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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嘉興南湖景區，儘管下雨，但前來
瞻仰南湖紅船的遊客絡繹不絕。「這兩天遊客
特別多，7月1日有43000人，7月2日早上開業
兩個多小時就已經達到了15000人！」南湖景
區的工作人員介紹。
近年來，紅色旅遊成為中國遊客出行的新趨

勢，紅色旅遊的教育內涵日益受到人們的重
視。浙江省旅遊產業信息服務平台數據監測顯
示，2018年上半年浙江省旅遊景區熱度指數排
行中，「南湖」位居首位，熱度指數為9.60，
烏鎮和西湖位列其後。
根據中國各大旅行社的統計數據，今年暑

期，上海中共一大會址、浙江嘉興南湖紅船、
河北西柏坡等「紅色地標」將吸引大批遊客到
訪，預計將有過億人次選擇紅色旅遊。
值得注意的是，隨紅色旅遊業態不斷轉型

升級，紅色旅遊正吸引愈來愈多年輕人參與進
來。來自攜程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5月，參

與紅色旅遊的遊客群體中，60後和70後的人群
佔比已降至32%，80後和90後則提升至39%，
00後佔比也在大幅提升。平均年齡從3年前的
32歲下降到了如今的28歲。
業內人士分析，紅色旅遊在年輕遊客中形成

熱潮，一方面是由於暑期親子遊的需求，很多
父母都希望能夠寓教於樂，讓孩子在旅行的同
時接受紅色教育；另一方面也是近兩年紅色旅
遊的產品設計更加注重遊客體驗，將紅色旅遊
與自然風光、體驗式旅遊相結合，開發出了一
系列遊客體驗內容。
面對紅色旅遊興旺的局面，上海中共一大會

址紀念館、延安經典紅色旅遊景區、井岡山革
命博物館等全國著名紅色旅遊經典景區積極聯
動，倡議促進紅色旅遊與鄉村旅遊、文化創意
相結合，聯合開發特色紅色旅遊精品，形成紅
色旅遊產業鏈，為革命老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
注入新活力。

我總覺得香港的魅力，是喧囂和
寧靜並存，精緻和壯麗共處。走過
一長段高樓織就的屏風，叮叮車行
在鐵軌上的摩擦聲，雙層巴士突然
加速的發動機聲，商家舖子裡傳出
的音樂聲，潮水一樣湧動的人的
混合聲，震得整張耳膜都顫動不
已，於是戴耳機走路、坐車，似
乎是不分年紀的香港人的共性。走
走，一轉彎，路旁高大的細葉
榕忽然密集起來，各色喬木、灌木
也漸漸鬱鬱葱葱，呈現出有別於道
路綠化式的原生狀態時，我便知
道，這一段香港要陷入空前的靜謐
了。譬如深藏在域多利道邊上的西
環泳棚，就是這樣一個好去處。
對於年輕人而言，泳棚已是個古
老的名詞和古老的去處。對於老一
輩香港人，泳棚承載的不止是在海
裡暢游的澎湃，更有對青春、愛
情的純美記憶。
泳棚在香港已有逾百年歷史，香
港的男女老少游泳，都會選擇去泳
棚。泳棚這個詞其實很寫實，就是
在海邊用竹子和木板，搭成一排大
棚，供前來游泳的人，換衣服、儲
存物品、沖水洗身。可以考據到最
早的香港泳棚，是1911年建在北角
七姐妹區海邊。據說，每年多達十

萬人，去那裡游泳。隨後，港
九、新界沿海的地方，漸漸地建了
越來越多的泳棚。
直到1957年，香港修建了第一個

公共泳池——維多利亞公園游泳
池，去清潔規整的游泳池裡游水，
漸漸成了香港人新的時髦。公共泳
池泳館，開始在各區興盛起來。彼
時，香港經濟開始起飛，工業、填
海、污染，讓近灘的海水變得污濁
不堪，簡陋的泳棚也跟失去了昔
日的鼎沸的人聲。再後來，香港排
污管道開始完善，海水的水質也逐
漸恢復到可以下海暢游了，只是泳
棚早已漸行漸遠。
位於港島最西端的西環泳棚，成了

