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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报道，据统计，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实体书店
已达 2055 家，较 2020 年底增加 61 家，万人拥有实体书店
数量超过 0.8 个，“一区一书城”成为标配，超过 1000 平方
米的综合书城达到 46 家，其中 5000 平方米以上特大型综
合书城 6 家，商场（购物中心 ）书店 111 家 ，校园书店 55
家，园区书店 144 家。为推动实体书店行业发展，北京陆续
出台一系列文件，2016 年以来共安排扶持资金 2.85 亿元，
扶持实体书店 900 余家次。

北京实体书店达 2055家

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报道，8 月 22 日， 央视网发布题为
《过度内卷！ 被透支的粉丝经济该治一治了》的文章，文章
表示，随着移动互联、社交媒体、消费主义的兴起，“饭圈”
乱象愈演愈烈，直接改变了游戏规则，粉丝经济在非理性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步入歧途。这不仅违背了经济理性，
还干扰了社会公共秩序。 文章还指出，各方应共同推动粉
丝经济回归理性健康的轨道，更好地体现流量背后的社会
价值，也还粉丝文化一片晴朗天空，引导广大粉丝向上向
善，更好满足青少年群体的精神需求，使粉丝经济、粉丝文
化与时代同频共振、行稳致远。

被透支的粉丝经济该治一治了

据新华网报道， 今年 5 月上映的粤剧电影 《白蛇传·
情》，将观众耳熟能详的“白蛇”故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粤
剧巧妙融合，实现了戏曲电影的创新突破，收获观众好评。
近年来，“跨界”在传统戏曲领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越来
越多剧目通过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创新，实现“破圈”。
对此，业内专家表示，这些跨界作品，呈现的不再是纯粹的
戏曲艺术，给观众带来新鲜的视听感受，让戏曲在年轻人
心中摆脱了陈旧、过气的刻板印象，引起他们对戏曲艺术
的兴趣，这才是戏曲能够更长久、更广泛传播的关键。

（谷雨/文 冠贤/图）

跨界助推戏曲传播

特别报道··走进美丽乡村①①

据新华网报道 ，近日 ，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实施了
2020 年 “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学出版工程”。
经严格评选，最终确定《王谢堂前燕》等 9 部作品入选。 此
工程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的一项推优工作， 自 2020 年
开始实施，每年推选不超过 10 部优秀作品，鼓励网络文学
平台加强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作品创作出版，推出更多尊
重历史、关注现实、贴近群众、反映生活的优秀作品。

九作品入选优秀现实和历史题材网文出版工程

“水墨牡丹”第一香
■ 郑学富

明代著名书画家徐渭的 《水墨牡丹图》描
绘了牡丹花“国色天香”的雍容华贵 ，表现了
“花中之王”的高贵、高洁、典雅的精神品质。犹
如唐朝诗人皮日休的《牡丹》诗所云：“落尽残
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意夸天下无双绝，
独立人间第一香。 ”

《水墨牡丹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纸

本，墨笔，纵 109.2 厘米，横 33 厘米。 画中的折
枝牡丹由右向左延伸而来，以泼墨大写意的笔
法表现了其巍然独立、一花独放的气魄。 徐渭
的写意牡丹可谓前无古人、自成一家，呈现出
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让欣赏
者有如临其境之感。 画牡丹他不用色彩，仅以
泼墨为之， 留白和重墨色之间产生出花的层
次，笔笔到位。 花叶用大笔点染而成，仅枝茎及
叶脉用线条画出，灵动自如，层次分明。 画作立

意鲜明，水墨润泽，看似驱墨如云，一气呵成，
而又恰如其分地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
干湿极富变化。

徐渭的牡丹画大都由水墨挥洒，这体现了
他坎坷的人生和对艺术的独特追求。他少年生
活坎坷，聪颖异常，被誉为“神童”，但他却在科
举道路上屡遭挫折。后来他曾担任名臣胡宗宪
的幕僚，曾因胡宗宪下狱而自杀未遂，晚年时
他贫病交加，在穷困潦倒中去世。 命运多舛的

徐渭将悲愤聚集于笔端，运笔放纵豪爽，施墨
淋漓大胆，不求形似但求神韵，创作出一幅幅
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

