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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安化县，地处雪峰山脉深处，曾是一个有近 16
万贫困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如今，黑茶成为安化产业扶
贫的“主心骨”。

以往安化茶企业大部分采用燃煤制茶工艺，茶叶的杀青、
烘干、包装等都需要手工制作，不仅产能低，效益也低。为此，
茶叶生产电气化改造势在必行。国网安化电力和当地政府推
广茶叶制作的电能替代技术应用，实现智能控制的电气化设备
代替传统的人工生产，打造“智能”型烤茶房，实现茶叶生产从
老师傅的“手工经验”向高效、省力的“电气数字化”转变，为黑
茶产业的电气化、自动化、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保障。

“全流程电制茶流程改造后，成本不仅降低了十分之一，
还可以精确控温，更能保证茶叶口感，提升茶叶品质。”安化
县建玲茶业公司负责人贺建忠说。与他有同样感受的安化
云台山八角茶业负责人龚意诚说：“进行电气化改造后，电力
公司定期组织人员对线路进行专项巡视，对制茶专业设备进
行检查，帮助茶企优化季节性生产用电。”由于制茶工艺的提
升，产量不断提高，对新叶的需求不断增加，茶厂已扩建有机
生态茶园6000余亩，年产量达到4000担。

在安化，电网升级、电气改造给黑茶加工业注入了新鲜
血液，推动着安化黑茶产业转为绿色、低碳的能源发展新模
式。如今，安化县拥有有机生态茶园36万亩，全县63家规模
以上黑茶加工企业、200多家配套营销加工企业全部实现电
气化，全县完成茶叶加工量 9万吨，综合产值达 220亿元，税
收3.2亿元，茶产业及关联产业从业人员达35万人。

安化县马路镇云台山村风景秀丽，有“云上仙境”的
美誉，却曾是经济薄弱村。新一轮电网升级改造，伴随着

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行，给云台山带来了新希望。“以前云台
山村位置偏僻，不通公路，电网薄弱，村里大多青壮年选
择背井离乡，过年过节连亲戚都不愿意来这里走动。”现如
今，“旅游观光团队来了，休闲避暑家庭游来了……有了电
力的坚实保障，生意越来越红火。”看到如此兴旺发展的旅
游业，云台山玻璃民宿负责人张琳当年想都不敢想。

近年来，国网安化电力加快对云台山农网升级改造，
共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7.9千米，对该村的电网改造投资达
344.18 万元，综合电压合格率提升至 99.73%、供电可靠率
提升至 99.84%。“发展旅游关键靠打通两条路，公路和电
路。”云台山村支书仇小球说，电网的“强筋壮骨”给走生
态旅游发展之路的云台山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年 4
月，国网安化县供电公司与云台山景区合作，景区引进电
动观光车，大力推广电能替代和新能源。目前云台山已安
装太阳能路灯1600盏，太阳能道钉1万个。

今日安化，绿水青山所蕴含的好山、好景、好茶，在
“绿色电能”的助力下，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造福地方百
姓、富民强县的金山银山。走进安化，别致优雅的民宿以青
山为被，绵延不绝的村道与资江相伴，一应俱全的空调、电
视、热水器等电气化生活方式，更实现了百姓富，生态美的统
一，不仅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打卡”，更是将看山看水的“看
客”变成了享受生活的“住客”。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
产业振兴离不开电力保障。未来，国网安化电力将继续做好
农网改造升级和光伏扶
贫电站接网工程，推动
乡村基础能源设施提档
升级，不断满足人民追
求 美 好 生 活 的 电 力 需
求 ， 让 电 力 扶 贫 点 亮

“中国黑茶之乡”产业振
兴之光，为茶乡乡村振
兴提供坚强保障。

当我驱车来到山东日照黄金海岸
的海洋美学馆，已是黄昏时分。海边
一排排古朴别致带有浓厚海洋艺术气
息的房子透出了温馨的灯光。昔日的
海水养殖场已成为日照的网红打卡
地，水清、滩净、岸绿、湾美。游客
纷纷慕名前来，行走在阳光海岸，徜
徉于山海之间，深度体验山海天旅游
度假区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

走进这个让人心旷神怡的海洋艺术
空间，有游客在咖啡店里悠闲地听音乐，
有游客在海风书屋沉浸于知识的海洋，还
有些游客围坐在海边餐厅里津津有味地
品尝美味海鲜和渔家小吃。

