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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脚下的智慧旅游管家
渭南日报记者 李欢

好时节初遇“小故宫”
榆林日报记者 张娟

大家好，这是大荔县的田间“高科技保姆”
榆林日报记者 马孟欣

沿黄路上话吃喝
渭南日报记者王宪辉 牛纲

乐游沿黄，走到哪
儿，播到哪儿。“穿越秦晋
峡 谷 ，探 秘 沿 黄 文
化”——陕西沿黄公路
三地四市党报媒体联合
采访，扫码即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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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历历遗烟树。往事知何处。
走进人称陕西“小故宫”的西岳庙时，
恰好是漫天秋色好题诗的好时节。着
实有几番北京故宫的相似模样。初遇
西岳庙，就被其红黄相间的古建筑楼
宇深深吸引。稍作仰望，便可看见西
岳庙围坐于以危岩耸削、突兀凌空、壁
立千仞之险峻气势而著称于世的西岳
华山之中。高低错落，极为壮观。建
于西岳庙高台之上的五凤楼，高达20
多米，登楼仰望华山，五峰历历在目。

西岳庙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城东，
华山北麓5公里处，又称华岳庙，始建
于汉代、为历代帝王祭祀华山之神的
要地。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
建集灵宫于黄甫峪口，东汉时迁于现
址，后改称西岳庙。是道教主流全真
派圣地。

“百丈层楼隐深树，飞甍正欲摩苍
穹”的西岳庙，是明清建筑风格的宫殿
御苑式古建筑群落，其轴线与华山主
峰形成一线，布局为坐北向南长方形
的重城式大庙，朝向华山主峰，主要建
筑沿着南北轴线左右对称。四周城墙
建于明代，整个西岳庙布局严谨，内城
外廓，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形成重城
式多单元的空间结构，亭、堂、楼、坊相
错其间。西岳庙建筑群前后分为六个
空间，在由北至南的中轴线上依次排
列着灏灵门、五凤楼、棂星门、金城门、
灏灵殿、寝宫、御书楼、万寿阁。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个空间五凤楼
后的院落，曾被誉为陕西的小碑林。
因历经沧桑劫难，火焚、地震、兵燹等
灾害；风剥雨蚀、管理不善，屡遭重创
损毁。现尚存有“西岳华山庙碑”，东
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立；高2.5
米，宽1.1米；碑文隶书，记有汉武帝
始，“集灵宫”规模、祭祀和祭奠之礼；
具“方正、流丽、奇古”之风格，人称“汉
隶第一品”。而“岳莲灵澍”横卧碑，西
安碑林里的也没它大，是陕西现存最
大的横卧碑。据说是陕西巡抚毕沅奉
旨上山祈雨，非常灵验。连降三天大

雨，并奏皇上后，乾隆也大喜，赐了这
四个字。“澍”有及时雨的意思；“灵”有
祈求神仙灵验的意思。书法浑厚有
劲，稳健端庄，字面贴金，光亮夺目。
碑的背面记述陕西巡抚请颁御书和上
山求雨之事。

提起西岳庙，当地群众都用“先有
海甘寺，后有雪映宫”这两句概括的说
法，传述着这座形似北京故宫的建筑
的往事。相传，远在西周时，西岳庙就
是天子巡狩和祭祀山川的垣址。而大
兴土木，则始于汉武帝。汉武帝在华
山脚下创建了祭祀西岳神的第一座庙
宇——集灵宫。东汉王朝建立后，继
续奉祀。由于觉得“集灵宫”离华山较
近，又在山下，难体现“望”祭的要求，
不能达到祀神的目的，便决定将这一
座神庙迁到今址。迁建的庙址选好之
后监造大臣和工匠们对庙宇的建筑形
式犯难了。时值炎炎酷暑。有一天，
忽然狂风大作，从华山之巅生出团团
乌云，迅即遮天蔽日。顷刻又见狂风
稍息，骤然天空又降下了鹅毛大雪。
雪后见一只矫健的兔子，在雪地上飞
奔。兔子消失后见其脚步跑出的路线
居然是一幅疏密有度、布局严谨的建
筑图样！随后在木匠们苦恼缺少木材
无计可施而望山兴叹时，隐隐约约从
山上传来砰砰的伐木声和树倾倒的声
音，还听到天边喊道“够了没有”的问
话声，一个师傅便大着胆子回答：“够
了。”奇怪得很，伐木声立即停止了。
工匠们用这些“神木”，很快建成了西
岳庙。

