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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听
“公社”两个

字，顿时想起往
昔 岁 月 。 倘 若 与

“电影”、“冯小刚”
放在一起，第一直觉是

浓浓的“文艺范儿”。
“电影公社”坐落于海

口 观 澜 湖 国 际 高 尔 夫 度 假
区，包括民国街、社会主义

街、南洋街三条仿古街。民国街
以 电 影 《1942》 的 重 庆 街 为 蓝

本，参照原地兴建了重庆蒋介石官
邸、兄弟烟草公司大楼、重庆万州钟

楼、重庆新华日报大楼、国泰大戏院等。
走近冯小刚电影公社，脑海里冒出他导演的一

部部电影。记得他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出境，穿
着白衬衫，戴着厚镜片，给同学们讲课。幽默的话

语、独特的动作，沾染着时代色彩，总让人难忘。生长
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冯小刚，不仅带来京味喜剧，还
带来什么样的光阴故事？

街上，施工人员在做最后的打磨、雕琢。一座钟
楼，古色古香，耸立街中央。两旁，高大的洋房，掩映
在绿树中，折射逝去的繁华。这些建筑将传统
瓦房和西式洋房相结合，在设计、构造、风格
方面体现中西文化交融，整体呈现出古希腊式
矩形结构。墙壁以灰色、棕色为主，外加白色
雕花立柱，显得厚重大气。

走在民国街心，突然想起 《1942》 里重庆
人应民国政府要求，夹道欢迎外国使节的场
面。拥挤的人流、吵闹的欢迎声、巨大的横
幅，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标志。我们仿佛也变成
了学生，跑到天寿鞋帽商店，穿上蓝衣黑裙学
生装，也跟着呼喊起来。但那样的呼喊，真能
让别国帮助积贫积弱的民国吗？

前面，是崭新的新华日报大楼。新华日报
曾登载周恩来的诗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个时代，有多少革

命者为国家的自由、民主、富强，奋不顾身，四处奔
走。他们通过报刊，把革命思想传播开来。这些场景，
在电影中呈现；这些人物，在电影中复活。而电影公社
的魅力，是“凝固”转瞬即逝的电影画面，让我们距离
历史更近，甚至可以伸手触摸业已消散的时光。

电影公社负责人说，他们将邀请群众演员，穿上民
国服饰，走街串巷，让历史更逼真，更有“穿越感”。那
时，你会看到穿中山装、留中分头的男学生和蓝衣黑裙
麻花辫的女学生打招呼。从身边走过的，还有穿旗袍、
撑油伞的女子、手拿警棍的民国警察……

再不过瘾，你可以穿上戏服，在洋楼前留影；扮成
演员，参与电影演出。街道是背景，你仿佛从历史中走
来。身影留在乌油大门前、清水砖墙旁、青砖小道上。

热闹的街道，少不了各地美食。西式咖啡厅、甜品
店、重庆风味的炒米糖开水、糍粑、麻花、冰糖葫芦，
想吃尝个遍。到天寿鞋帽商店，穿灰布长衫的掌柜高声
招呼，拿出尺子亲手为你丈量，“私人定制”一双长靴或
一顶帽子。从店里出来，碰巧有街头艺人的杂耍，引你
驻足。叠罗汉的小伙、顶碗的姑娘，引得阵阵喝彩，也
让人感叹江湖艺人生活的艰辛。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周璇的歌曲 《天涯歌
女》，把你送到上世纪的歌舞厅门口。在犹豫要不要进去
时，你又被不远处电影院的海报迷住。冯小刚电影的经
典片段轮番上映，周璇、阮玲玉、胡蝶、赵丹等民国电
影明星的精彩电影也在等着你。

春节，冯小刚电影公社第一次迎客，人流如织。今
年 6月 7日、8日，电影公社正式开街。届时，华谊兄弟
公司恰逢 20周年庆典，成龙、李敏镐等明星将出席。这
里“星”光熠熠，注定是导演、演员的乐土。

责编：赵 珊 邮箱：hwbtrave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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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国家农业公园试点项目已落
户山东省兰陵县。4 月初，该县将举
办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系列活
动。农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
向全国重点推广兰陵的国家农业公园
模式。国家农业公园是继农家乐、渔
家乐、花家乐、林家乐及生态观光农
业园等乡村旅游业态之后，为人们创
造了一种新的乡村休闲方式。

