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天瀑布，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
崇左市大新县，“中国最美瀑布”、“亚洲
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这些响当
当的美誉，早已让我心生向往。

进入德天瀑布景区， 沿着观景步
道一路向前， 在越来越激越的滔滔水
声中， 二挂瀑布出现在眼前。 左边的
那挂纤细窈窕， 一条条晶莹的水帘从
苍翠中流泻而下， 那是位于越南的板
约瀑布； 右边的一挂粗犷雄浑， 犹如
千军万马， 奔跃而下， 让人震撼， 让
人激奋， 这就是声名远播的德天瀑布。
大家被大自然的威仪所倾倒， 纷纷举
起手机。 同伴在一边感叹： 左边的一
位是娟娟多情的 “女子”， 右边的一位
是气概万千的 “男士”。 哈， 同伴描绘
得如此形象， 让我不得不庆幸我能经
常与他们组队同游， 他们都是有着几
十年教龄的高中语文、 史地、 生物老
师， 领队还是语文特级老师， 他们知
识储备丰富， 出口成章， 又幽默风趣，
常常就是一路欢笑一路歌， 这种旅游，
是我最喜爱的方式。

为了能近距离去感受德天瀑布的
“缟绢垂天 ” 之美 ， 我们登上了竹筏
船， 在归春河中缓缓向瀑布靠近。 归
春河水从北奔涌而来， 被眼前巍然耸
峙的浦汤岛所阻， 便在密林和岩芽中
夺路而行， 突遇三层高达几十米的断
崖， 刹那间， 跌宕而下， 先在第一层
与第二层的平缓处形成一个小小的
“湖泊”， 后又汇聚力量， 在第二和第
三层倾泻而下， 一波三折间， 如雷霆
万钧， 威震河谷， 声闻数里。 在与河
面相遇的瞬间， 飞珠溅玉， 水雾濛胧，
如细雨扑面而来 ， 在阳光的照耀下 ，
那天地之间的雾气如细碎的珠宝， 闪

着光芒。 虽然湿了头发和衣服， 大家
却笑声盈盈， 在如此雄壮如此磅礴如
此豪迈的气势之前 ， 谁又在意自己
“肉身” 的存在？ 此刻的心灵， 早已化
作粒粒水珠， 随瀑布一起， 飞流直下，
浩荡南去。

导游说， 在雨季到来之时， 板约
瀑布和德天瀑布会合二为一， 那时的
瀑布， 还要震撼人心 。 我在想像那合
二为一时的壮美之时， 忽又想到刚刚
同伴的男人女人之比。 不是吗？ 爱情
也需要自由和空间， 这样的爱情才能
长长久久。

这时， 越南的一条小船靠向我们
的竹筏船， 一位面容黝黑的越南小姐
姐向大家兜售越南特色小商品， 男同
胞们都掏钱买下了几条越南香烟。 在
来时的路上， 导游就讲过关于归春河
的传说， 说是从前有两个善良的姑娘，
一个是中国姑娘 ， 一个是越南姑娘 ，
她们是一对好姐妹， 常常在一起洗衣、
撑船、 唱歌， 后来， 突然遇到了山岩
崩裂， 她们纷纷压在了巨石下， 后化
作了两只白鹤， 在归春河上飞翔。 这
个传说， 说明了中国与越南一河之隔，
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其它方面， 都息
息相关。

上得岸来， 我们沿着观景大道一
路向前， 浦汤岛上标准 “桂林” 式的
精致山头把瀑布映衬得更加秀丽。 德
天瀑布是 《花千骨 》 的外景拍摄地 ，
虽然我没有看过此剧 ， 但我能想像 ，
女主人公在青山绿水间衣袂飘飘的模
样， 人与景一样， 仙气满满。

此时 ， 瀑布就在我们身边流淌 ，
我们能从侧面观看到瀑布如厚重结实
的巨幅白帘般奔腾而下时的壮阔， 也

能看到瀑布在跌落岩崖之前是如何在
这座岛上寻觅它们的出路和未来。 它
们或一股浩浩荡荡地奔流在洁净如镜
的大块石面上， 或一小股一小股地在
石缝和树丛间东奔西突。 被大家称作
“庞特级” 的堂姐夫对我说， 以前， 我
们看到的瀑布如黄果树瀑布、 赤水大
瀑布等等都只能看到它们的 “现在”，
而今天 ， 我们观赏到了德天瀑布的
“前世今生”， 这就是德天瀑布与众不
同之处。 我仿佛在迷顿中苏醒， 不愧
是语文特级教师， 这真是点晴之笔呀。