听完老故事，走尽西岳庙。此时
的采访团深感整个院落林木繁茂、山
石嶙峋背后的沧桑海田。石碑上的每
一个字、脚下踩过的每一块砖瓦，在苍
劲笔挺的年轮里兜兜转转、轮轮回回
地讲述着只属于陕西这座“小故宫”的
大故事。

信息化时代的大变革下，智能家居、智
能办公等高新技术正在不断填满我们的生
活，无限解放我们的双手。走进大荔县羌白
镇，你会惊讶地发现，这里的田间居然也配
有“高科技保姆”，全方位照顾农作物的各种

“小情绪”，让它们健康成长。
从外观看来，羌白镇新颖智慧农业园区

的大棚与别的地方的大棚并没有什么差别，
进入内部后，才发现原来别有洞天。每个大
棚都配有一个监测箱，监测箱利用不同传感
器分别监测棚内空气的温度湿度、土壤的温
度湿度盐碱度和PH值，以及光照变化，将信
息实时传到中控系统。温度过高或湿度过
大，风机就自动启动，遇到严重雾霾或者阴
雨天气，补光灯也会自动打开，补充光照。
对于不同的农作物，系统会根据已设定程

序，自动进行数据的整理和自动操作。
当然，这套程序也是手自一体的，360

度无死角的高清摄像头满足了农民在任何
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在手机上直观地“关注”
到自己的田地，这样便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通
过手机软件手动控制各项功能。有了如此

“贴心”的服务，如今，羌白镇的多数农民摆
脱了时间和地域对农耕的限制，就近转型为
了新型职业农民或产业工人。

作为全省首例智慧农业园区，新颖智慧
农业综合服务平台除了大棚物联网系统，还
有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和农产品电商系统。
想想自己拿到手的瓜果，从种子入土那刻
起，它的浇水、施肥、光照等信息，你都可以
通过扫描二维码就了解得清清楚楚，是不是
一种神奇的体验呢？

据工作人员介绍，园区目前已建成131
座日光温室，62座高标准大棚育苗中心，主
要以种植花卉、冬枣、反季节瓜果蔬菜为
主。园区还会定期邀请中科院西安分院、陕
西省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来对农民进行技
术和业务方面的培训，让务农变得高效、农
作物高质高产。

今年5月，园区的三期项目也已开始建
设。建成后将有10000平方米的育苗玻璃
日光温室、7860平方米储存万吨的冷库和
8650平方米的物流中心。这种农业4.0模
式的广泛实践，将会创造出一番“耕者无忧，
食者放心”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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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读史，总觉得中国古代很多国家的
名字听起来很好吃，比如大月氏（据说古音
读dà ròu zhī）一听就很肥美，柔然吃
起来应该是扇贝一类的软物，帖木儿烤肉嘎
嘣脆，吐谷浑好像是烤玉米，乌丸似乎与油
炸丸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遗憾的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总希
望“文以载道”，喜欢板起脸来训人。因此，
泱泱大国的历史书写，全是以改朝换代为主
线，而对于与任何人都息息相关的饮食文
化，却着墨甚少。孰不知，时代发展的背后，
吃喝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原动力之一。比如
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黄帝与蚩尤之间的大
战，其实是为了争夺山西运城盐湖的控制
权。张骞去了一趟西域，带回来了葡萄、石
榴、核桃、蚕豆、黄瓜等多种美味，这让人不
得不怀疑他此行的目的。所以谁要是以吃
喝为主线，写一部通俗中国历史，一定会大
卖。而且，中国地大物博，在饮食方面吃出
了水平，喝出了文化，玩出了其他国家望尘
莫及的饮食文明。一条沿黄公路，可以说将
中国北方饮食文化一网打尽。沿黄之行，便
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吃货”之旅。

榆林著名的土豆宴，用土豆这一食材做
出了几十道菜，令人叹为观止。榆林清涧有

“中国枣乡”之称，优质产区的红枣的维C含
量远超猕猴桃，而且糖度非常好。吴堡的空

心挂面天下独绝，空心之好处在于汤味可以
沿着这条通道上溯下灌，最终渗透整根挂
面，号称天下第一。同为吃羊肉，榆林的吃
法豪放，渭南的吃法则要细腻很多。以渭南
经典的水盆羊肉为代表，吃之前切成肉片，
肥瘦搭配，一碗汤里的肉非常精致，榆林则
是骨连肉一锅炖。沿黄公路榆林段，不时可
以看到潼关肉夹馍的招牌，地道不地道不可
知，但是由此可见，吃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所
具有的“开挂”功能。

