽。”袁凤杰说。

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冬，四
时尽也。”古代，寒冷的冬天给人的
印象总有些萧索和肃杀。虽有文人
墨客描绘出诸如“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孤舟蓑笠
翁，独钓寒江雪”等美好的意境，但
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在家围炉“猫
冬”，才是过冬的正确方式。

时代不同了，人们过冬的方式
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除了到
三门峡看天鹅，这些年，到老君山
看雪松、到嵖岈山泡温泉的人也越
来越多了。业内人士介绍，近年，
海岛游、温泉游等温暖型线路和以
赏冰玩雪为特色的寒冷型应季线
路，在冬季旅游市场中非常火热。
到了春节期间，开封、洛阳、许昌、
商丘、浚县等地的庙会更是人头攒
动，熙熙攘攘，印证着传统民俗文
化的强大感召力。

随着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的
日益发达和完善，也有不少百姓选
择在冬天去到省外乃至走出国门，
海南、云南、泰国等地一度成了冬
季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2018年冬季的第一场雪还没
有完全融化，60多岁的开封市民李
树友就带着老伴儿，从郑州机场出
发去了趟海南。在三亚的西岛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阳光灿烂，
天空湛蓝，空气清新得沁人心脾，
置身于 20 多摄氏度的气温里，穿
件T恤衫四处游逛，将老两口脑海
里关于冬天的概念赶得无影无
踪。“回到开封后，家人说，我们走
的这几天，开封又下了场雪，比下
第一场雪时冷多啦！想想真是幸
运。”李树友说。

没有春天的鸟语花香、夏天
的树木葱茏、秋天的层林尽染，冬
天的美丽是如此独特——在寒冷
的季节里，阳光也会显得格外温
暖和珍贵。

天气好时，多出去走走吧。诗意
的生活，也许就在“远方”等着你。2

□胡建武

我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栾川。
40年了，我从“疯打疯闹”的“泥孩子”
变成了现在的“半大小老头儿”，也经
历了许多有意思的变迁。那一年年

“疯玩”的冬天，就是其中之一。
小时候的冬天，奇冷无比。快入

冬时，老师就开始给我们布置任务：
每人每天到学校后，先交“一斤柴
火”。没几天，学校的院子里就垛满
了各种木料的柴火。师生联手在教
室的墙角挖个“火池”，大家围着它上
课。一次，值日生忘记了生火，我们
冻得手都伸不出，老师建议“跺脚两
分钟”。顿时，教室里“雷声”大作，脚
下腾起的灰尘直冲屋顶，要把教室掀
翻一样，还把校长惊动了……

下课时，最快乐的游戏是“挤
油”。大家挨着屋檐下的外墙根站成
一排，也没有什么男女间的“忌讳”，
有人喊号子：“一二三，加油干”，两边
一起用力往中间的方向挤。这种游
戏，往往最吃亏的是女孩子，常常挤
得一脸鼻涕泪水，哇哇哭着向老师告
状。到了下一节课间，吃了亏的同学
便追着占便宜的同学“报仇”，一院子
都是笑声。

初中上学到了镇子上，冬天的玩
法便有了改变。课余时间，我们总是
集中在校园仅有的四张乒乓球水泥
案子上，用几个砖头横在中间当隔
网，拿出球拍就开战。下课也就十分
钟时间，上百个孩子抢，谁抢到就是
谁的。大家甚至还安排了“抢案”的
分工，下课铃一响，分头四下抢占，抢

住后一报信，相熟的小伙伴们便蜂拥
而至。一般情况下，我们只赛三个
球，输者下台，轮流坐庄。

参加工作后回镇里教书，校长让
我带腰鼓队。学校买回几十面腰鼓、
几十套锣镲，挑选出十几位同学当鼓
手。冬天里，鼓手们穿着整齐的校
服，系着黄澄澄的绸带，我一声令下，
红彤彤的腰鼓、金灿灿的鼓槌儿便舞
起来了，那个喧腾劲儿就别提了……

