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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休闲品牌论坛暨中国会稽
山黄酒休闲文化交流会”日前在香港
盛大召开。论坛以“打造休闲品牌、推
进产业发展”为主题，汇聚近百位海内
外休闲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和行业精
英，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

“休闲生活全球化”出谋献策。

休闲经济一枝独秀

世界经济目前正处于转型过渡
期，发达国家面临着长期的经济调整，
中国也正在经济领域推进供给侧改
革。在此背景下，休闲经济前景如何？

国际休闲产业协会主席、中国人
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
致辞认为：“休闲经济一枝独秀，正逐
渐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最耀眼的领
域。”他举例表示，美国 3/4 的就业岗
位与休闲产业相关，未来，低端劳动力
将被智能机器人取代，生活的中心将
从劳动转为休闲。

王琪延分析中国供给侧改革时
说，在“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任务中，

“一补”即是补短板，而休闲设施、休闲

产品的供给就是短板。中国休闲产业
发展起步晚，休闲品的数量质量都是
短板，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从
另一角度看，休闲产业潜力巨大，是一
个可开采的富矿。

作为后工业化社会的产物，休闲
产业的崛起对国家经济发挥着“助燃”
和“引擎”的作用。香港大公文汇传媒
集团副总经理盛一平表示，中国旅游
市场正迎来一次大的发展机遇，在目
前扩大消费升级、促进经济提质增效
的关键时期，旅游业将带来更大影响。

他举例论证，中国目前是全球最
大的客源输出国，内地赴港旅客占香
港整体接待旅客的八成。内地旅游市
场规模庞大，发挥两地资源及人脉将
可实现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鉴欧洲经验 创休闲品牌

当人民对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普
遍，旅游产业和休闲经济的发展自然
也随之腾飞。中国旅游局原局党组成
员王军在论坛交流时认为，休闲可推
动人们改变观念，从而改变社会生产、
流通、交换、消费的内容和方式，所以
某种意义上说，休闲是社会发展的一
个综合动力。

他倡导打造休闲品牌，“这既是一
种状态，也是休闲经济发展水平的标
志”。近年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推广
了许多历史文化景区，发展出优秀的民
族文化与宗教文化，而中国黄酒也是其
中不可或缺的休闲饮品。通过黄酒休
闲小镇，使休闲与黄酒文化品牌有机地
结合，有效提升影响力和受众面。

论坛特别嘉宾、奥地利中欧发展
促进会会长斯蒂芬·劳奇则以奥利地
旅游为例，向与会者讲解休闲产业发
展的“奥秘”。奥地利只有 0.1%的世
界人口占比，却拥有世界 2.3%的旅游

产业，劳奇将其成功归因于品牌与定
位、创新及产品开发、教育与培训等三
大因素。

国际休闲产业协会副主席张北英
将中国乡村休闲品牌提上议程。他认
为，中国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市场发育
较慢，原因在于对品牌培育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资金投入不足且缺乏基本
标准。张北英建议，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旅游行业协会及专家应积极帮助
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经营者制定服务产
品标准，推进乡村休闲度假旅游品质
的提升。

“一带一路”促海外合作

在主题演讲过后，论坛举办了题
为“‘一带一路’下的休闲旅游品牌之
路”高峰对话，进一步解读和讨论中国
休闲旅游的品牌化发展之路。

国际休闲产业协会副主席孙长泰
认为，打造品牌必须立足百姓，只有良
好口碑才能将品牌根植人心、传于历
史；借着“一带一路”契机，经沿线经济
体“环环相连”，把中国休闲旅游品牌
带进欧亚非大陆，进而走向世界。张
北英表示，打造品牌需以“诚信为本、
服务至上”，兼顾企业文化，才可在市
场中有所突破。

国际休闲产业协会副主席王坚分
析品牌的产品与服务时，以会稽山黄
酒、中国国旅和招商局集团为例，称中
国品牌必须重视质量和内涵，否则无
法在市场中长久生存。他说，未来在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前提下，中国13亿
人口可沿着“一带一路”的路线，大力
推广自身品牌。

同日下午，中国会稽山黄酒休闲文
化交流会、中国休闲旅游品牌项目推介
会如火如荼地展开，与会嘉宾各抒己
见，反响热烈。王琪延总结道：休闲产
业的发展还需依靠休闲理念的宣传、产
业标准的建立、全球官产学研交流平台
的搭建等，国际休闲产业协会对行业发
展责无旁贷，将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合
作，共创国际休闲产业的未来。

如皋，“如”古语意为去，“皋”
意为水边高地，“如皋”即“去水边
高地”之意。千百年来，勤劳善良
的如皋儿女在这片水边高地创造
了厚重灿烂的历史文化，拥有古
色、绿色、银色、红色和金色“五色
如皋”的美誉。

