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来， 我并不太喜欢游览人造景观， 去三国城
和水浒城是一次偶然， 而正是这次偶然的 “遇见”，
颠覆了我对人造景观的成见。 三国城是中国首创的
大规模影视拍摄和旅游基地， 一座影视文化与旅游
相结合的主题园， 也是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 央
视无锡影视基地将丰富的文化元素注入景区， 实现
了人造景观向人文景观的美丽嬗变。

■带你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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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国国城城，，一一眼眼望望穿穿两两千千年年
□周寿鸿

上周末， 在素有 “京南水乡” 之称的房
山长沟再迎万人长走， 也迎来了第23届房山
旅游文化节的开幕。 通过亲近自然， 同享绿
色空间， 长沟山水相依、 碧空如洗的美， 也
给长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少参与者表
示： 这里山水环绕简直是个天然 “氧吧 ”，
利用假期到长沟走走， 不仅是一种身心的锻
炼， 也是个休闲的好去处。

人文美景———天然湿地公园

长沟镇自古以来就有 “京南水乡” 的美
誉， 自然环境十分优越， 拥有丰富的林木、
河流、 湿地、 农田等生态系统资源。 特别是
位于镇域中心区的长沟泉水国家湿地公园，
占地面积达387.5公顷， 有12000多个泉眼常
年喷涌不断， 年流量近2000万立方米， 四季
恒温14度-16度， 形成了6公里长的水景观旅
游线。 依托天然美景， 拥有众多粉丝的房山
区知名品牌活动———北京国际长走大会， 已
经连续在长沟镇举办了九届， 先后有十余万
中外社会各界人士因为长走大 会 而 来 到
长 沟 ， 体验了这里山清水秀的优美自然
风光 。

得天独厚的人文与环境优势 ， 构成
了长沟镇如今的人文生态美景 ， 也为长
沟能够成为首批中国特色小镇奠定了较好的
发展基础。 2016年10月， 长沟镇被列为第一
批中国特色小镇， 明确了生态环保、 智慧科
技、 宜居宜业、 业城融合的国际金融小镇发
展定位， 力争把长沟·北京基金小镇建设成
为集聚产业、 文化、 旅游、 社区功能的特色
功能小镇和可持续发展示范区。

特色小镇———郊游休闲场所

常来长沟长走或游玩的资深粉丝不难发
现， 今年的长沟似乎更绿了。 记者了解到，
通过长走活动， 长沟镇生态环境、 镇域面貌
和旅游设施建设一再提升。 近年来更规划建
设了房山长沟泉水国家湿地公园、 圣泉公园
等一批市民绿色休闲场所； 种植了鼠尾草、
油菜花、 芍药花田等景观作物1300余亩； 采
取全域绿化、 涵养水源等措施， 使全镇绿化
覆盖率已达65%， 林木覆盖率达55%。 打响
了房山长沟的绿色生态品牌， 使长沟成为北
京市民亲近自然、 郊游健身的理想场所。

目前以长沟·北京基金小镇为龙头， 房
山区正在着力打造六个特色小镇， 即长沟·
北京基金小镇、 良乡·健康颐养小镇、 青龙
湖·文化旅游小镇 、 张坊·生态运动休闲小
镇、 琉璃河·燕都小镇、 周口店·周口店文化
小镇。 六个特色小镇同时也作为房山区新型
城镇化试点先行区， 在创新体制机制改革，
加大政策、 资金、 资源集成等方面进行先行
先试。

■周末推荐

去长沟，在行走中
享受天然“氧吧”
□本报记者 博雅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
雄……” 去江苏无锡三国城的路上，
这首歌一直在我心中回荡。 记得上
个世纪90年代初 ， 每天晚饭过后 ，
一家人就守候在电视机前， 等待观
看连续剧 《三国演义》。 随着片头曲
《滚滚长江东逝水》 音乐响起， 波澜
壮阔的长江之水被激昂的旋律推动
向前， 一个个英雄形象闪现在眼前，
我们沉浸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中。 虽
然过去了20多年， 每当听到这首歌，
我的心里仍然充盈着温暖和激动。

进入三国城， “遥想
公瑾当年”

一进三国城 ， 仿佛时空回转 ，
立即进入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场
景和意境。 在高大巍峨的三国城门
楼上， 一面面旌旗猎猎飘展， 这也
是 《三国演义》 中诸葛亮智设空城
计、 吓退司马懿15万大军的拍摄地。
经过中心广场的巨大汉鼎， 路过刘
关张三结义的桃园， 就到了曹营水
旱寨 。 《三国演义 》 中火烧赤壁 、
草船借箭， 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三
座高大辕门掩映下的曹营水旱寨规
模庞大， 由曹操点将台、 辕门、 四
座敌楼和楼船组成。 点将台两侧战
鼓矗立， 枪戟森森， 阵势威猛， 可
以想见当年曹公睥睨天下的威仪。