距离海洋美学馆不远，是灯光璀璨
的东夷小镇。好客山东，礼仪之邦，盛
情而又简朴，匠心独运而不铺张浪费，

小镇的风土人情和饮食习惯体现了热
情好客的民风文化。飞檐斗拱的仿古
建筑，琳琅满目的民俗工艺品，鲜香扑
鼻的海鲜美食，民俗文化与自然景观融
为一体，令这座小镇里的游客络绎不
绝，他们触摸东夷民俗文化的独特韵
致，呼吸着这座海边小城的人间烟火，
品尝着活色生香的日照滋味。

夜幕渐浓，天空繁星闪烁，我独自踩
着柔软的沙滩慢慢前行，踏上洁净舒适
的滨海绿道，一道道细细的白色海浪轻
轻拍打着海岸，延绵涛声低诉如歌。此
时，高山、大海与天空都渐渐交融在一
起，远处的桃花岛和太公岛如镶嵌在海
岸上的明珠若隐若现，海岸线在黑夜中
如一条玉带蜿蜒伸展向远方，不远处的
卧龙山在夜色中如一位沉思的睿智老

人，穿越历史的风烟，洞察着这片土地上
的巨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
来，山海天管委会持续加大生态修复力
度，数十公里的滨海绿道成为这座城市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两城河口入海处创
建了国家级湿地公园。山海天旅游度假
区 36 公里海岸线上，层峦叠嶂，遍布沙
滩、礁石、岛屿、河口和湿地等，分布着10
余处天然海水浴场，山海天以洁净的金
沙滩、清澈的海水和灿烂的阳光而著称，
日出东方，碧海蓝天，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如今，这片阳光海岸带已成为全国
最大的民俗旅游基地，拥有各具特色的
民俗村13个，民俗旅游户达1649家。

海风居住的地方，时间在这里凝固，
岁月在这里歇脚，神话故事在潮起潮落
中经久不衰地回响。山海天是一片历史
文化厚重的土地，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
化特大型聚落遗址就在两城挖掘出土。

《吕氏春秋》云：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水
经注·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
乡，棘津在琅琊海曲，太公望所出。传说
姜太公就出生在这片山海之间的土地
上。山海天蜿蜒起伏的群山之中，高高
耸立着姜太公的雕像，修筑着点将台和
封神榜，还流传着这激荡人心的传奇故
事，为这座海滨城市增添了无穷魅力。
山海天也是一片英雄的土地，1932年发
生的日照暴动策源地就在山海天，点燃
了黄海之滨的革命火炬，成为沂蒙老区
人民永志不忘的红色血脉。

位于黄海之岸的日照素有“东方太
阳城”的美誉，近年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乘势而上，奋力前行。三千年银杏古
树镌刻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一片片
娇嫩绿茶滋养着灵性生活，一座座海洋
牧场耕耘着蓝色梦想，一艘艘远航巨轮
承载着勃勃雄心。当黄海之眼迎来第一
缕阳光，这座太阳之城走出了独特的新
时代节奏，一步步走向海阔天空。

题图：日照市山海天阳光海岸绿道
史家民摄（人民视觉）

2020年“庆丰收·迎小康”中国
村歌大赛总决赛近日在浙江省江山
市大陈村举办。本次大赛是中国农
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策划的系
列活动之一。重庆市江津区珞璜镇
合解村的《大美合解村》和山西省右
玉县杀虎口风景区马营河村的《丰
收酒》，获得大赛一等奖；内蒙古、安
徽、湖南、浙江、江苏、山东、陕西等
地的村歌分获二三等奖。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铸魂工程。村歌，作为影响力
较大的乡村文化活动，已成为乡

村文化振兴的有力抓手。此次村
歌大赛作品丰富，弘扬了正能
量，涵养了乡村文明好风尚，全
面展示了近年来中国村庄的巨大
变化及村民的美好生活，展现了
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农业农
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各地要
充分发挥村歌在守护乡村文化根
脉、增强文化自信方面的重要作
用，不断强化服务乡村振兴的文
化支撑，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增强村歌作品的传播力和
影响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供强力支撑。
江 山 市 拥 有 丰 富 的 旅 游 资

源，是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有江浙沪唯一的世界自然遗
产——江郎山，同时，江山文化
底蕴深厚，特别是近年来把村歌
文化作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丰
富农民文化生活、凝聚干部群众
精气神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
农民群众在学村歌、唱村歌、演
村歌中提升自我，感受幸福。如
今，江山村村有村歌，已经形成
了 200 多首村歌，江山也被誉为

“中国村歌发祥地”“中国村歌之
乡”。从 2007 年第一首村歌在大
陈村诞生起，村歌已成为江山农民
抒发幸福情怀的重要方式，也成为
江山的一张“金名片”。

点亮茶乡振兴之光
刘刚贵 王玉程

繁星细浪山海天
孙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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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歌唱响美好生活
筱 航