河水汤汤 ， 德天瀑布的 “前世 ”
在我们面前一一展现。 有着水的滋润，
这片水之域， 也真正成了植物的乐园，
有生物老师在， 我们知道了它们叫做
石榕、 白玉兰、 轴轮葵等等， 这些树，
都是蕴积了无限光阴的树了 ， 它们
满身青苔， 盘根错节， 枝繁叶茂， 浓
荫蔽日， 它们用巨大的手臂架在水流
之上， 仿佛在聆听着水流千年万年的
歌声。

是的， 德天大瀑布， 就是归春河
的青春吟唱。

游览小贴士

如果住在南宁， 每天上午8:30有一
班旅游专线快巴在南宁琅东站出发 ，
可以直接到景区大门口， 但时间上有
限制， 必须在15:30回去。 还可以从南
宁北大客运站坐车去大新县倒车前往
景区。 德天瀑布早、 中、 晚景色各不
相同， 如果想观赏朝阳或夕照下的瀑
布景色， 可以选择大新县城或大新县
的下雷镇住宿。 德天瀑布最佳旅游时
间在每年4月—11月， 其它月份也不影
响游览， 只是水量会小一些。

近日， 昌平温泉文化节系列活动
走进美丽乡村———“艺术乡建” 文旅沙
龙在流村镇文化中心举办。 来自于设
计界的著名设计师、 知名院校艺术专
业的专家学者与北京昌平各镇乡文旅
从业人员相约长城脚下， 开启了一场
“泉心泉意” 的对话。

本次沙龙旨在打开 “艺术之窗”，
引领文旅从业人员从艺术的视角来分
析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业界专家围绕
昌平文旅特质、 流村镇长峪城村的特
色进行了案例解读， 就 “老村新貌”、
“老宅新宿”、 “老物新生” 三个方面
问诊把脉， 提出了新鲜、 实用的见解
和建议。

“艺术不止是对传统村落景观的
改造， 也是对乡村情感的体悟与关照。
通过对乡村情感的呈现， 艺术可以串
联起古今 ， 也可以串联起村民和游
客。” 据了解， 今年是文旅融合的第一
年， 在即将辞旧迎新之际， 文旅沙龙
的对话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和落
地模式， 未来昌平区将在文旅融合发
展上探索一条 “艺术” 之路。

北京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盟
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北京设计学会的
发起人、北京国际设计周战略顾问宋慰
祖， 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院长、
教授、设计学科负责人张继晓等专家学
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苗丽）

德德天天瀑瀑布布，，归归春春河河的的青青春春吟吟唱唱
□顾丽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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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主办
的 “三区三州” 旅游大环线专列首发
仪式21日在北京西站举行， 将通过沿
线旅游资源推介 ， 助力 “三区三州 ”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 此次旅游大环线专列从北
京西站发车， 将历时7天， 沿途停靠6
市州， 行程近7000公里 。 沿途的临夏
州、 张掖市、 嘉峪关市等地将举办系
列宣传活动， 推介当地文化旅游资源。

据介绍， 此次 “三区三州 ” 旅游
大环线专列开通， 将会把分布在 “三
区三州” 铁路沿线的丰富旅游资源串
联在一起， 带给游客更加快捷舒适的
旅游体验 ， 进一步推动 “三区三州 ”
旅游扶贫向纵深发展。

目前， “三区三州” 旅游大环线
包括1条大环线、 4条支线、 6条主题穿
越线， 以及若干条团队游、 自驾游分
支线及经典徒步游线路， 覆盖 “三区
三州” 众多贫困地区。

（余俊杰）

■■旅旅游游资资讯讯

“三区三州”旅游大环线专列
开启旅游扶贫新路径

归春河是中越边境的界河， 它发源于广西， 流经越南，
又进入广西。 “归春” 二字， 是多么富于蓬勃气息和寓意美
好的字眼。 归春河， 就如它的名字一般， 青春靓丽， 绚丽多
姿。 坐在车中， 虽然浓密的树木遮掩了路边归春河的容颜，
但远远的， 它那充满活力的音符已跃进了我们的耳朵， 我们
知道， 那就是德天瀑布为归春河奏响的青春之歌。

昌平温泉文化节走进美丽乡村
“艺术乡建” 文旅沙龙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