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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诸葛晨晨

阳光正暖，微风不燥，今年的清明小长
假，在天气晴好、景区景点特色优惠等多重
利好叠加下，多数市民外出扫墓时兼顾踏
青，打卡“网红”景点、玩转乡村自驾游……
台州迎来春节之后第一波旅游高峰。

根据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的统
计，清明假期，台州继续落实景区门票预约
制度，全市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 47.3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1113.01万元。其中，天

台、黄岩、仙居接待游客数量较大，分别为
15.3万人次、11.77万人次、8.47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分别为 121.2 万元、289.85 万
元、547.49万元；三门接待游客数量增幅较
大，同比增长 10.83%。游客构成以省内为
主，大多来自本地及周边地市。

据介绍，今年清明假期，得益于天气晴
好，游客出游热情较高，各大景区游客数量
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游客出行以自驾
游、亲子游、乡村游、一日游为主，红色景区
游客增加明显。

再加上，全市各地景区景点、酒店民
宿、旅游聚集区推出各具特色的文化体验
游，进一步丰富了旅游产品及服务的供给。

如台州府城景区推出“台州府城樱
花纪”，举办春田花花读诗会；温岭石塘
半岛滨海游线和五龙山体育公园、九龙
湖湿地公园等市内公园受追捧；黄岩蓝
美田园推出 19.9 元的门票优惠活动，奥
特莱斯更是推出一波折扣活动，吸引大
批游客前往消费，三天营业额达 350 万
元。我市各景区村庄也是“各美其美”，仙

居县横溪镇白冠山成为游客赏花首选之
地，天台后岸、张思、塔后、安科等乡村旅
游点人流密集。

为确保清明期间全市文化和旅游
假日市场安全有序，4 月 1 日，市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提前做好工作，对清明
期间文化和旅游假日市场的疫情防控
和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周密部署。小长假
期间，台州各地努力营造安全有序的旅
游市场环境，无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
事件发生。

游客出行以自驾游、亲子游、乡村游、一日游为主，全市各地景区景点、酒店民宿、旅游聚集区推出各
具特色的文化体验游——

清明小长假，台州接待游客47.3万人次

林 立

标题这句话，是《我的姐姐》让我想到最多的
一句话。事实上，每一个为电影落泪的观众，不分
男女，但凡意难平，感慨最多的也是这句话：

“我们的女性……”
我们的女性，不是每个人都遭遇过电影中的

姐姐“安然”那样的痛苦。可即使是从小被当成公
主疼爱的女性，也能对电影描述的“针对女性的不
公”产生共情，因为自身很幸运的女性，身边总会
有被“重男轻女”陋习影响的女性亲友。

她们是表姐妹、妈妈、婶婶、姑姑、舅妈、外婆、
奶奶、曾祖母……

她们的统一特征，是无力。遑论性格是否强
势、事业是否有成，只要她们所在的家庭有根深蒂
固的“重男轻女”，她们最终的感受，就是无力。

正因生活中有太多“安然”，所以《我的姐姐》
让太多观众泪崩。我也在其中，不过安然这个角色
并不是我的泪点。

我哭的那几场戏，为的是安然姑妈，是安然弟
弟，是安然舅舅的女儿，是那个已有两个女儿明知
再生第三胎自己可能会死的孕妇，甚至是那个并
没有几场戏的小女孩丫丫。

这些女性角色中，安然姑妈是最有冲击力的。
在她身上，我感觉导演、编剧释放了在主角“安然”
身上压抑的情感。

饰演姑妈的朱媛媛，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将
姑妈或者直接可以说是“我们的女性”这个形象，
演绎到极致。她那张让人心痛的难掩昔日清丽的
脸，憔悴到极致，又坚强到无敌。

