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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简单单油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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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第一奇山”白石山（白石老安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赚足了眼

球和眼泪， 姑姑和姑父历经三世磨

难，终于得以相守。很多人都被剧中

的十里桃林吸引， 而我却被天族圣

地昆仑虚勾起了一丝熟悉感。2017

年2月25日，国家旅游局宣布河北省

白石山景区等20家景区新晋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河北白石山，这座以

奇峰、云海闻名的“北方第一奇山”，

沧桑挺拔的山峰，雨后翻腾的云海，

都犹如昆仑虚般让人震撼、惊叹！

白石山的春， 敲响萌生在这里

生命的齐奏， 让人真真切切感受到

一种神奇的美丽。 为回馈广大游客

一直以来对白石山的厚爱，3月1日

至3月31日，白石山景区门票实施半

价优惠政策，原价150元，现价75元！

其实，早春的白石山，其景与天族圣

地昆仑虚最为相似， 三生迷们莫要

错过了。

奇景：早春出游，白石山，凭什

么吸引游客？

北方的山岳型景区， 大多有一

种沧桑美，如一位硬汉，峻峭的山体

没有太多的修饰； 南方的山岳型景

区， 却有一种灵动秀美， 如一位公

子，青衫折扇，玉树临风。白石山既

有太行山脉的雄浑险峻， 也兼容了

南方山岳的奇幻秀美，四季皆景：春

赏山花遍野，夏享奇松凉风，秋沐色

彩童话，冬入冰雪幻境！著名的旅游

专家魏小安如此评价白石山：“南有

黄山，北看白石，一南一北，一黄一

白，十年以后看两山！”

早春，是白石山最“错乱”的季

节。如果气温上升得快，那些早开的

映山红娇艳欲滴， 如白色云锦的野

杏花妖娆烂漫……如果恰逢寒流，

这个季节在白石山还能邂逅一场不

大不小的雪， 盛开的野杏花被冰凌

包裹，晶莹剔透，就像被时光凝聚的

美丽，难得一见！正所谓，你在南方

赏春花，我在北方看春雪！

白石山拥有我国独一无二的大

理岩峰林地貌，有三顶、六台、九谷、

八十一峰。峰林、怪石、云海、栈道被

称为白石山“四绝”，尤其是白石山的

绝壁栈道将“白石晴云、姜太公钓鱼、

八戒娶妻、双雄守山、凌波微步、山盟

海誓”等为代表的“白石山十二美景”

串联起来，尽览白石山大气之美。

虽然， 玻璃栈道已经成为山岳

型景区的“标配”，但白石山却是国

内第一家以玻璃栈道营销闻名全国

的景区，堪称中国栈道第一山！海拔

1900米的双雄玻璃栈道和海拔1600

米的飞狐双层玻璃廊桥无论从景观

效果和惊险刺激上都属国内第一。

有人说， 白石山可以让一个排

斥爬山的人爱上它。 爬山=自虐？

NO！ 白石山打破这种认知常态，成

功将“空中休闲” 融入了山岳型景

区。 索道可以直接抵达景色最宜人

的1600米和1900米游览线， 步移景

换，惬意行走，连老人和孩子也不会

觉得太累；登山小憩，坐在海拔1600

米的飞狐餐厅，喝一杯云端咖啡，享

清风拂面，是否有种神仙的悠然感；

在玻璃栈道上来个“透视”拍，玩转

独特拍摄角度和新奇画面； 夜宿海

拔1800米的高端酒店尚云间， 朝看

日出，夜数星辰，临风而立，绝对是

晒朋友圈的高逼格。

奇迹：5A不是终点，前行永不止步！

白石山景区是中景信旅游集

团打造的首个项目。2010年接手前，

白石山门票收入仅32万元， 在经过

中景信团队2011~2012年两年封山

打造后，2013年白石山营业收入增

长了40倍，达到1300万元，2014年更

是创造了 7500万元的营业收入 ，

2016年， 白石山的旅游收入已超过

1.5亿元，2017年2月， 白石山成功晋

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此时，距离白石山2014年9月正

式营业仅过了不到3年！中景信旅游

集团总经理黎志先生曾说： 我们要

用3~5年走完别人10年的路！ 白石

山，真的做到了！

成功创建5A的白石山， 可谓脱

胎换骨。2016年，白石山新建了翠屏

峰索道，与原有的祥云门索道、飞狐

峡索道共同构成景区内部交通系

统，形成旅游环线；于荆山口修建了

全新的游客中心，占地402亩，配套了

4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开通至景区

的免费接驳车； 在原有厕所的基础

上，新建厕所4座，扩建3座，改建16

座，成功推进厕所革命建设；修建了

漫赏云卷云舒、静待日出日落的尚云

间酒店， 提供了多元化的食宿选择；

完善优化了标识系统、 生态游步道、

无线网络覆盖、 智慧景区建设等，全

面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拿到5A的牌子并不是最终目

标，而是一个新的起点。”白石山景

区总经理李杰说，“白石山景区将以

此次成功创建国家5A级景区为契

机， 严格按照5A景区标准升级维护

各项硬件设施，以游客为中心，让每

一位游客在欣赏白石山得天独厚自

然美景的同时， 也可以感受到景区

5A级的服务。”