唯一保留下來仍舊可以使用的泳棚。
從域多利道明愛賽馬會宿舍對面的

公交車亭，直直拐進去，大約下二十

幾個台階，就看見一株碩大的細葉榕
樹下，坐落一爿淺綠色的鐵皮泳
棚。牆面上鑲嵌的穿衣鏡依舊明
亮，深入海水中的木橋也還在，來這
裡游泳的人卻不常在了。每日絡繹不
絕湧入的，是一群一群或舉長槍短
炮的攝影發燒友，或舉各式手機的
文藝男青年女青年。
不得不說西環泳棚是一處拍美照

的好位置。長長的一條木棧道，深
入大海，正對的青洲島上，燈塔
矗立。臨海的石崖起起伏伏，依據
地勢盤旋在上面的大小榕樹，恰好
勾出一張張足以媲美明信片的照
片。早上來拍，白雲悠悠，木橋修
長。傍晚來拍，夕陽如畫，大海壯
闊，燈塔亮起，日落的風景不可多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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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
1) 中環碼頭乘搭54號小巴，經過堅尼地城，叫司機提醒在西環
泳棚下車。

2) 乘搭5號城巴，在西環廢物轉運站下車，沿斜路走，會見到西
環泳棚入口及下山的樓梯，即可通往西環泳棚。

3) 由堅尼地城站C出口，沿海邊步行到廢物轉運站，沿斜路走，
會見到西環泳棚入口及下山的樓梯，即可通往西環泳棚。

■■沿途有不少拍客沿途有不少拍客

■■遠望西環泳棚遠望西環泳棚，，長長的一條木棧道長長的一條木棧道。。

■■上海中共一大會址舉行升國旗儀式上海中共一大會址舉行升國旗儀式

■■廣州市廣州市
越秀區恤越秀區恤
孤院路的孤院路的
中共三大中共三大
會址會址，，傳傳
承紅色基承紅色基
因因。。

■■嘉興南湖紅船嘉興南湖紅船

午飯後休息片刻，耀偉師父說：「送佛送
到西，我帶你們去百花谷五龍潭，但是需要
兩個多小時，西天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
的。虛雲大師114歲時，還能徒步4個小時
上雲居山呢！」
他稱，古人雖然物質匱乏，但精神飽滿，

現今卻反過來了。「吃齋飯的時候，看到有
施主的碗裡還剩很多飯菜，我就會勸說他，
不能浪費糧食。他以為我是不給面子，哪知
面子是靠自己做出來的。所謂禪，就是人類
鍛煉思維生發智慧的生活方式。很多人來這
裡參禪悟道，走一遭卻是走馬觀花，燒香拜

佛許願，卻不思考，你是從哪裡來，現在怎
麼樣，將要去哪裡。」
路途中，時而陣雨綿綿，時而陰霾籠罩，時
而天空放晴，一段旅程兼有三者。耀偉師父說
道：「在雲居山，晨鐘暮鼓間，時光流逝；春
夏之際，踏青賞花，斜風細雨不須歸；冬天，
大雪茫茫，可以煮雪烹茶，獨釣寒江雪。」而
另一邊廂則有人輕聲嘀咕，「這天氣，要是有
空調就好了！」強烈對比，引得一行人哈哈大
笑，就連師父也忍俊不禁。
沿石階而下，蟬鳴不絕，聽水尋潭，往

年枯枝落葉還在地上堆積。師父在路途中挑

揀枯樹根，將最自然的物件帶回去，欲作放
置擺件之用。半個小時下山路之後，泉瀑奔
瀉，水花濺起，將花崗岩沖成五個天然的深
潭飛瀑，落差近百米。第一潭渾然像仙人休
閒沐浴之盆，故稱仙女浴盆；第五潭名為火
龍渦，潭水清寒逼人，奔騰咆哮，震耳欲
聾。師父看到記者儘管氣喘吁吁、大汗淋漓
仍不落下，稱「有悟性」，一時興起，大方
將自己的秘密基地分享。站在歡喜石上，視
野凹形且開闊，大團大團的霧氣從山林間升
騰翻滾，飄向遠方；更遠處的村莊，浸潤在
安靜祥和之中。