她大半辈子的精力，都被父权、夫权、子女三
个存在支配着。我感觉到她随时可能累死，但她却
依然让我相信她还能前行。

她的优秀，全都奉献给了家人，由被迫到主
动，她甚至从中领悟出某种真理。她说不清是什
么，只能反复告诉一心想要将弟弟送人的安然：

“你弟弟，多乖啊。”
相比姑妈身上强大的戏剧张力，张子枫饰演

的安然，显得很犹豫、很单调。我看得出她面无表
情是她在隐忍，她声嘶力竭是她在爆发，但她显然
被某些不可知原因稀释了太多真实的情感。

她那个年龄差都可以当儿子的弟弟安子恒，像
一块刻有“爱我吧”字迹的磁铁，一次次吸引她抛弃
自己的苦痛，最终决定带着弟弟共同奔向美好生活。

有多少理解安然情绪转变、被她们的姐弟情哭花
眼影的女观众，就有更多厌弃这种刻意煽情的女观众。
这种情节的安排，你不能说不合理，但真的不对劲。

亲情难以分割，这是一个事实。但很多女孩确
实被父母舍弃。如果她们应该觉悟“血浓于水”，在
父母逝去后和他们和解，我不晓得她们的父母如
果能说话，会不会说出：“不用管我们，一定要管好
你的弟弟。”

理性归理性，安子恒这个男孩确实让我多次
因父爱落泪，他的无辜写在脸上，也写在每个明理
者心里。不过，这和我接受这个弟弟的设定无关。

因为我觉得，现实中目睹父母割爱姐姐、独爱
自己的弟弟，大多数的性格，是姑妈儿子安然表哥
那样的男生。

他是怎样的呢？用片中安然一句轻描淡写但
让人无比痛苦的话，是一个“把我当沙包打”的男
孩。这男孩的父亲，安然的姑丈，“偷看我洗澡”。

这样的男性，让女性齿冷、心冷。很多绝望的
女性，通过《我的姐姐》看到了一些正道的光，可惜
光影斑驳，让人更加唏嘘。

有趣的是，在观影前一晚，想到第二天要看
《我的姐姐》，我突然很想听张楚唱的《姐姐》。而次
日观影至片尾，竟然真的响起了《姐姐》。

不过这首翻唱的《姐姐》，将张楚原版的痛苦愤
怒过滤成了清新温暖，也删去了一段歌词。那段歌
词，唱的是一个酗酒、家暴，已经垂垂老矣的父亲。新
版的翻唱，避开了父亲，只保留一个“温暖的姐姐”。

突然间，我觉得《我的姐姐》还可以有一个名
字——《爸爸去哪了？》。

我们的女性

本报见习记者王佳丽

临海蜜橘，以涌泉镇产的名声最盛，而
涌泉镇最好的蜜橘，据说就在延恩寺附近。

相比于建在繁华闹市的寺庙，延恩寺
格外清幽雅静。

寺门外，是高大的古柏，树阴葱茏。寺
门内，也有许多古树，树龄逾百年，如银
杏、桂花、梧桐等。

走进延恩寺，佛教建筑群落包括大雄
宝殿、天王殿、伽蓝殿、智者大师纪念堂、
章安大师纪念堂、祥云楼、方丈楼以及龙
珠山宝塔等，蔚为壮观。殿后有一座观音
塔，登塔可览延恩寺全貌，俯瞰不远处的

田野阡陌，橘树成群。
延恩寺最出名的，要数它的悠久历

史。这是一座西晋时期建成的古刹，距今
已有1700多年。

1700多年，这个时间竟然和临海最
早记载的栽培蜜橘的时间完美呼应。

这座寺庙开始修建，橘树也开始在这
片土地扎根，开启不断栽培优育的历程。

冬无严寒，雨量充沛，三面环山、一面
沿江的自然和地理条件，让生长在这里橘
子晒足了“日光浴”，饱吸了水分。于是，每
年到金秋十月，一簇簇橙色的色点就会在
这块以绿色为基底的画布上作画，演绎一
幕别有风情的累累硕果。

橘子甘甜如蜜，在唐宋时期，台州就有
献贡柑橘的任务。到了如今，涌泉产出的橘
子，更是成为高品质蜜橘的“代言人”。

涌泉蜜橘和延恩寺两张“金名片”，让
延恩村被评选为浙江省 3A级景区村庄。
而在另外两个3A级景区村庄——尤溪镇
下涨村和括苍镇黄石坦村，居住在那里的
人们改变了古老村庄的发展形态，村庄的
茂林深篁拦住了都市的灯红酒绿，时间也
在这里放缓了脚步。