白石山，5A之后重新起步，再次腾

飞，期待你的下一个“奇”迹！

（文/董晨燕）
（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白石

山景区提供）

白石山“奇”迹飞跃 新“5A”三月特惠

超五星山涧酒店尚云间白石山游客服务中心

梦幻玻璃栈道（白石军魂摄）山盟台（北京老夏摄）

江山如画（白石军魂摄）飞狐玻璃廊桥"透视"拍（源形毕露摄）

油菜花长相一般，而

且没有丝毫心机， 只靠如

火的热情，靠集体的力量，

表现出自然界的纯粹与壮

美。

如果只看一朵油菜

花， 会看到一株柔弱的油

菜，身体纤细，穿着绿色的

裙子，头顶黄色的花朵，花

瓣并不繁复， 就那么随意

地排列着。这样的形象，太

像乡下小丫头。在这里，我

没有贬低乡下人的意思，

我就是乡下人， 在农村长

大， 有许多跟油菜花一样

的小伙伴，她们热情爽朗，

又略带一丝羞涩。 油菜花

瘦弱，似乎有点营养不良，

实际上它们小时候也是很

胖的，没开花之前，是肥嘟

嘟的胖丫头， 只是为了开

花，为了理想的绽放，菜花

们才把所有力量集中到花

朵上， 即使自己一下子瘦

去，也在所不惜。

油菜花很少单支独棵

地开放， 几乎不会一棵两

棵在田里生长， 它们一开

就是一大片， 满眼都是望

不到边的金黄。 它们不喜

欢孤独，因为它们简单，喜

欢孤独是哲学家或者艺术

家的事， 乡下丫头一样的

油菜花， 只希望和小伙伴

们一起疯疯傻傻地玩，一

起大大咧咧地笑， 一起装

扮家乡的田野， 一起期盼

农家的丰收。 油菜花开放

的时候，天空总是很亮，这

是被花朵热情点亮的，这

让人激动的情景， 在乡下

并不少见。 如果你是一个

旅人，在乡村走累了，想去

哪户人家歇歇脚， 讨杯水

喝，老乡会待你如亲人，他

们都有油菜花一样的热

情， 让你忘记旅途的劳累

与心底的孤独。当然，你很

可能听到有人在呼唤菜

花， 这是很普通的乡下女

子名字， 让你分不清到底

是人还是花， 到底是在陌

生的他乡还是回到了故

土。

菜花田边多老柳，这

些迎风飘扬绿胡子的老家

伙，像是油菜花的爷爷，看

着油菜花开得那么兴奋，

也会拈着胡须开怀大笑。

它给油菜花讲故事， 讲春

天的故事，讲仙女的故事，

讲江湖传闻，讲乡村轶事，

讲男人和女人爱得死去活

来， 讲好心人终于得到好

报。 沉浸在故事中的油菜

花也会落下泪来， 它们都

是敢爱敢恨的乡下女子，

它们学不会虚情假意，它

们学不来清高矜持。 有风

吹过时， 它们也会大方地

唱乡村小曲，声音不大，但

情感真挚， 这些都是流传

多年的乡韵， 那些听到的

人，真有耳福。花田边放蜂

的女子听得醉了， 这些追

逐花朵的人， 也是见过大

世面的， 却陶醉在乡村小

调所带来的独特韵味里，

心中充满芬芳与甜蜜。

油菜花本非观赏类花

卉， 如今却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喜爱， 这既是一种意

外，倒也在情理之中。来看

油菜花的都市人， 他们憋

闷得太久， 终于找到放松

所在，在蓝蓝的天空下，在

金黄的花田里， 贪婪地呼

吸着新鲜空气， 尽情地嗅

着油菜花的芬芳。 现在的

都市人真识货， 知道这里

最放松， 在花开得如此热

烈的乡村， 每个人也同样

会奔放热烈。 在一大片简

简单单的油菜花面前，每

个人也都变得很简单，简

单得忘记天与地， 忘记名

与利，忘记爱和恨，忘记了

自我。

文/谢祺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