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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山看野不够劲，草坪帐篷数星星

在宝盛园还有一大堆
集装箱屋子组成的“小盒
子主题街”，集餐厅、咖啡
吧 、雅 座 、休 闲 娱 乐 于 一

体。
在主题街里，既可以参

与热闹的嘉年华活动，参加
手工作坊的趣味 DIY，也可

以逛逛小店、吃些小吃，或
在卡座里用一杯饮品慢慢
消磨一下午。

徐心瑶 周洁

不冤不乐

董烈：跑戳，让我走遍大好河山

董烈
1968年生
微信号：pitta68
标签：集邮发烧友、旅游达人

茅山宝盛园6月30日全新迎客

跑戳，是说极限集邮者为制作
新邮极限片，到与邮票、明信片上
的题材或主题有密切和直接联系
的邮政局/所，一般为新邮首发地
办理盖销邮戳。

收藏大家王世襄先生有一句
名言：“不冤不乐。”意思是大凡天
下事，必有冤，始有乐。也就是历
经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才能
够感受心花怒放、欢喜无状的快
乐。董烈之于跑戳，也是这样的。

跑过近百个地方，“冤”并
快乐着

在常州，有一批集邮发烧友为
了收集新邮日戳跟着邮票去旅
游。董烈是其中一位。

董烈从 80 年代开始收藏邮
票。“纯粹是喜欢，那时候也不懂，
见好就收。”董烈在常州兰陵中国
集邮专卖店认识了一批发烧友，开
始慢慢转向旅游类题材邮品的重
点收集。

2016 年，董烈开始跑戳。为
了盖到心仪的邮戳，董烈没少“冤”
着。比如去普陀山，董烈发现能盖
日戳的普陀山邮局刚搬迁一周，去
了四公里外。为了收集到戳又不
影响同行旅伴们的行程，在打不到
的，公交又要一个小时一班的情况
下，董烈索性跑着去盖戳。历经辛
苦后的董烈只有一句话“所幸盖到
了”。

背包里不是日用品，全部
是跑戳工具

出门旅行，董烈的随身背包里
装的可不是日常吃用。全部是他
跑戳的宝贝——自己手工车的敲
戳木榔头、日本进口的印泥、放大
镜、胶水、贴纸、便利贴、盖戳本，还
有成沓的空白明信片等邮品。

跟普通游客做攻略不同，董烈
出门前第一个会百度当地有什么
邮局。比如上周去丽水玩，董烈查
到当地畲族聚集区有个叫老竹的
邮政局。于是他提前准备了竹子
题材的邮票去盖戳。邮局工作人

员一整年都没遇到过一个来盖戳
卡的，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董烈。

“集邮的乐趣有时候就是这么
简单的。”董烈说常州集邮文化非常
有传承，跑戳的人也不少，他们有个
群里，彼此出去旅游时都会互寄邮
品，帮助大家圆满收集戳印。

以邮促旅、以旅会友的快
乐很珍贵

这些年，董烈没算过账，但为
了跑戳集邮砸下去的钱大约也有
6 位数了。看看一张邮票不值钱，
盖戳的过程花费就大了。但是跟
着邮票去旅游、结识新朋友带来的

欢乐更加珍贵。
“真正喜欢集邮，甚至去跑戳

的，都是有经济实力还有艺术修养
的，而且很讲信用，这样的人本身
就值得结交。上次去广州四季花
城邮局盖戳，进门就看见一个人从
包里拿出一沓明信片。我们确认
了眼神，会心一笑，就多了个湖南
朋友给我交换当地邮戳了。”董烈
跟记者聊天时恰好收到邮友从北
戴河寄来的实寄封。这种能体现
邮票使用价值，又是发行首日从当
地寄来的旅游相关邮票，是董烈最
喜欢的。

董烈手里的名川大山、知名景
点的主题邮票几乎都跑到了。接
下来，他想完成已发行的12个古镇
邮票打卡，有些远的在广西和云
南。因为邮票都是成系列发行的，
比如桥、大河、古镇、景区，所以对于
跑戳的人来说，收集当地戳就像游
戏一样，完成一套继续下一套。

周洁 文 图片由董烈提供

近日，记者采访
了将于 6 月 30 日开
业的茅山宝盛园野
趣旅游度假区，了解
到宝盛园作为新晋
热门目的地，园区在
一期建设中打造了
许多特色项目，即将
全面开启。