提供休闲新模式

国家农业公园是个什么概念？它
是集新农村建设、观光农业、农产品
消费为一体，以解决“三农”问题为
目的的现代新型农业旅游区。它不同

于普通的农家乐和乡村游览，而是一
种体验田园生活并融入农耕文化、乡
土文化的旅游模式。

据兰陵县委副书记、县长薛峰介
绍，兰陵国家农业公园位于山东省兰
陵县代村社区，规划面积62万亩，整
合了代村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国有农
场。

代村党支部书记王传喜告诉记
者，在他们兴建的名为“农科蔬苑”
的现代化智能温室里，游客能看到，
互联网、物联网等高科技被成功用于
1.2万多平方米蔬菜的日常管理，远程
监控、智能室温、无土栽培、立体种
植等新技术也得到应用，种植出近千

种高端蔬菜瓜果。游客可以在观光采
摘园大饱眼福和口福，在百姓菜园亲
自体验农事活动，在生态酒店品尝地
道的绿色健康食品。

乡村旅游年接待9亿人次

记者从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中心获悉：今年该中心将重点向全国
推广兰陵代村的农业公园模式。近几
年，该中心不断总结不同区域、不同
产业带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典型经
验，先后推出了浙江安吉、四川郫
县、安徽宁国、湖南望城、江苏高淳
等模式，为广大农村地区推进美丽乡
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

鉴。
近年来，全国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规模日渐扩大，发展内涵不断提升，
发展类型逐步丰富，发展方式逐步转
变，呈现出“数量提高、质量提档、
效益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涌现出
了许多产业特色突出、村容景致独
特、乡风文明和谐的魅力乡村，培育
出了一批农耕文明悠久、乡村文化浓
郁、民俗风情多彩、自然环境优美的
美丽田园。

2006 年以来，全国休闲农业以年
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成为最具活力、最具潜力、
最具魅力的行业。据农业部不完全统

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休闲农业聚集
村9万个，规模以上休闲农业园区超过
3.3万家，农家乐已超过150万家，接待
游客超过9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2700
亿元，带动2900万农民受益。

民间资本涌入休闲农业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促使大量的
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
产品变商品，让闲置的土地流动起
来，让闲暇的时间充实起来，让富余
的劳动力活跃起来。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从最初的农家乐形式已逐渐升级
为包括观光、体验、休闲、度假等活
动在内的一种新的产业形式、新的经
营方式、新的发展模式、新的增长方
式和新的统筹方式，并日益成为富裕
农民、提升农业、美化乡村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立新的

产业体系。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中心主任王秀忠表示，发展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恰恰符合此要求，促进第
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整合分
散的农户和零散的农业生产，促进农
民合作组织和社会企业家共同投资经
营发展，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难以有
效对接的矛盾。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卖生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因此，促进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有利于加快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

未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
展将呈现资本化、规范化、品牌化和
规模化的趋势。发展休闲农业的资本
需求比传统农业要大得多。近年来，
已出现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大量进入
休闲农业的趋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将充分吸引社会投资，行业企业规
模经营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本文配图来自百度

如果没有朋友带路，我们找不到这
个虽不起眼但在台湾鼎鼎有名的小公
园。公园坐落在虎头山下，四周树木挺
拔，摆放着一些石板凳，有人在聊天，
有人在散步，更多的人在跳健身操，人
们自娱自乐，怡然自得。游客的身影则
显得匆忙仓促，从车上下来，就直接找
刻有“台湾地理中心”的石头碑，摆
pose 留影纪念，千里迢迢而来就为了这
个瞬间的定格。

我们拾阶而上，找到了地理中心
碑。碑座涂成红褐色，上面镶有蒋经国
的匾题“山清水秀”，中间画有坐标，下
面是碑文；碑座上方挺直地立着一根不
锈钢长杆，杆顶两圆环交，两侧的白色
弧墙将碑座左右环抱，这才是南投县埔
里镇中心位置的显著标志。从碑后的阶
梯再上，登顶后可见一个三角点，那是
台湾地理中心的准确位置：东经 120 度
58分，北纬23度58分。