沿黄公路延安段是连缀榆林和渭南的
纽带，其饮食也兼具了榆林和渭南的特点。
比如其面食种类就非常丰富，与渭南多有契
合，但是羊肉臊子却是其最大特色。渭南面
臊子或素或肉，但猪肉乃是主流。黄馍馍是
用糜子面做皮、枣泥和红豆等做馅的美食，
曾登上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栏目。关中也
有类似食品，叫“豆馅溜”。抿节是流行于榆
林和延安的一种美食，抿节是由豌豆和小麦
磨合而成的杂面，制作时将面团放在密布筛
孔的抿节床上，压成一寸来长的小节，呈扭
曲状，煮熟后配以“臊子”。抿节制作原理与
关中地区的饸饹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渭南是沿黄公路的末段，饮食方面真
正应了“十里不同俗”的民谚。潼关的肉夹
馍、肚丝汤，大荔的冬枣、带把肘子，合阳的
踅面，韩城的羊肉糊卜，都是融合了自然条

件、人文环境、物产资源所形成的独特吃
食。而且近年来，随着“关中水乡”建设的
启动和持续推进，沿黄公路周边的水产业
发展迅速，黄河鲤鱼、大闸蟹、对虾等等，不
输江南水乡。所以，在沿黄公路渭南段，笔
者相信平时吃两口就饱的人，吃饱了还会
再吃两口。

除了吃，喝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源
头。单就酒而论，你能想象，一部中华文化
史，如果缺少了酒，会是怎样一种面貌？少
了酒，边塞诗没了豪情，送别诗少了离意，
中国历史上有一半的诗文将黯然失色。说
到饮酒，沿黄三地也大不相同：渭南人多喝
西凤酒，华山论剑是其代表，酒味绵柔，酒
风文雅；榆林流行老榆林和陕北汉，酒名如
人，饮风豪爽霸气；延安甘泉素称“美水之
乡”，好水往往出好酒。无奈“巷子”太深，
有待好好发掘。

一条沿黄公路，勾连起了黄河西岸自
北向南的饮食文化。三地的人们，无论低头
种田，还是埋头吃饭，都会抬头看看头顶的
一片天。这片天，是风调雨顺的期盼，是国
泰民安的心愿，是奔流不息的黄河血脉，是
绵延永继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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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原始社会以来，经历了漫长
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到
后来的工业时代，再到计算机时代、网
络时代、信息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等
等，如今已逐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从一开始的刀耕火种到现在机器人已
经开始在许多领域代替人类进行工作，
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跟随“沿黄”采访团走进华阴，来到
华阴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便能深刻地
感受到大数据时代智慧城市系统所带
来的直观冲击。

华阴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是为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在全渭南率先投
资建设的，位于连霍高速华阴出口向北
约100米处，华岳大道与南环路交会处。

走进服务中心，一楼大厅窗明几
净，服务台和陈列架上摆着华阴市及周

边地区旅游景点的资料，工作人员穿着
整齐的工装待命。这里主要是为来华阴
的游客免费提供景区、景点、旅游产品、
交通线路、宾馆饭店、餐饮服务等旅游咨
询，并代理华山景区、三特索道、太华索
道等景区的票务服务。

二楼是华阴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项
目，走进这里，就像开启了一扇通往未来
世界的大门。以旅游数据中心为主，这
里包含了智慧城管和平安建设指挥管理
平台。一整面LED大屏幕上，跳动显示
着华阴所有和旅游相关的数据，比如华
山旅游全年累计人数、当日售票数量以
及当日登山人数等，这些数据是通过对
接了华山景区的票务系统和门票闸机系
统，依照实时动态统计来华山旅游的人
数。其他景区的后续建设跟进以后，也
会实现数据对接，届时便可通过云计算、
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时掌握华阴
市全域旅游的情况。

智慧城管系统与平安建设指挥管理
平台，则是通过在全市主要街区、景点等

安装的摄像头，对这些区域进行
实时监控，一旦发现异常情
况，立刻进行处理，实时高

效且准确无误。
“天气冷了，我们

还特意给咱华阴市的
环卫工人做了一批棉
马甲，这两天就能发下
去了。”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说，“一方面是出
于公益的考虑，也能提
升城市形象，另一方
面，上面印着咱们服务
中心的宣传语，也能起
到宣传作用。这样比
发宣传单更加环保，一
举两得。”

西岳庙景区西岳庙景区 榆林日报杨彬摄榆林日报杨彬摄

仙峪新村农家乐仙峪新村农家乐 榆林日报杨彬摄榆林日报杨彬摄

智慧指挥中心智慧指挥中心
榆林日报杨彬摄榆林日报杨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