《水墨牡丹图》大片留白，表现了徐渭绘画
的浪漫主义色彩， 也给观者留下了遐想的空
间。其上，他自题款识：“四月九日，萧伯子觞吾
辈于新复之兰亭……共分水一关，故颈联云。 ”
详细记载了作者与好友在新修复的兰亭赋诗
作画的雅集过程，并亲录自作诗于其中。 这段
题跋很长，既补缺了画面空白，又增强了画面
的平衡，还抒发了自己的情感，使画面内容更
加丰富。 徐渭的书法如同其绘画一样，用笔姿
态各异，奔放自由，婉转优美 ，充满着豪迈之
气，整幅作品可谓画中有书，书中有诗，诗中有
画，达到了书画一体的完全呈现。

［编者按］
“美丽乡村”是一幅动人的画卷，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憧憬与希望。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公示第三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和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 （乡）名
单，我省安庆市南河村、淮北市南山村和黄山市宏村镇等
十村、镇入选。 本版今起推出特别报道，与您一起走进美丽
乡村，寻找乡愁记忆，感受古朴与现代交融的魅力。

�� 初秋时节，，走进大别山深处的岳西县河图镇南河村，，山势嵯峨，，层峦叠翠。。这个坐
落于群山之中的小山村，，曾因交通闭塞而无人知。。 22001155年，，岳武高速河图出口开通，，
源源不断的客流走进这个山村——————

深山小村景如画

天峡风景区。 李向阳 摄

■ 本报记者 洪放

养在深山人未识

南河村坐落于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
最美国道 318 穿村而过，东临妙道山国家
森林公园，南有天峡风景区，北靠明堂山
生态旅游景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高速
公路通车以前，这里还是‘养在深闺无人
识’，随着交通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慕名
前来大饱眼福！ ”南河村村委会主任余滔
介绍，说起最具代表性的景区，不得不提
明堂山，客流多的节假日，车辆直接从高
速路口堵到了景区门口。

明堂山属大别山体系，它自多枝尖山
脉蜿蜒而来突起三峰形成，主峰海拔 1563
米，是古代吴楚相连之地。 相传，汉武帝封
禅古南岳———天柱山时，设祭拜之“明堂”
于此山而得名。 明堂山中名堂多，几面看
形皆不同，移步换形，千姿百态。 从南河村
的入口随游客步入景区， 一路古树林立，
流水淙淙。 怪松、怪石、瀑布相间而生的山
林中，不时传出鸟儿的鸣叫声。 春天百花，
夏天瀑布，秋天红叶，冬天白雪，色彩斑斓
的明堂山为游人呈现了一幅绝美的四季
画卷。 和明堂山南北相望的妙道山国家森
林公园则呈现出不同的景观。 素以“山雄、
水秀、谷幽、松奇”而闻名的妙道山，自然
景观造化神奇，森林覆盖率高达 98%。 公
园内动植物资源丰富，生长在高山之巅沼
泽地上的千年紫柳千姿百态， 极为罕见，
让人为之惊叹。 此外妙道山妙景天成，奇
松怪石林立，岿然屹立的巨石有的如狮子
咆哮，有的如灵动玉兔，形态各异。 幽静的
奇松谷内，高大古朴的黄山松，直如旗杆，

曲如苍龙，尽显雅致。 不同于明堂山和妙
道山的壮美景色，天峡景区则凸显了几分
灵秀。 景区集高山、峭壁、峡谷、湿地、湖
泊、岛屿、洞穴、古庵遗址等于一体，不仅
有千亩野生七彩杜鹃花海， 还有通天瀑、
凌霄瀑、仙女瀑等瀑布群奇观。

被三座青山环抱其中的南河村有着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发展旅游也成为了村
民们一致的目标。“早些年，我们这里太穷，
不少村民都以伐木为生。 如今大家都知道
这片青山就是最宝贵的财富， 大伙也就自
觉保护起来了。 ”余滔表示，南河村根据村
情实际，于 2014 年编订了旅游产业总体规
划，2015 年 11 月对原旅游规划进行了修
订。该规划以生态、产业复合型示范村为定
位，确定了以乡村旅游为主题的发展理念，
也为全村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深山之中藏“秘境”

南河村全村面积约为 24.6 平方公里，
平均海拔 700 米，只有 700 多人。 地广人
稀的格局、错综复杂的自然风貌，犹如一
方天然秘境，其中，天峡风景区八成以上
的面积都在南河村区域内。 “第一次来到
天峡峡谷，是南河村的村民带着我们沿山
攀爬好几个钟头， 才得以窥见里面的景
色。 ”2005 年，一位郑姓商人在全国四处考
察休闲旅游项目时来到南河村，第一次看
到这里的大峡谷， 他被眼前的美景惊呆
了，随即就拍板在天峡景区投资，南河村
逐渐向世人揭开了神秘面纱。

