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旅游繁荣为朝廷增加了税收
乡村旅游的兴盛带动了

经济发展， 宋朝的旅店业等
较以往有极大提升， 与这股

“乡村旅游热”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

宋朝之前， 旅店业的主
要经营者是官府， 基本是为
国家驿站系统配套服务的。
宋朝以后，在鼓励商业活动以
及旅游业兴盛的背景下，私营
旅店业开始兴旺发达，不仅大
城市里旅店林立，而且广大乡
村也到处开设了旅店，在宋人
的诗文中，“村店”“野店”“郊
店”“山店”以及“逆旅”等随
处可见，宋仁宗时“朝廷发兵
屯定州几六万人， 皆寓居逆
旅及民间”，显示出乡间旅店
的巨大容纳能力。

当时的旅店业经营已较
为成熟， 不少旅店定价时已
与旅游的淡季、旺季相挂钩，
每到旅游旺季或者科举应试
期间，“虽一榻之屋， 赁金不

下数十楮”。临安钱塘江潮是
著名旅游景点，每到观潮时，

“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
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
看位观潮”，这期间“饮食百物
皆倍穹常时”，那时观潮的人
多住在周边乡村， 旅店费用
较平时自然也翻番上涨。

乡村旅游带动的不仅是
旅店业， 一些人看到了乡村
旅游带来的商机， 于是投资
修建私家园林供人游览，类
似于现在的公园， 园主通过
收取“茶汤钱”来获利。 徐大
焯在《烬余录》中记述了这样
一个案例：“朱勔家本虎丘，
用事后构屋盘门内， 名泳水
园。 中有双节堂、御容殿、御
赐阁、迷香楼、九曲桥、十八
曲水、八宝亭。又毁闾门内北
仓为养植园，栽种盆花，每一
花事必供设数千本。 游人给
司阍钱二十文，任入游观，妇
稚不费分文。”在这个私人修

建的“公园”里，大门口有被
称为“司阍”的收票员，每张
门票 20 文，妇女和儿童不收
门票。

发展乡村旅游，吸纳了
大量劳动人口，旅游业及相
关的旅店业、饮食业、种植
业、 交通业等都从中受益，
进一步繁荣了乡村经济，也
为朝廷增加了税收。 苏轼出
任杭州通判期间曾上书《杭
州乞度牒开西湖状》 奏折，
讲到杭州地区的“酒税”每
年就有 20 多万贯， 这仅是
杭州一地饮食行业为税收
做的贡献。 宋神宗熙宁九年
（1076 年），全国各地“草市”
为朝廷增加的商业税高达
420 多万贯， 约占当时全国
财政总收入的 10%。 宋朝被
称为“最富的王朝”，繁荣的
乡村旅游业在其中也做出
了不小的贡献。 ①3

（据《北京日报》）

“重农”同时不“抑商”，大批文人和官员双重身份的人走进乡村———

宋朝繁荣的“乡村旅游”
宋朝较以往更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在“重农”的同时也不“抑商”，这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宽松环境。宋朝乡村旅游业的繁荣，为经济

发展和国家税收做出了贡献。

近 500 位诗人留下 4000 多首田园诗
宋代乡村旅游者中还有一

个特殊人群，就是应试的士人，
在只能用脚一步一步完成长途
旅行的情况下， 有人索性把漫
长枯燥的旅途变成了一路上的
“乡村游”。 条件好的学子出行
时还会带上一个或几个仆人，
或者几个学子结伴而行， 这其
实也是一个庞大的旅游群体。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 年），各
地来京城应试的“贡举人集阙
下者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人”，由

此拉动起的“乡村游”几乎成常
态化，可以想见，他们也带动了
乡村旅游的繁盛。

农民辛苦劳作，农闲时也希
望得到放松，他们既是乡村旅游
的组织者，也是乡村旅游的参与
者。 苏轼在《和子由蚕市》一诗中
写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
乐不知还。 千人耕种万人食，一
年辛苦一春闲。 ”农业生产的发
展，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农
民也具备了旅游的兴趣与渴望。