登上点将台， 放眼远望， 水寨
依山而立， 直达望江敌楼， 台、 楼
相峙对望 ， 犹感当年赤壁一战天
下三分的惊心动魄。 烟泽浩浩， 心
潮起伏， 一幕幕场景在脑海中浮现，
我不禁吟诵起辛弃疾的 《南乡子·登
京口北固亭有怀》： “天下英雄谁敌
手 ？ 曹刘 。 生子当如孙仲谋 。” 随
后， 走过长长的栈桥， 登上巨大的
“诸 葛 亮 号 ” 楼 船 ， 驶 入 烟 波 渺
渺的太湖。 抚舷而立， 船头浪花翻
涌， 我又想起了苏轼的 《念奴娇·赤
壁怀古》：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
古风流人物。” 那些叱咤风云的三国
英雄豪杰， 终如这浪花一样， 被滚
滚的岁月潮水淘去， 化作历史和文
学名著中的不朽身影 。 千百年后 ，
当我抚今怀古， 昔日的硝烟早已经
散去， 英雄俱已成空， 只留下隐隐
远山。

三国城的建筑都是东汉风格 ，
规模宏大， 吴王宫、 后宫、 吴营码
头、 聚贤堂、 甘露寺……一个个造
型逼真， 气势雄伟。 我来到三国城
时 ， 这里正在推出以 “遇见名著 ”
为主题的三国文化旅游节， “三国

故事会”、 “三国诗词会”、 “三国
群英会”、 “穿汉服学汉舞” 等活动
好戏连台。 或凭栏远眺， “遥想公
瑾当年”； 或随走随看， 静静地坐在
水榭、 后宫， 欣赏温婉典雅的穿汉
服、 学汉舞表演； 或在樱花林下散
步， 或在太湖岸边驰怀， 我用脚步
感受历史， 神思悠悠， 旷游在古今
之间。 暗淡的刀光剑影， 在惊险刺
激的 《三英战吕布》 马术表演中回
放， 远去的鼓角争鸣， 在 《火烧赤
壁》 特技展示中精彩再现……鼓声
点点， 战马嘶鸣， 枪戟翻飞， 此时，
我穿越了时空， 一眼看透两千年。

移步水浒城， 再忆108
位好汉

再移步水浒城， 让时光列车飞
驶900年， 进入北宋的时空吧！ 水浒
城与三国城相邻， 占地580亩， 主体
景观分为州县区、 京城区、 梁山区
三大部分， 是继唐城、 三国城之后，
中央电视台为拍摄大型电视连续剧
《水浒传 》 而建造的又一个影视基
地。 京城区的建筑气势雄伟， 富丽
堂皇 ， 有皇宫 、 大相国寺 、 樊楼 、
高俅府等； 州县区的紫石街两侧都

是仿宋建筑， 迥异于三国城的雄伟
古朴。 街道上市声鼎沸， 有杂耍表
演， 有阳谷县衙， 有武大郎的炊饼
店、 狮子楼、 王婆茶楼……狮子楼
就在紫石街附近， 我正好赶上表演
《武松斗西门庆》， 只见身穿VR衣的
演员凌空搏杀， 场面激烈刺激， 赢
得观众阵阵掌声。 梁山区则依山傍
湖而建， 清晰再现了水泊梁山的宏
大场景。 驻足忠义堂内、 扭头门外，
我恍惚看到那108位英雄好汉正大碗
喝酒， 兄弟情义至今还在弥漫……

一眼望千年， 闲坐说英雄 。 青
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在太湖之
滨、 军嶂山麓浓缩成如幻如梦的风
景。 游历三国城水浒城， 我如同行
走在千年之前的江湖， 任由时光悠
悠回流， 汉宋风云穿越而来。 叠嶂
峰峦、 潋滟波光， 让记忆的胶片渐
渐清晰， 那些惊心动魂的故事， 在
我的耳边细细讲述； 那些熟悉的人
物， 一个个出现在面前。

近年来， 尽管国内的影视城数
量不少， 但真正运营成熟的屈指可
数， 无锡三国城水浒城却历久弥新，
年游客量高达200多万人次。 亲身一
游， 方能领悟其中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