金秋时节，徜徉于江苏如皋城
乡，触摸五色如皋的脉动，感受不
一样的精彩。

古色如皋：丰富厚重的历史印记

中国古代园林灿若繁星，但称
得上“孤本”的当属如皋水绘园。

“此一区建筑之妙，实为海内孤
例”，古建筑园林艺术大师陈从周
教授曾如是评价。

水绘园，园如其名，以水为贵，
以倒影为神。它是“明末四公子”
之一冒辟疆和“秦淮八艳”之一董
小宛的栖隐处。辟疆、小宛以园言
志，以园忆故国，融琴棋书画、古今
曲艺于一园，使此园成为饶有书卷
气的“文人名园”。

得益于城市规划章法得当，将
大隐于市的水绘园环抱入怀的如
皋东大街历史文化街区，自然肌理
和传统风貌留存完好。民宅、店
铺、深巷、小桥、寺庙、街市组成了
如皋古城区情韵悠远的空间氛围，
搭配源远流长、包容性强的民俗文
化以及三国军事家吕岱、北宋教育
家胡瑗、大词人王观、明末清初戏
剧理论家李渔等一批“繁星”点缀，

“古色”如皋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
厚重的历史光泽。

绿色如皋：沁人心脾的畅快呼吸

“云头雨足美人腰，左顾右盼两
弯半。”拥有独特造型的如皋盆景，
屡次在国内外大赛中摘金夺银。蟠
扎为主，辅以修剪，如皋盆景清、奇、
古、朴，寓小于大，寓近于远，静中见
动，虚中见实，神形兼备。宋代词人
王观曾称赞之“盗天地之功”。

生态立市，绿色崛起，如皋人

善做善成。“如皋盆景”被国家工商
总局确认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花木盆
景出口基地，50多万盆盆景远销意
大利、新加坡、法国等 20多个国家
和中国香港地区，形成年产 3.5 亿
株绿化苗木、100 万盆盆景、400 万
盆盆花的生产能力，花木种植面积
达28万亩，年销售近200亿元。

徜徉在如皋城乡，呼吸着清新
的空气，饱览着满眼的绿意，感受
着“中国花木之乡”的魅力，已成为
社会各界朋友的追寻。

银色如皋：竞相探寻的长寿密码

世界知名的长寿乡不是在高寒
地带，就是在偏远山区；而地处江海
平原的如皋人口稠密、三业繁荣，其
独特的“都市文明型”长寿现象吸引
了世界关注。央视大型纪录片《长
寿密码》，就将大量镜头对准了如
皋，对这里长寿现象进行深度探秘。

截至今年初，如皋 145 万人口
中百岁老人 338位，总数高居全国
县市之首。源远流长的如皋长寿
文化，其根基究竟在哪里？其实，
淳厚的长寿民风、特色的长寿饮
食、神秘的长寿基因，都是如皋人
长寿的重要印迹。如皋的深层土
壤中富含人体所需的硒、铁、锰、锌
等固定微量元素；如皋人每天一干
两稀的饮食习惯，主食除大米、面
粉外，还兼有玉米、麦类、薯类等本
地杂粮，如皋俗语“糁儿粥米打底，
常吃能活九十几”就透露出健康饮
食的秘方。此外，如皋人对孝、敬、
爱、善、睦、淳、勤、乐等精神财富的
追求更成为长寿密码的重要内容。

红色如皋：坚贞不屈的昂扬斗志

如皋是江苏境内唯一一支中央
序列红军——红十四军的诞生地。
这支英勇顽强的军队开辟了以如皋
为中心的通海如泰革命根据地，并
培养造就了张爱萍、黄火青、刘瑞龙
等一大批为新中国诞生和建设事业

作出杰出贡献的领导人物，谱写了
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作为国家革命纪念设施和红
色旅游景区的红十四军公园，8 个
主题展厅生动再现了如皋儿女在
那血与火的年代，打土豪，分田地，
在江海大地播撒武装斗争的火种，
为新四军东进和苏中七战七捷打
下坚实基础。置身其间，红十四军
将士那种富于理想、忠于人民、甘
于艰辛、勇于牺牲的精神，无不激
励着后人为国家富强和民众福祉
而拼搏前行。公园建成开放 6 年
来，已接待参观者 350 多万人次，
发挥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金色如皋：持续腾飞的真实写照

如皋古城内外有两道城河，外
圆内方形似古钱，在乾隆年间有“金
如皋”的美誉。西汉渔盐之利，东晋
垦植造田，明代纺织桑蚕，清代商贾
云集会馆林立，“金如皋”声名远扬，
在民国时已成中华第一大县。