江西省泰和县发展公益林观光游助力农民脱贫致富。 邓和平摄 （人民视觉）

户外体验 自然风光

受疫情影响，中国游客今年的出游需
求全部释放到国内游，尤其是国庆黄金周
以来，除了常规景区景点恢复迎客，国内
一些小众目的地也呈现井喷态势。马蜂窝
旅游近日推出“冬季新秘境 2020”榜单，
为游客推荐了 50 个适合冬季出游的国内新
兴小众目的地。

冬季到来，人们依然没有放松对旅游
安全的要求。上榜的小众目的地都是人流
分散、空旷开阔的户外自然景观。山岳、
河湖、冰雪、温泉、海岛、森林和湿地等
自然生态类型最受欢迎。新疆、西藏、内
蒙古、广东和海南的冬季小众目的地最多。

在内蒙古根河大兴安岭森林深处，有
一个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这里几乎家家
户户都放养驯鹿，被称为“驯鹿之乡”和

“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这里有原始部
落、驯鹿文化博物馆、桦树皮文化博物
馆、列巴博物馆、冰雪酒店等。冬日，走
在街巷上，不时可看到拉着雪橇急驰而过
的驯鹿，处处是景致，随意一拍都是大片。

位于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的烟墩角，
是个依山傍海、景色秀丽的小渔村，每年
11月至来年3月间，总有数千只野生大天鹅
从西伯利亚飞到这里越冬，这里的海滩也
因此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们自觉地
爱鸟护鸟，烟墩角成为人鸟共处的和谐家
园，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和游客的到访。

观赏冰雪 亲热滨海

冷冰雪和热滨海是冬季旅游的两大主
题，寻找小众目的地也在这个范围内。游客
的最新需求是人少景美，感受不一样的震撼。

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达
古冰川，最高海拔 5000 米以上，山顶终年
被冰雪覆盖。这里，冬季迎来旅游旺季。
最为壮观的三截冰川形成年限达亿年，冰

川之间有200多个冰川湖泊，澄澈美丽。达
古冰川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索道，15 分钟
就能登临海拔4860米的冰川。

西藏山南的普莫雍错是喜马拉雅山脉
间的咸水湖，被连绵的数座高海拔雪山所
围拢，湖水湛蓝清透，被誉为“飞翔的蓝
宝石”。每年12月至翌年2月，正是普莫雍
错结出冰河的季节，也是观赏蓝冰、翡翠
冰的最佳时节。

气候温暖宜人的滨海游和海岛游，一
直是中国游客冬季出境游的首选。今冬，
大量原本计划出境游的游客把目光聚焦国
内，寻找更多小众目的地。提到广东惠
州，巽寮湾已名声在外。但双月湾，还是
一片未被广泛关注、美到不真实的小众海
岛。双月湾由相邻的大亚湾和虹海湾组
成，从空中俯瞰仿佛两轮背对的新月，因
此得名。湾畔三面环海，最南部的海龟自
然保护区是亚洲大陆唯一的海龟自然保护
区。岛上浮潜、沙滩摩托、个性民宿、礁
石酒吧、烧烤露营等丰富的内容，能满足
游客对海岛游的多元需求。

游客挖掘 线上推介

这些景色绝美、各具特色的小众目的地
是怎样被挖掘出来的呢？当出游半径受到
限制，中国游客开始挖掘旅游体验的深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小众目的地的介
绍来自游客真实的体验。他们通过多种旅
游线上分享平台，把旅行的所见所感以文
字、照片和视频等形式传播给广大网友。尤
其今年上半年，很多游客的出游热情转向线
上“云旅游”，观看直播和攻略。这些内容成
为他们随后出游选择的重要参考。

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告诉
记者，此前旅游直播中带领游客探访神秘
的敖鲁古雅使鹿部落，在镜头下，温顺的
驯鹿在午后阳光下酣然入睡的场景给年轻
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继而引发他们出游
的兴趣。个性化体验是小众秘境吸引游客
出行的核心卖点。优质的内容、场景化的旅
行体验和社群化的运营，成为小众游供应链
体系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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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 琼 岗 日 冰

川、喀拉库勒湖、圣

象天门、达古冰川、

北岐滩涂、双月湾、

全富岛、普莫雍错、

毕棚沟、敖鲁古雅

使鹿部落、巩乃斯

国家森林公园……

这些听起来有些陌

生的小众景点，正

逐渐揭开神秘的面

纱，等待更多游客

在冬季到访。

新疆呼图壁县的天山百里丹霞景区冬季风光壮美如画。 陶维明摄 （人民视觉）

青海省大柴旦镇境内的翡翠湖色彩斑斓，景观独特。 高宏善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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