2001年，我调到了县城工作，旅
游开始走进我的生活。每年冬天的
雪后，我必定要爬一次老君山，心情
当然是非常纯粹的，就像是在朝拜

“圣山”——老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因
此将老君山称作“圣山”应不为过。
岁月的年轮一圈圈划过，每年登山的
感悟也在渐渐变化、提升。

2006年以来，每年冬天，我也必
去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曾有人说

“中原地区的气候条件不能建滑雪
场”，显然是一种偏见。这些年，到伏
牛山滑雪成了朋友圈里值得炫耀和
自豪的事。冬令营、滑雪公开赛，每
年的玩法都新鲜刺激。请朋友到伏
牛山滑雪，也成了挺有面儿、挺时尚
的事情。

新的一年，栾川要推出“滑雪寻
俗泡温泉，跑马栾川过新年”。元旦
期间，栾川“半马”开赛，春节有“璀璨
山城”灯会……新时代，一切都有新
气象。

县城也实现集中供暖了。此刻，
窗外响着新年的音乐。“疯玩”仍将继
续，只是，靠“跺脚”取暖、靠“挤油”取
乐的冬天，一去不复返了！7

□董平

隆冬时节，遇到阳光明媚的天气，
实在是件幸福的事。我和几个朋友来
了兴致，携家带口驱车大约一个小时，
来到了嵩县白云山九龙瀑。

冬日的树木没有了平时的繁茂，
不过，一棵棵小树衬上起起伏伏的小
山峦，倒也像是一幅漂亮淡雅的素描
画。一行人沿着小溪逆流而上，几个
孩子欢呼雀跃、蹦蹦跳跳，略显空寂
的山间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路越来越陡，河里的石头越来越
多，水声也越来越响。走了十几分
钟，我们来到了一座颤颤巍巍的旧铁
桥旁。几个年轻人从桥上潇洒地过
去，我也忍不住跃跃欲试。儿子说：

“妈妈别过了！”我偏偏玩儿兴大发，
扶着栏杆慢慢上了桥。轻松走过一
段之后，我感到自己的小心脏“砰砰
砰”地加快了速度：左右是悬崖峭壁，
下面是乱石滩，流水声也似乎更加响
亮起来。儿子说：“快下来，我扶你一
下，往回走吧！”可我真的不想认输，
便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同行的朋友
在为我加油，快到桥尽头的时候，早
已经有人候在边上，把我拉上了一块
平坦的石头……虽说有点小惊吓，但

这感觉还是不错的。
不多久，我们来到了九龙瀑。抬

头看，一道道瀑布从天而降，或急或
缓，或长或短，落在石上似杨花白梅，
跌入潭中如珍珠翠玉。几缕水汽亲
吻着脸颊，几滴水珠甚至调皮地钻入
衣领，让人感到一丝刺激和兴奋。

瀑布下面的水潭二尺见方，水特
别地清冽，潭底铺排着细碎的石子，
五彩斑斓。一个孩子迫不及待地把
小手伸到水里：“哎呀，好冰好凉啊，
咦，这水里面怎么没有小鱼呀？”孩子
的妈妈笑道：“水至清则无鱼嘛。”孩
子似乎对妈妈的回答并不在意，那潭
水，那石子，那水声，早已让他沉醉。

攀过一道紧贴崖壁、几乎与地面
垂直的铁桥，便到了九龙瀑的腰腹
处。这里视野开阔，可以看到一道道
山泉经过落差数十米的九道断崖，次
第跌落，形成了九道瀑布。瀑布白而
发亮，遇石棱则飞溅，遇断崖则勇跃
而一往无前，犹如巨龙呼啸而出。这
绵绵不绝的水，在北方的冬季实属少
见。