综观今日之如皋，无不续写着
“金如皋”的辉煌。从全国县域经
济基本竞争力百强第 26 名，到城
乡面貌焕然一新，从教育、卫生、文
化、养老等社会事业全省领先，到
群众幸福指数大幅提高，都是如皋
抢抓机遇、持续腾飞的真实写照。

“十三五”大幕初启，如皋阔步
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黄金期。如皋
已成为中国东部沿海大通道和长
江黄金水道的交汇节点，一步迈入
高铁时代，融入上海核心圈。拥有
国家一类口岸、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保税物流中心、农业科技园
区核心区等载体平台的如皋，正厚
植现代产业新优势，扎实推进大智
造、大物流、大数据、大健康、大旅
游、大农业加快发展。悠悠时光
中，长江与黄海的激情交汇，将再
度见证如皋追江赶海的金色华章。

五色如皋，精彩不容错过。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如皋市委

书记）

朴实无华岳阳楼

岳阳楼高踞于湖南岳阳古城西门城墙
上，下瞰洞庭，前望君山，素以“洞庭天下
水，岳阳天下楼”而闻名。北宋著名政治
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更让
它名满天下，与湖北武昌黄鹤楼、江西南昌
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虽为江南名楼，岳阳楼显得很朴实，一
点没有滕王阁、黄鹤楼那种略带跋扈的张
扬。它黄瓦绿脊，东倚巴陵山，西临洞庭
湖，在蓝天碧水间静静矗立。

公元1044年，被贬儒官滕子京来守巴陵
郡。他勤政为民，次年就实现“政通人和”，于
是筹集款项，重修当地名胜岳阳楼，同时请同
科进士、远在河南邓州做官的范仲淹为岳阳
楼题记。范仲淹与滕子京是老友，两人仕途

颇为不顺，平生豪情自负，却罕受人言。在收
到老友《求记书》后，范仲淹想起滕子京坎坷
的为官路，万千思绪萦绕脑海，文思如泉。顷
刻之间，书成传之千古的《岳阳楼记》。

岳阳楼内，一层二层都立有刻着《岳阳
楼记》全文的木雕屏。游客可充分享受在
岳阳楼内读《岳阳楼记》的愉悦。一篇题
记，使一座楼阁不仅名闻遐迩，更具有一种
直贯千古的精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一读再读，人们还可读出范仲淹对老

友惺惺相惜之情。好文章就是这样，放大
了可济苍生，缩小了可悟人情世故。《岳阳
楼记》对朋友既规劝安慰，又赞许鼓励。

名篇名作满名楼

《岳阳楼记》横空出世，使其他题咏岳

阳楼的诗词歌赋相形见绌，哪怕是诗圣杜
甫的《登岳阳楼》。平心而论，杜甫的诗也
堪称绝唱。“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短
短十字，道尽八百里烟波横跨吴楚，极尽洞
庭的壮观浩瀚。“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诗人由洞庭的
横无际涯，生发自己只身漂泊的伤感与万
里乡关的思念。

岳阳楼的三楼正中立有这首杜甫诗
的木匾，由当代伟人，也是旷世诗人毛泽
东手书。毛泽东是真正的诗家，不但自己
写诗，也“写”历史上的名诗。在岳阳楼上
驻足细看，发现毛主席在“写”杜诗时，把

“老病有孤舟”写成“去病有孤舟”。从诗
歌鉴赏来看，一字之改，书写者的情怀也
随之改变。将“老”改成“去”，让人感受到
不服命运安排的旷达胸怀。

王勃的《滕王阁序》是身在阁中“把酒
临风”写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则对着一
幅《洞庭晚秋图》写就。范仲淹一生也未曾
到过岳阳楼。对着洞庭晚秋图，一般人很
难看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
来。而范老先生未登岳阳楼，竟能将洞庭
美景写得如此生动。更绝的是，他为岳阳
楼写记，可只字未为楼染色，而着重写从楼
上看到的景物，通篇写景，实乃抒情。

丹青画出是君山

下了岳阳楼，又见君山碧。
过去只能乘船上君山，现在如长虹般

的洞庭湖大桥已将岳阳城与君山岛连在一
起。君山景区大门口有诗仙李白的塑像，
石墙上刻着他的名诗：“帝子潇湘去不还，
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
画出是君山。”诗仙用传说美景极尽渲染，
最后烘托出君山来，足见这个湖上的小岛
何等美丽。雕像后面，就是青螺一样的君
山岛了。