下涨村位于江南大峡谷的中段，毗邻
江南大峡谷、指岩滑草场、情人谷、坪坑古
村落、龙门景区等景区。其中，江南大峡谷
以神秘而诱人，以秀美而揽胜，山美林密，

巧岩丛生，自然风光绝佳。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和山水优势，让下涨村成为有名的

“民宿村”，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游客。
尤其是每年漂流旅游旺季，作为漂流

项目的必经之地，这个藏于重山之中的小
村庄变得格外热闹，甚至一房难求。

不过，下涨村的野心可不仅仅是做周
边景区的配套食宿，村民们正努力打造本
村休闲旅游品牌，陆续开发出捣年糕、挖
笋等项目，举办乡村旅游节等活动，以满
足游客需求。

春来赏春花，夏来嬉戏水，秋来吃山
货，这些都是下涨村的“常规操作”。到了静
寂的冬日，这里依然有许多看头，要是刚好
赶上一场雪，那可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2020年的冬天，下涨村就下过一场
雪，山中小村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世
界。想象一下，坐在民宿的窗边赏雪景，和
家人、朋友们吃着热气腾腾的煎豆腐、炒
芋头、炸石斑鱼、红烧土鸡块……再喝上
一口手工糯米酒，人生尽欢。

下涨村西北方向12公里外的黄石坦
村，也是一个民宿村，海拔400米。相比于
下涨村的热闹，这里静谧安宁。

黄石坦村位于方溪水库源头、九台沟
景区入口，背靠括苍，群山环抱。

黄石坦村曾是一个人口逐渐减少的
“空心村”。从2016年开始，依托当地特色
的石屋建筑和优越的自然环境，黄石坦村
开始打造以休闲、艺术、养生、文化创意为
主题的石缘山居特色民宿村。

在村里漫步，你会发现，石屋以各种方式
见缝插针地镶嵌在复杂的山地之间，绿植、花
草、藤蔓、溪流，在石屋间点缀，好一派怡然闲
居的乡野风光。也正是这样的风光，让当年第
一批来这里改造民宿的人，停下了脚步。

这些民宿的改造，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村庄本身的风格。石头堆垒的墙壁，木制
结构的内屋设计，矮墙上摆放的瓦罐，房
前装饰的藤编手工艺品……赋予这个村
庄独一无二的气质。屋后竹林喧喧，屋前
流水潺潺，越来越多的人闻声而来，选择
在这里小住片刻，寻找心灵的宁静。

如今，村里的民宿越来越多。民宿和山
水相互成就，文化在此焕发新生，文化礼
堂、黄石书院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修建起
来了。黄石坦村还准备引进更多艺术创意
产业，打造文化氛围浓郁的艺术创意村。

临海·恬蜜探秘之旅：延恩村—江南大峡谷—下涨景区—黄石坦村

橘海藏古寺 青山隐村宇

本报见习记者元 萌

仙居地处台州西部，是一座底蕴深厚、
人杰地灵的千年古城。北宋时期，宋真宗以
其“洞天名山屏蔽周卫，而多神仙之宅”，诏
改今名。而今，循着“皤滩古镇—神仙居—淡
竹林坑—杨丰山”漫步，千年古街曲径通幽，
沿途山水别具情致，乡野村居令人神往。

沿灵江、永安溪的水路，在皤滩拢岸；
通往浙西的苍岭古道，在皤滩起步；一场
云游仙境之旅，也在千年造就的皤滩古镇
落下注脚。北宋年间，皤滩方圆十五丈水
埠头被划定为官埠，逐渐崛起为一座以渡
口贸易为主的小集镇，人们称之为“白滩
集”，直至明代改称为皤滩，是古代江南的
一颗商贸明珠。

在蜿蜒的龙形古街缓缓前行，白色鹅
卵石铺就的地面，如蛟龙盘卧一隅。当然，
古街最诱人的莫过于各色美食：油圆、泡
鲞、仙居春卷，还有民间宴席菜肴“八大
碗”，将当地风土人情融入饮食。