「「天下第一禪山天下第一禪山」」雲居山雲居山
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縣境內，有座「天下第一禪

山」雲居山，總面積216.5平方公里，主峰海拔969.7

米，以真如寺為中心，雲門寺、圓通寺、瑤田寺、祗

樹堂寺等散落四周，另有奇峰怪石、飛瀑流泉、崖洞

幽谷、碧溪江湖、田園風光、古樹參天、文人墨

寶……近代四大高僧之一虛雲重建六大名剎古寺，一

生如虛空的雲，需要雨滋潤的地方他就去，需要雲遮

蔽的地方他也去，最終圓寂雲居山，倒有幾分注定的

意味。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 江西報道

旅遊小貼士旅遊小貼士
雲居山雲居山，，雲蒸霞蔚雲蒸霞蔚，，勢勢

雄貌秀雄貌秀，，植被繁茂植被繁茂，，氣候氣候
宜人宜人，，山之東怪石多姿山之東怪石多姿，，
石屋藏仙石屋藏仙；；山之北群峰疊山之北群峰疊
嶂嶂，，瀑奇潭碧瀑奇潭碧。。夏日炎夏日炎
炎炎，，這裡的門票這裡的門票 2121 元元//
張張，，溫度只有溫度只有2727攝氏度攝氏度
左右左右，，絕對是個消夏避暑絕對是個消夏避暑
的好去處的好去處。。可自駕或從九可自駕或從九
江江、、南昌坐旅遊巴士前南昌坐旅遊巴士前
往往。。
如果有緣分如果有緣分，，你還能跟你還能跟

師父討到一杯茶喝師父討到一杯茶喝，，得一得一
妙語妙語，，運氣更好的話運氣更好的話，，能能
去師父的菜地去師父的菜地「「化緣化緣」！」！

跟祖師爺參禪去跟祖師爺參禪去

抗日戰爭期間，真如寺毀於日軍的炮火，只有
盧舍那佛銅像在殘垣斷壁中閃現。1953年，已百
歲高齡的虛雲集眾僧百餘人，開荒種地，重建寺
廟。至今，寺廟還傳承「耕雲鋤霧，打地拋
磚，坐禪結七，講經傳戒，一派農禪景象，儼然
百丈家風。」
寺廟旁，泉水灌溉的禾苗，在孕育拔節；茶樹

階梯式鋪滿山道，沐浴陽光雨露；微風吹過，菜
地泛起一片活力。絲瓜攀上架子，開花結果；碧
綠的葉子下，藏隻隻墨綠色大南瓜；青椒、茄
子鮮嫩飽滿，等待採摘。一位正在鋤地的師父
說：「你看這些菜長得多好看，不打藥，只施農
家肥，菜農也未必有我們種得好。我們每天早晨
三點半起床，八點鐘在田間勞作，中午吃飯休息
之後，兩點開始幹活。」幹農活休息間隙，他席

地打坐，面朝菜地，不睇過往行人。
中午時分，跟隨師父們的步伐，進入齋堂享用

齋飯。菜清一色素，大部分都是剛從菜地採摘來
的，米則是秋收冬藏而來。每一道菜旁，都配有
一雙公筷，採用流水席制，既熱鬧又節約。一桌
八人坐滿即開席，不消10分鐘，美味佳餚就被一
掃而光。就連一向追求減肥的女信眾們，不顧淑
女之姿，直接站起來，用勺子盛起了第二碗飯。

雲居山最具名氣的莫過於真如寺，它
是佛教禪宗（曹洞宗）的發祥地、

全國佛教「三大樣板叢林」之一、中國佛
教領袖的誕生之地、歷代高僧圓寂的寶
地。千百年來，大德高僧，教化眾生，閱
盡滄桑，方曉世事無常；文人騷客，紛至
沓來，流連山水，吟詩作賦；善男信女，
燒香祈願，駐足誦經，還願歸去。總之，
每個人以此為起點，最終都能找到自己的
去處。
方丈純聞法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