登上山顶逗留了一会儿，稍作休
息便下了山。不过，那澎湃的流水
声，还在脑海里一次次响起。这，或
许就是大自然的魅力。7

□邓红

双休日回了趟老家三门峡，见
到了日思夜想的姑姑。听说我想去
看地坑院，87岁的姑姑陪我一起前
往。早年，她就住在地坑院，现在，
她的家离地坑院景区也很近。

姑姑告诉我，三门峡保存较好
的地坑院集中在陕州的东凡塬、张
村塬、张汴塬，现在许多村民仍居住
在地坑院里，有 100多个地下村落、
近万座天井院。现存最早还住人的
院子足有 200 多年的历史，已住过
六七代人。我的老家在张汴塬，就
是历史上的“陕塬”。

说话间，车已行至景区。走进
大门，讲解员介绍，这里主要由21座
相互打通的坑院组成，内设不同文化
主题，如捶草印花、陕州剪纸、锣鼓
书、澄泥砚、皮影戏、糖画、陕州婚俗
表演等，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着地坑
院的历史演变及陕州区居民的生活
风貌与民俗技艺。

进入民俗文化园，迎面是一幅
巨型砖雕，图案正中是一个石柱，上
书“分陕石”三个大字。“分陕石”的
两边分别有两个人物塑像，左边是
周公旦，右边是召公奭，讲述了“周
召分陕”的历史故事。仔细观察砖
雕，两边表现的内容不一样，左边是
车马，右边则载歌载舞，可以看出他

们二人分工明确：周公旦
负责拓展疆土，召公奭辅
佐国家朝政。据记载，高
3.5 米的“分陕石”是我国
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
一块界石，曾经屹立在张
汴塬上，后来几经辗转，已
经难觅踪迹。

“下院子，箍窑
子 ，娶 妻 子 ，坐 炕
子”，是流传在陕塬
的民间小曲，也曾

是无数庄稼汉的人生梦想。黄土塬
上的人们，有了地坑院就有了安定
的家。在景区，我们看到了最早的
地坑院照片，它们是1933年德国飞
行员卡斯特从上海飞往洛阳、西安等
地途中航拍到的，记录在飞行日志
中，后来被美国建筑师鲁道夫斯基看
到。1964年 11月，鲁道夫斯基在纽
约举办“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展览，选
用了卡斯特航拍的地坑院图片，不久
又出版了同名专著。从那时起，地坑
院向世界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走在开挖于 1878 年的一处地
坑院里，感觉太神奇了。整个窑院
为方形，抬头仰望天空，天似穹窿，
体现出天圆地方之美。共有 10孔
窑洞，分主窑、厨房窑、门洞窑、客
窑、居住窑、储物窑、粮食窑、牲口
窑、茅厕窑等，功能齐全。屋内有连
炕灶，既可做饭又可取暖，饭熟炕
热，一举两得，灶火的烟囱通过土炕
通向地面，称烟洞。“铁头、土腰、尾
巴翘得老高”，形容的就是连炕灶。

在一座婚庆窑院，我见到了在
《舌尖上的中国》中出现过的神奇炉
灶——穿山灶，犹如一列小火车，让
人眼前不由浮现出陕州人在家待客
热闹非凡的婚庆场面。穿山灶也叫
地龙、串锅灶，是陕州地坑院特有的
炉灶，依据“七紧八慢九消停”的说法
依次盘造七至九个灶台。在这个院
落，我们看到的是九孔灶，根据烹饪
方法和火候要求不同，每种菜放在不
同的灶眼上，九个灶可以同时做九道
热菜，再配一个凉菜，就是有名的“十
碗席”。

天时、地利、人和，一起造就了
陕州地坑院这一地下民居建筑，也
说明了我们的祖先拥有非凡的生活
智慧，其颇具匠心的营造技艺已被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愿陕州特色文化在中原大地上
大放异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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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冬天去哪儿玩？
家门口有这些好去处

“疯玩”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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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瀑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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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天鹅湖

陕州地坑院里的穿山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