观赏农事、赏花、“斗草”、放风筝
旅游者走进乡村， 自然要观

赏农事。 诗人范成大在乡间看到
百姓插秧苗， 禁不住停下脚步细
心观看。理学家朱熹来到乡间，看
到稻谷已经成熟，写下了“禾黍谁
言不阳艳，晚炊流咏有余香”的诗
句。在宋朝诗人的笔下，几乎所有
农事活动都被写入诗中， 有的还
“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亲自
体验农业劳动。

春天， 乡村百花盛开，“往来
车马游山客， 贪看山花踏山石”，
像苏轼那样的“花痴”，甚至“只恐
夜深花睡去， 故烧高烛照红妆”。
一些乡民看到种植花卉能带来商
机， 就有意识大量种植以吸引游
客，“武陵儒生苗彤， 事园池以接
宾客。 有野春亭者，杂植山花，五
色错列”。 洛阳等地素以牡丹著
称，当地还组织起牡丹花会，赏花
也卖花，欧阳修曾记载说，花会上

“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说的是
稀有牡丹花品种“姚黄”价格非常
昂贵，种花、卖花甚至嫁接新品种
成为一部分乡民吸引旅客并实现
致富的手段。

各地在发展乡村旅游中因地

制宜，推出自己的特色，如洛阳主
打牡丹， 成都附近的乡村则开发
出“游江”“蚕市”等活动。

在各地乡村旅游中， 还流行
着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游戏活
动。宋时，一种叫“斗草”的游戏在
广大乡村十分盛行， 它分为“文
斗”和“武斗”两种，“文斗”是比关
于花卉百草的知识，看谁懂得多；
“武斗”是双方各采摘具有一定韧
性的草，相互交叉成十字状，各自
用力拉扯， 以不断者为胜。 在宋
朝，“斗草” 游戏深受成人和儿童
的喜爱， 范成大在《春日田园杂
兴》中写道：“社下烧钱鼓似雷，日
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
知是儿孙斗草来。

宋朝乡村旅游中还有荡秋
千、放风筝、斗鸡等流行的娱乐活
动，其中荡秋千是寒食、清明前后
踏青郊外游的一项“保留活动”，
被称为“半仙之戏”。 放风筝也非
常盛行，“万人同向青霄望， 鼓笛
声中度彩球”。当时还流行一种玩
法， 清明节时人们将风筝放高放
远，之后将线割断，让风筝带走一
年的“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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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价处理
已嫁接过的软籽

石榴苗，进入盛果期的
软籽石榴树、春蜜早桃
树、黄金梨树、苹果树、
树莓小苗特价处理。

另有散养生态鲜
鹅蛋出售， 可零买，可
装礼品箱。
电话：19837709171�

南阳市靓丽出租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豫 RT0520原车主王法有
身份证号 41292419761208455X
转让给新车主吕德祥身份号
412924197007152278。

转让声明

遗失声明
方城县利通物流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豫
RU502 挂、 豫 RU322
挂道路运输证丢失，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阳市彩贝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0233018173XO（1-1））行
政公章、财务章、私人名章方家
俊遗失，声明作废。

●南阳通顺汽车货运服务
有限公司豫 RR5282 道路运输
证丢失，声明作废。

●建业凯旋广场二期 15-
312号房，收据 1086634遗失，特
此声明。

生态特产
乐苑富硒黑花生

乐苑种植富硒
黑花生，不施化肥，
不用农药， 采用农
家肥与人工锄草 ，
真正生态特产。 生
态 黑 花 生 营 养 滋
补，经常食用 ,对促
进脑细胞发育和增
强记忆力有良好的
作用， 每天适量吃
可以促进儿童青少
年生长发育。 每箱
净重 5 斤，60 元，市
区免费配送。
电话：19837709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