紹，該寺始建於唐憲宗元和年間，開山祖
師為道膺禪師，唐僖宗年間賜額「龍昌禪
院」，後有數十位主持延續。近現代主持
均是大德高僧：虛雲一生一衲、一杖、一
笠、一鐘行天下；性福為人為法，亦禪亦
農，愛國愛教，愈老愈紅；海燈以武術而
聞名，為一代宗師；一誠愛國愛教，以弘
法利眾為己任，實踐苦行頭陀之志向。
這裡留有老和尚們的許多人生感悟，只要
悟出一句，人生便豁然開朗。所以，真如
寺是最好的靜心之旅目的地。

真如寺位於
平坦的山頂，峰
巒疊嶂向四周伸
延，宛如一朵盛
開的蓮花。天王
殿前，點三炷
香，許一個願；
大雄寶殿裡，虔
誠拜佛，叩問心扉。一旁的女信眾說：
「我來真如寺朝拜已經有10年。每隔幾
年，我都要許一個願望，都是關於事業、
婚姻、父母、子女方面的，全部都實現
了。」
踱步至室外，過堂風涼爽，千年銀
杏，呈參天之勢，掛滿青澀果實；繡球
花，葉片肥碩，花朵燦爛綻放，雨後更顯
美麗。沿右邊小道至虛雲紀念堂，這裡
是虛雲生前居室——「雲居茅蓬」的遺
址，安放了其高1米、重500公斤銅坐
像，附有生平事跡圖片及著作、遺物等。
堂前老和尚種植的玉蘭和自輓聯「坐閱五

帝四朝不覺滄桑幾度，受盡九磨十難了知
世事無常」，日夜為伴。
附近的趙州關是雲居山頂的一個隘

口，以紀念唐代趙州和尚、道膺禪師兩人
在隘口依依惜別，原存石碑現已建成關
樓。關樓內，碧溪潺潺，湖水清澈，一群
群紅色錦鯉戲水；關樓外，虛雲舍利塔，
萬籟俱寂。將視野投向更遠方，茂林裡有
200多座僧塔。隨行的耀偉師父稱，「凡
是能有塔者，都是大禪師。以防僧塔被外
人破壞，幾乎不對外宣傳，也沒有修路。
大師們也更希望後來者能傳承佛法，至於
朝拜，用自己的方式即可。」

參禪拜塔 尋先人之蹤

農禪並重農禪並重傳承百丈家風傳承百丈家風

徒步遠行斜風細雨不須歸

■■虛雲紀念塔虛雲紀念塔。。

■■飛瀑前飛瀑前，，參禪悟道參禪悟道。。

■■師父們在閒聊師父們在閒聊

■■三年禪關三年禪關
修煉出來修煉出來，，
心如止水心如止水。。

■■寺廟經書免費贈送寺廟經書免費贈送
信眾信眾，，廣結善緣廣結善緣。。

■■海燈大海燈大
師舍利塔師舍利塔

■■放生池裡放生池裡，，錦鯉戲水錦鯉戲水。。

■■開山祖開山祖
師道膺禪師道膺禪
師的舍利師的舍利
塔塔

■■雲居山山門雲居山山門■■明月湖明月湖，，因其似倒掛中天的因其似倒掛中天的
一輪明月而得名一輪明月而得名。。

■■方丈純方丈純
聞 法 師聞 法 師
說說，，練字練字
也是修身也是修身
養性的好養性的好
方法方法。。 ■■寺廟內景寺廟內景

■■耀偉師耀偉師
父的秘密父的秘密
基地基地。。

■■耀偉師父獨創輕耀偉師父獨創輕
功功「「一葉隨風一葉隨風」」

■■真如寺真如寺，，依依
山傍水山傍水。。

■■井岡山革命博物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西環泳棚的石崖上西環泳棚的石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