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
河桥镇地处浙西山区 ， 是
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镇。
近年来 ， 河桥镇致力于建
设文旅特色型美丽城镇 ，
依托美丽的自然生态资源、
保存完好的古镇老街文化，
发展特色乡村旅游 ， 吸引
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赏
游玩。 新华社发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
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
月花。” 金秋时节， 我和同事吟咏着
这首 《山行》 诗， 一起来到辽宁省本
溪市境内的中华枫叶之路赏枫。

本溪素有 “神奇山水 、 枫叶之
都” 的美誉， 秋季的本溪成了万山红
遍、 层林尽染的七彩世界。 在这枫景
如画的世界里， 被国家旅游局命名的
“中华枫叶之路” 无疑是秋季赏枫的
最佳去处。 “中华枫叶之路” （本桓
公路） 西起本溪的碱厂镇， 东止于桓
仁的木盂子镇 ， 全长64．82公里 。 公
路两侧， 金黄色的落叶松， 火红色的
火炬树， 赭黄的柞， 酱紫的槭， 墨绿
的松， 漫山遍野， 竞相泛红， 红叶高
低错落， 颜色有深有浅， 自然调和，
令人赏心悦目。 人在这条铺天盖地的
色彩间穿行， 恍若融入了童话世界。

中华枫叶之路极宽阔， 可以并行
8车道。 公路上车流成串， 很多人为
两侧枫景所陶醉 ， 会禁不住停下车
来， 拍照、 赏析， 果然是 “停车坐爱
枫林晚”。

沿着公路一直向东， 很快就到了
“画家村” ———洋湖沟。 洋湖沟是一
处隐藏的美景， 据说曾是深山老林中
土匪藏身之地 ， 因不少画家追寻美

景， 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写生， 因此被
称为 “画家村”。 每年的秋季， 洋湖
沟便成为国内著名的枫叶观赏地。 这
里的枫叶艳名在外， 漫山遍野的红叶
高低错落， 颜色渐变， 组成五彩斑斓
的画卷！

驱车前行， 我们来到了赏枫的另
一绝佳胜地： 关门山。

进入秋季， 关门山便占尽了山之
神韵， 红枫万里， 如梦如幻， 漫山遍
野 ， 激情流泻 ， 山红 ， 水红 ， 天也
红！ 八方游人置身于这奇绝天下、 艳
羡人间的景区之中， 如临瑶池仙境，
陶醉其中而不知魏晋。

关门山气质不凡， 厚重而幽深，
柔美而绵亘 ， 尤其是视野里铺天盖
地、 扑面而来的枫叶， 更是让人心旌
摇动、 热血沸腾！ 那枫叶， 仿佛积蓄
了三季的能量和渴望， 单单等待秋季
这一释放时节的到来！ 在 “万花凋谢
一时稀” 的北方， 那山间的枫树一片
片燃烧起来了， 熊熊的火炬把这里的
山、 这里的水以及这里的人， 都烤得
激情荡漾！ 那叶， 红得热情， 红得纯
粹 ， 红得透明 ， 红得极致 ， 红得无
瑕， 红得耀眼！

“枫林映清泉， 绿树掩幽谷”， 离
开了关门山， 我们又来到了老边沟。

每逢九月底十月初， 老边沟便迎来了
一年中的狂欢： 山上、 溪边随处可见
的枫叶把这里装点成了一个童话世
界。 各种颜色的枫叶参差不齐， 五彩
缤纷， 溪光流韵间飘浮的红叶， 如静
水中悠然前行的小舟 ， 美得让人窒
息！ 老边沟的枫叶并不仅仅是绚丽辉
煌， 而且清新亮丽， 红、 黄、 绿三色
拼染的自然景致， 极具层次感！

沿着山间的碎石小道前行， 眼前
豁然出现一汪清泉。 清泉的四周， 依
然是红艳似火、 美如云霞的枫林。 清
泉本该倒映蓝天白云， 可此时却成了
“血湖”， 水面猩红， 热烈、 神秘、 纯
净、 圣洁， 气象雄浑， 蔚为壮观！ 不
知何时， 阳光君临， 满山流淌着赤色
的 旋 律 ， 红 潮 汹 涌 ， 层 层 叠 叠 ，
“烤” 得游人心跳加速， 仿佛此时就
站在恋人身边， 沉浸在初恋的美好回
味之中。

凭亭近看 ， 枫叶与奇岩和谐相
处， 浑然一体， 浪漫而壮美； 起身远
眺， 束束红叶灿如天边的彤云， 把整
个老边沟点缀得如诗如画 ， 如梦如
幻 ， 流光溢彩 ， 美不胜收 ！ 游人醉
了， 山峰醉了， 醉在这个静美的氛围
里！ 醉在这个云蒸霞蔚、 诗意淋漓的
秋天里……

■■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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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枫景醉金秋

近日， 为破解不合理低价游等问题，
规范旅游行业秩序， 海南以导游员工化为
重点， 推进导游管理体制改革。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 不合理低价游主要发生在旅游
一线， 由导游实施。 由于部分个体导游基
本工资和社保没有保障， 易引发为追求利
益 “铤而走险” 的旅游乱象。 发生违规行
为后， 又难以及时、 有效处理。

为此， 海南利用特区立法权修订相关
管理规定， 明确导游执业必须与旅行社、
导游服务公司或者涉旅企业签订劳动合
同， 由导游所在企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支付劳动报酬； 或者在省旅游协会注册。
此项改革创新的核心是以规范劳动关系保
障导游权益， 企业对导游的一切执业行为
承担法律责任。

■■旅旅游游资资讯讯

16家A级旅游景区被摘牌

近日， 2019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
大会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幕 。 在开幕式
上， 贵州省发布了10个山地旅游标准。

本次发布的山地旅游标准自2019年11
月1日起执行， 包括 《溶洞旅游服务规范》
《公路自行车游道质量等级标准》 《旅游
步道等级划分》 《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与服务指南》 《度假区 （村） 等级划分》
《景区观光车服务规范》 《汽车露营地设
施与服务规范》 《温泉旅游设施与服务规
范》 《文化主题酒店设施与服务质量等级
划分与评定》 《贵州省旅游星级饭店自助
餐服务规范》。

据介绍， 围绕建设全域旅游示范省和
国际山地旅游目的地， 贵州省实施了山地
旅游标准化战略， 以期对标国内一流、 国
际水准， 建立健全山地旅游标准化体系。

（据新华社）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发布公告
称， 综合明察暗访、 游客投诉、 安全监管
等情况， 湖北对复核检查严重不达标或存
在严重问题的6家4A级旅游景区做出取消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或限期整改的决定。 全
省共计16家A级景区集体被摘牌。

根据湖北省文旅厅公布的 《取消等级
景区汇总表》， 十堰市武当峡谷漂流景区、
襄阳市凤凰温泉景区、 利川市佛宝山大峡
谷漂流景区3家景区被取消4A级旅游景区
质量等级；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古门景区、
随县林泉生态园长寿谷景区等10家景区被
取消3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宜昌市枝
江沙浪奇观景区等3家景区被取消2A级旅
游景区质量等级。

发布10个山地旅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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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古镇
美景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