埔里镇的桃米里纸教堂颇有特点。
它是从日本引进来的舶来品，因为环保
和可再生理念，受到了人们的追捧。纸
教堂是 1995 年阪神震后社区重建的精神
地标，因其由轻巧、环保的纸材搭建而
成，受到当地人喜爱。十余年来，纸教
堂成为教会弥撒、结婚典礼、节庆狂
欢、居民集会的重要场所。2008 年当它
完成使命后，经受“9·12”地震的桃米
里决定将阪神的纸教堂搬到这里，作为
一种精神寄托和环保理念的象征，并作
为新的旅游景点。承载着新希望的纸教
堂，外方内圆的构造显得独特别致，内
饰简洁。58 根纸管撑起一个椭圆形的空
间，座位也由纸管做成，一样的坚固实
用。教堂的一边有戏水池，暮色降临，
纸教堂的灯光将教堂照得通体莹亮，倒
映于水中，静谧迷离，洋溢着圣洁的光
辉；另一边则是小型的音乐厅，当地人
经常举办音乐会，自娱自乐。

台
湾
埔
里
有
座
纸
教
堂

王

珉首家国家农业公园现身山东

乡村旅游有了“国家级”范本
本报记者 赵 珊

相关链接：

农业部近期评选出“2013年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它们分别是：北京市
密云县蔡家洼村、天津市北辰区双街村、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王硇村、吉林省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金达莱村、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桃园村、福建省泉州市永
春县北溪村、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马家沟村、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农科村、陕西省
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上吐鲁番于
孜村。

来到兰田，第一感觉犹如人间的世外桃
源。越城岭余脉，生态完美，风光旖旎，民
俗风情浓郁，境内山高岭叠，自然景观保护
如少女般清纯，令人惬意。

这里地处广西灵川的西北部，距桂林市
区58公里，水陆两通，是青狮潭水库的主要
发源地。1900多年前魏晋时期古老传统的造

纸术，当地百姓至今仍保留完好。兰田景色
独特，高山草原近万亩。海拔1500米的江洲
坪万亩草场，常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春
有迷雾、夏有山花、秋有野果、冬有积雪，
生态系统完全处于原始状态，在岭南、华南
地区实属罕见。作为当地几大亮点之一的板
垒界梯田，梯田似带，从山脚盘绕到山顶，

层层叠叠，高低错落；线条如行云流水，潇
洒柔畅。这里一年四季景观各异，春天水满
田畴，如串串银链缀山间；夏至佳禾吐翠，
似排排绿浪从天泻；金秋稻穗沉甸甸，像座
座金塔顶玉宇；隆冬瑞雪兆丰年，若环环白
玉砌云端。仙女沟、龙潭、大岩山、黄板等
瀑布带，婀娜多姿、风情万种。享有胜名的
西洲壮寨、岭南西湖、红水河，负氧离子含
量极高，堪称“天然绿肺”……兰田，不愧
为桂林市奇山秀水中的一朵奇葩。

下图为兰田的板垒界梯田。
张克庆摄影报道

兰田 桂林边上的世外桃源

日前，为了满足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旅游者需求，
从 3月份开始，携程对出境游的旅游团用户提供境外
免费WiFi服务，服务范围将覆盖全球100多个目的地
国家和地区。上海、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的出境旅游
者将首批获得免费WiFi服务。预计全国每年将有近百
万人次的出境旅游者获得免费无线上网。

此举意味着境外旅游缺乏无线上网服务或者上
网费用昂贵的问题将得到解决，免费上网不限流量，
在旅途中可以随时联络、分享、评论、查询、预订。对于
中国庞大的出境旅游群体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利好消
息。携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家提供国际旅游免
费WiFi服务的旅游企业。

旅游免费WiFi服务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消

费者的迫切需要，也是旅游行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在
旅游特别是出境游中，手机国际漫游数据流量价格远
超国内，尤其不能满足高频率的微信等使用，甚至出
现过出境游刷微信产生数千元的“天价流量费”。此次
推出的免费 WiFi服务，可以使游客节省 5%左右的旅
游费用；可以频繁和方便地使用微信、QQ等与家人朋
友联系；可以随手记录旅途见闻，发图刷朋友圈；可以
直接反馈目的地行程和服务满意度；还可以使用网络
预订门票、租车、一日游等旅游产品，灵活安排自由活
动时间。领队也可以通过专门的 App、微信等方式，随
时与客人沟通、互动，安排行程或者解决客人的问题。
假如在行程和目的地遇到紧急突发事件，移动WiFi还
可能发挥关键的作用。

国人出境游将享受“免费 ”服务
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闫 鑫

游冯小刚电影公社
感受“民国范儿”

马跃峰 赵香芬

乡村旅游乡村旅游

兰陵国家农业公园一瞥兰陵国家农业公园一瞥

纸教堂 来自百度

俯看电影公社 赵香芬摄俯看电影公社俯看电影公社 赵香芬赵香芬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