古镇还有“中华第一灯”针刺无骨花
灯，皤滩“花灯之乡”的美称，也是由此而
得。当地还开设了花灯制作体验课程，将
这份古老技艺传承延续下去。

距皤滩十余公里的神仙居，是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国家 5A级景区，以岩奇、瀑
雄、谷幽、洞密、水清、雾美，引人驻足。

自北海索道上至南天索道下，其间行
走在菩提道、般若道、因缘道、观音道、飞
鹰道与无为道上，四周景致气象恢宏，令
人眩目。

菩提道上石壁巍峨，云蒸霞蔚。般若

道上可观佛祖讲经、诸佛听经的宏大场
景。因缘道上鸟鸣婉转，移步换景，如行走
于画卷之中。观音道上，绿树成阴，霞彩万
道。飞鹰道上惊险奇崛，常有情人携手同
行。无为道则颇具仙风道骨，展现“云海松
涛群峰秀”之美。

沿途欣赏神仙居的“八大景”，领略天
地造化的自然风光。古刹西罨寺侧巨峰摩
天，如一叶风帆，慈航普渡，故称“西罨慈
帆”。再往前，石壁千仞，画屏天开，朝夕观
晤，烟霞往还，“画屏烟云”美不胜收。“千
崖滴翠”“近山见质”的景致层现错出，展
现淡彩水墨画卷。“犁冲夕照”“风摇春浪”

是特定时节才能观赏到的自然奇景。立太
极台上，可观远处崖壁上的“天书蝌蚪”。
在诸峰林立间听“佛海梵音”，在山谷间

“淡竹听泉”，让灵魂得到片刻的放松。
神仙居还打造了全国首个5A级景区内

的户外运动公园，游客可以体验飞拉达攀
岩、攀越丛林、高空滑索、扁带等户外运动，
于2020年获评长三角精品体育旅游线路。

下一站，前往淡竹林坑享受乡村慢生
活。行至林坑村文化礼堂，会遇到贩卖茶
叶、笋干、蜂蜜等土特产的农民。春日时
节，走出淡竹林坑，还能看到成片的油菜
花开放。

朱溪镇的杨丰山，以 2000多亩的高
山梯田著称。站在高处观光，梯田云雾缭
绕、高低错落，远处的巍巍群山、茂林修
竹、通村公路和村庄若隐若现，为美丽田
园增添了些许“仙气”。

杨丰山的最佳观光季节为插秧的 5
月与收割的 10月。在稻香弥漫的金秋时
节相会杨丰山，俯瞰金色浪潮，体验丰收
喜悦的同时，还能领略到世外桃源般“阡
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农居之乐。

从“神仙之居”到“人间之居”，这趟云
游之旅，在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的杨丰山
画上句点，但千年古城的魅力未曾消退。

仙居·云游仙境之旅：皤滩古镇—神仙居—淡竹林坑—杨丰山神仙居—淡竹林坑—杨丰山

漫游古城 领略钟灵毓秀略钟灵毓秀

本报记者陈伟华

4月1日-15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郑聪宾草书临摹展，在路桥区文化馆二楼展厅举办，共
展出郑聪宾临摹黄庭坚草书作品32件。

据介绍，此次活动由路桥区委宣传部、路桥区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是郑聪宾草书临摹
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

这些参展作品，是郑聪宾潜心钻研、精心创作而
成，可谓特点鲜明，精彩纷呈。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
郑聪宾紧扣时代脉搏，赋予笔下作品更多的情感内
涵和精神力量。“这些参展作品，包含了临摹黄庭坚
草书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诸
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卷》，等等。临摹时，我力求做
到还原经典之美，与传统文化同行。”郑聪宾说。

郑聪宾现就职于路桥区文化馆。他是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2017年入选浙江省文联“新峰计
划”和浙江省书协“新峰计划”，2018年入选浙江省
书协“新峰精英”40家。

郑聪宾草书临摹展
在路桥举办

去台州乡村，寻找别样的风景

临海涌泉延恩寺临海涌泉延恩寺

仙居皤滩仙居皤滩 本组配图由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本组配图由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