秘境之处，最打动人的便是其罕见的
原始风貌。 天峡风景区的原生态保存完
好，整个峡谷全长约 10 公里，这里有着 9
个瀑布构成的天然瀑布群，还分布着大面

积高山湿地的特殊地貌。 沿着景区建设的
步道，穿行在针叶阔叶林之间，随处可见
香樟、桂花、杜鹃、油麻藤、五针松等古树
名木。 2014 年，我省林业专家在天峡景区
规划范围内发现了不少于 1500 株的大别
山五针松个体，林业专家认为这是我国最
大的大别山五针松种群，也是世界上最大
的大别山五针松天然群落。 事实上，不仅
是大别山五针松，在天峡风景区里九连环
瀑布附近， 还有大别山地区罕见的 3000
多株千年油麻藤贯穿其中， 花开时节，紫
色的花朵宛如花带般在山谷间伸展。 “在
这里还能看见不少野生银缕梅和杜鹃花，
大自然留下的‘礼物’是我们最宝贵的资
源。 ”天峡景区董事长郑纯雄告诉记者，为
了最大程度保护植物资源，景区内的观赏
步道大多为架空栈道，避免游客直接碰触
珍稀植物。 此外，景区中的名贵树木也安
排专人进行维护管理。

为维护生态环境，保护珍稀水、森林
资源，近年来，南河村深入贯彻“林长制”
“河（湖）长制”，将山头、河道的管护责任
落实到专人专户，做到一山一坡、一园一
林、一河一湖都有专人管护。 并结合“大别
山五针松”保护基地，对全村珍贵古木名
树进行保护。

同时，南河村还注重挖掘保护人文历
史资源。 2016 年，该村发动乡贤人士编订
完成《南河村·史》，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
了有效载体。 此外，村内田河组古民居群
仍保存完好，尽显旧时风貌。

宜居宜业又宜游

雨后的南河村，空气清新，道路整洁，
满目皆是葱绿，错落有致的乡村屋舍与青
山云雾相映成景，一派乡村好风光。 “作为
一个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村， 没有好的

‘门面’自然也留不住客人。 ”余滔介绍，早
在 2019 年， 该村就获评省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称号。

美丽的背后是多年坚持的整治提
升。 为彻底改变乡村人居环境落后的问
题，南河村对全村危旧房屋、牛栏、猪圈、
旱厕、脚屋等进行全面拆除，全村共计拆
除危旧房屋 68 栋 ，旱厕 73 个 ，建成公厕
9 个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 近年来 ，南河
村通过制订 “村规民约 ”、签订 “门前三
包 ”责任书 、大力开展文明创建活动 ，持
续改善人居环境。

改善环境的同时，南河村的旅游设施也
迈上了新台阶。 2018年该村积极争取项目，
建成 14公里妙道山旅游线道， 打造了大别
山自驾游专属线路。 2019 年随着南河小流
域综合治理项目完工，该村还建设了一批茶
园步道、景观步道设施，方便游客观景。 去
年， 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318 国道精品线
路风景道项目也在南河村顺利开工， 全村
7.4公里国道将完成铺设沥青路面、 沿线杂
草清除、道路绿化的改造提升，建成后将会
成为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如今，南河村家家户户都吃起了“旅
游饭”。 “以前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茶农，后
来看到村里民宿生意红火，就办起了这家
民宿。 ”南河村村民余方国乐呵呵地告诉
记者，仅今年上半年他家的民宿营业收入
就接近 20 万元，“自家茶厂紧挨着民宿，
不少住客离店时，还会顺手买些茶叶带回
家，所以茶叶生意也很好。 ”

“我们村的村民大多从事旅游服务
业，开农家乐、在景区务工、卖特色农产品
等等。 目前村里已建成农家乐 59 家，其中
4 星级农家乐 4 家，高档民宿 12 家。 ”余滔
介绍， 去年南河村年接待游客达 41 万人
次，全村经济收入达 4685.2 万元，“生活好
了，村民们的笑容更多了，他们自觉维护
周边的环境，也更加用心、用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