君山原名洞府山，意指洞庭湖中神仙居
住之府。后因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葬
于此地，屈原在《九歌》中将她们称之为湘君
和湘夫人，故后人将此山改名为君山。李白
咏君山，首句就托出这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 4000 多年前，舜帝南巡，二妃坐
立不安，南下寻夫来到洞府山，得知舜帝因
劳累驾崩于湘南的九嶷山。娥皇女英悲痛
万分，攀竹痛哭，三天三夜不止，泪血滴在
竹子上，竟成斑竹。斑竹一枝千滴泪，留下
了传颂千古的爱情故事。

离开湘妃祠不远，是规模宏大的洞庭
庙。出了庙门，放眼望去，环岛都是绿浪鹅
黄，洞庭湖在草浪那头，一片苍茫，隐约可
见岳阳楼的巍峨楼影。风从君山吹过，留
下多少美丽的传说。美丽而多情的妃子随
风而逝，空余连天衰草满洞庭。

本报电（记者高 炳） 近日，西
班牙第一次面向中国行业B2B推介论
坛——首届中西旅游论坛 （FOTEC）
在京举行，活动由中西旅游论坛组委
会、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旅游处、德安
杰环球顾问集团联合主办。

参加本次论坛的西班牙机构和企
业包括各大旅游胜地政府、航空公司

以及来自酒庄、美食、康养、医疗等
领域的 25 家参展商；中方则有境外
游旅行社和机构的近百名专业嘉宾出
席。中西旅游论坛希望借此平台，将
中西两国的专业资源精准对接，积极
促进双方合作交流。在两天时间里，
中西两国参展商进行了500多场专业
B2B商务会谈。据悉，第二届中西旅

游论坛将在2018年初举办。
据统计，2015年，超过32万中国

游客访问西班牙。未来5年，这一数字
将升至100万。去年，西班牙共接待
6800万世界各地游客，在全球旅游目
的地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法国。与此同
时，作为全球最大出境游客源国，中国
去年出境游客总数超过1.1亿人次。

◀ 休闲产业如今撑起了全球
经济和就业的约10%，拥有越来越
高的“含金量”。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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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市场潜力 补齐供给短板

创休闲产业中国品牌
本报记者 陈 然

发掘市场潜力 补齐供给短板

创休闲产业中国品牌创休闲产业中国品牌
本报记者 陈 然

五色如皋五色如皋 精彩不容错过精彩不容错过
陈晓东

岳 阳 楼 下 君 山 碧
方文国

首届中西旅游论坛在京举行首届中西旅游论坛在京举行

诗意岳阳楼诗意岳阳楼。。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报电（记者高 炳）9月 27日，百度
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共同举办《2016十一
出行预测大数据报告》发布会。双方整合
资源，利用百度地图自身大数据，从国民
假期出行最关心的“避堵”、“旅游”等问题
入手，在出行路况全览、出行目的及趋势
分析、人群画像描摹等核心领域进行多维
度预测，在黄金周到来之际为受众假期出
行提供指导。

在出行方面，报告显示，十一出行时
间呈现出规律性的集中现象，假期头尾两
天均十分拥堵，假期中间时段路况相对较
好。细化到具体时间节点，10月1日8时和
10月7日16时的道路拥堵程度最高，建议
民众错峰出行。

对于高速公路，报告预测，广州、四川、
京津冀的高速公路或将最为拥堵，出城拥
堵时段涵盖白天全天，返程拥堵时段集中
在15时到22时。对于收费站，京津冀收费
站出城方向和江浙沪地区收费站返程方向
预计拥堵程度最高，其中，上海徐泾收费站
为拥堵之最。此外，公共交通依然保持节庆
期间客流增大的常态。不过，郑州、南京、西
安火车站在本次黄金周期间客运量将会大
幅增高。十一期间，郑州火车站、杭州东站、
广州南站的客流较大，其中郑州站和西安

站假期客流增长率将明显高于其他枢纽。
在旅游方面，大数据报告显示，在全国热门景区前20

城市中，北京占比最高，可见国民对首都的向往最甚。古镇
游今年热度或将有所减退，自然景观景点更受追捧，自驾
游目的地也多以自然风光密集的西南地区为主。其中，九
寨沟、稻城亚丁、西藏林芝等位列自驾游最受欢迎目的地，
青海湖、长白山、黄果树等自然景观热度同样不低。

此外，大数据报告通过对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
重点城市排位靠前的特色餐饮类别比较得出，日本料理
和川菜在多个城市中成为最受欢迎的餐饮类别。纵观大
数据报告对用户出行趋势的分析，相比起传统的把5A景
区作出游首选，国民如今更倾向于特色深度游，深入旅行
目的地感受人文风情。在休闲娱乐活动方面，密室逃脱、油
画体验等类型的休闲娱乐项目热度上升。

据介绍，拥有5亿用户的百度地图作为“基于大数据
的人工智能出行平台”，将继续助力公众智慧出行。本报
告详情可在“中国智慧交通云服务平台”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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