如临草原，欢闹撒野

在宝盛园东面，一块名
为“那么大草坪”的绿野以
高尔夫草坪标准打造，面积
近 6 万平方米，约等于 8 个
足球场大小。多年来习惯
了“不得踏入草坪”的游客
们，可以嗅着泥土和芳草的

气息，在草坪上尽情肆意地
欢闹撒野。

无论大人孩子都可以
在超大草坪上的极限滑草
场顺坡而下，体验飞翔的
自由和风的速度。或是一
起坐一次热气球，或是玩

一把悠波球或是来一场野
餐聚会⋯⋯草坪周围还设
有健身路径，并配备了石
凳、休闲椅等设施，形成了
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
的 多 功 能 开 放 式 景 观 区
域。

山中度假，繁星漫天

待惯了钢筋水泥的大
楼、吹惯了空调，好久没有
走近山野接接“地气”。宝
盛 园 的 山 居 夜 宿 值 得 一
试。

帐篷酒店区域，一顶顶
帐篷屋坐落在茶田之上，屋

里家居设施样样俱全，居住
期间能感受晨间鸟语、午后
虫鸣、夜晚微风。同期房车
也已开放。在人性化的空
间设计里，感受趣味横生的
营地氛围，享受旅居世外的
幽静与高旷。

如果手头宽裕，不妨住
进愚人谷度假村，感受最纯
正的半山奢度假。在空间
亮敞的别墅里近观美景。
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洒满
阳光的森林里漫步，感知大
自然。

盒子小镇，玩味十足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东方盐湖城将推出“山镇泼
水、夏不一样”全新暑期主
题活动。

泼水狂欢，360平方米水
幕投影秀清凉玩水山镇

夏日离不开“水”，东方
盐湖城结合山镇独有自然
环境，推出“山镇泼水”。整
个山镇分为“水雾仙境”、

“ 泼 水 广 场 ”、“ 水 幕 投 影
秀”、“亲子戏水”四大区域。

增加了喷水装置的太
极广场每小时一场泼水狂
欢 ，将 成 为 游 客 的“ 主 战
场”；宽 30 米、高 12 米的白
云湖中水幕秀将配合山镇
实景演出，打造亦真亦幻
的梦幻盛景；坎院的戏水
区配备了彩虹跳跳泉、童
趣音乐喷泉、亲子戏水大

战，水上竞技闯关、捞小鱼
等，适合亲子一起闯关清
凉水寨。

梦回茅山，祈水大典带
你穿越神奇演绎山镇

东方盐湖城的暑期演
艺阵容强大。

原创爆笑功夫剧《嘻哈
道》60 分钟的表演笑点十
足，搭配 2018 江苏省道文
化艺术节开幕大秀音诗画

《道颂》，全天 50 多场表演
更是精彩纷呈。

而历时半年策划的大
型原创穿越互动情景剧《梦
回茅山》以1小时实景演出、
10 大原创情景演艺、100 位
山镇原著艺人、1000米的道
风街景舞台，展现了茅山小
镇的风土人情，采用行进式
演出观看模式演绎精武风

云、道风学院、路惩恶霸⋯⋯
每晚，在太极广场还将

上演祈水大典，水与火的艺
术交融，结合当地流传千年
的文化习俗，带给游客最强
的视觉震撼。

民谣歌会，混搭美食呈
现独一无二音乐山镇

中国半个民谣圈都来
过的“中华民谣歌会”2018
年精彩依旧。

四大山镇转角舞台、百
位山镇转角歌手，每当夜幕
降临，歌手用乐器弹奏、用
嗓音诉说着属于他们的故
事。周末的下午，在剧场
内，民谣大咖还会跟游客分
享他们的音乐历程。

今年山镇还汇集了百
种冰激凌啤酒、龙虾、冷锅串
串、各地小吃、道家养生餐。
酒店街内驻唱歌手加上百款
美食、啤酒畅饮等活动让人
纵情山镇。同时，景区内多
家主题酒店、山居为游客推
出24小时山镇体验活动，包
括晨曦太极、传统手作、非遗
体验等50多项内容。

陈三川 周洁 文摄

茅山东方盐湖城打造24小时夏日山镇

旅游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