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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毛丘，斗笠丘，青蛙一跳过山丘。”闽中尤溪
县联合乡的梯田田埂上，新翻的泥土散发着芬芳，
层层叠叠依山而建的稻田绵延悠远。八山一水一
分田，是福建全省地貌的特征，尤溪恰是其缩影。

第一产业曾是尤溪“招牌”，第二产业原是尤溪
支柱，但其两者的发展空间目前已变得非常有限。
尤溪的发展出路何在？可用的资源就是好山好水，
以及宋代大儒朱熹出生之地。发展旅游业被寄予
厚望。

相比同样在打“朱子文化旅游牌”的闽北两座
城市：武夷山市（朱熹在此生活 50年）和建阳市（朱
熹讲学的考亭书院在此），尤溪并不乐观。拿 2013
年数据相比，闽北两市游客、旅游收入分别为超过
700 万人次、110 亿元和 150 万人次、超过 10 亿元。
而尤溪不到 30 万人次和不足 3 亿元收入。其中差
距，显而易见。去年，福建省开展“全域旅游”建设，
尤溪成为其中第二批试点单位。一个全新的思路，
也在这里慢慢成型……

家在景区咋吃旅游饭

国家旅游局在 2016 年初明确提出将旅游发展
模式由“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但尤溪的

“全域旅游”探索早在此前就已开始，而且是以“不
收门票”的方式起步的。

“不是不想收，是真收不到。”尤溪县联合乡党
委书记詹明昭一脸无奈。除了朱子故居外，尤溪最
出名的景点当属“联合乡梯田”。这一美景被誉为

“世界十大梯田和中国五大魅力梯田之一”。摄影
旅游兴起后，更是名声鹊起、游客纷至沓来。2014
年詹明昭也曾找到过一家旅游公司来帮助开发，结
果对方转了一圈后，一句话就把他给问住了：“你这
梯田满山满谷都是，我连个设门槛收门票的地方都
没有，怎么搞旅游？”再一深想，“就算收门票，能帮
助群众新增致富门路吗？”

尤溪目前唯一的国家 4A 景区朱子文化园，从
2013年 6月动工至今，已完成了总投资 7.58亿元当
中的 5.2 亿元，政府却一分门票钱没收过。可这个
项目却极大促进了周边商业街区、商业地产、城市

建设、水利道路等方方面面的改善和提升。“所以我
们就想，发展‘不要门票’的旅游，是不是也可以一
样获得综合效益呢？”

从“景点旅游”到“不要门票的旅游”，尤溪开始重
新反思究竟何谓“全域”——尤溪是福建省面积第二
大县，除了朱子故里外，还有152座名山、中国传统古
村落、土堡、银杏林等丰富的旅游资源散落在3463平
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几乎处处是景、步步为观。“既
然‘我家在景区’，又何必大拆大建、围墙造景？既然

‘我家在景区’，何不从‘卖风景’转为‘卖文化’呢？”尤
溪县委书记杨永生赞同詹明昭的思路。

“三产”提升了“一产”附加值

联合乡首先启动了梯田复垦。因为城镇化，梯
田抛荒很严重。“过去整理农田是为打粮吃饭，现在
整理农田则是为了恢复农耕文化生态。”因为没搞
围墙造景、没有大拆大建，当地群众对这事双手赞
同。从2014年到2016年，联合乡财政连续3年补助
梯田复垦，全乡共复垦500多亩。

与此同时，乡财政通过合作社对农户给予每亩
不超过每年 410元的补助，种植符合绿色标准的农
产品。乡里还成立了“联合梯田文化有限公司”，负
责品牌推广、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3年来，联
合乡在补助梯田绿色种植和品牌建设累计投入 60
万元。

磨刀不误砍柴功。虽然不收门票，但联合乡梯
田旅游带动了“联合三宝”的品牌增值。所谓“联合
三宝”就是联合乡出产的花生、田埂豆、梯田稻米，
由于获得了“国家绿标”，价格比以往高出了 3 倍。

“联合三宝”目前销路极好，总是卖到断货。
旅游饭原来还可以这样吃！自去年“全域旅

游”启动以来，尤溪15个乡镇都提出了自己“不卖门
票”的计划。“我家在景区，荷锄登云梯。”成了当地
最响亮的广告。

今年一开春，厦门一家公司找上詹明昭，要求
以众筹的方式承包联合乡200亩梯田。“这标志着联
合乡的‘梯田经济’有了自我造血的能力，乡财政停
止补助后，也不用担心农户退出耕种了。”这其实也

早在詹明昭的预料之中。
2016年，尤溪全县接待游客增加到103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增长到 6.2 亿元，旅游总收入占生产总
值从不到0.5%增加到了2.5%。虽然总量还不大，增
长势头却相当强劲。

收获的不仅是“多了碗旅游饭”

全县上下能够如此快速有序地发展全域旅游，
这是尤溪北旅游集散中心的总经理陈兴桥此前万
万没想到的。这位原本在江西抚州经营建材的农
民企业家2015年底回洋中老家过春节，发现越来越
多人来尤溪旅游，从而萌生返乡创业的想法。

2016 年国庆节投用的尤溪北旅游集散中心坐
落于洋中镇，不仅能辐射本镇的际口漂流、桂峰古
村落、枕头山、浮洋渡假山庄等多个景点，还可以辐
射联合梯田和县城的朱熹诞生地等整条尤溪北旅
游线路。集散中心既可以满游客在此吃、住、游、
购、娱的需求，更能通过县城的11家旅行社签约，满
足全县多条旅游线路的接待。

“一开始想法很封闭，就想盖个集散中心赚些
来超市买特产、旅馆住宿的钱。”陈兴桥坦言，“在县
里的工作思路指导下，才有了如今的观念——把集
散中心建成一个窗口和枢纽。”

“只有思想转型，发展才能转型。”洋中镇镇长
郑长洪去年参加尤溪县委党校专门组织各主要乡
镇和相关部门的一把手共40人参加了“旅游专题研
修班”，原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业务学习，没想到
在思想上却有更深的激荡。一碗别样旅游饭，竟然

“吃”出了一场基层关于如何深化改革的思考。
2016年，尤溪县对全县年终考核进行了重大变

革：首次将旅游工作纳入乡镇年终考核体系——总
分100分中，旅游一项占了7分。

冲破了“依靠资源垄断、依靠财政支撑”传统模
式束缚后，洋中镇不但先后启动了农村环境整治工
程、洋中食用菌国家级农业产业园申报，而且正在
以国家二级公路标准建设两条连接其他乡镇旅游
点的道路。郑长洪总结道：“发展全域旅游，开启了
我们当干部对发展的一种重新认识。”

本报电（高海涛） 由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办，山西省旅发
委、山西广播电视台承办的 《人说山西好风光》 第二季，日
前以一场直播的旅游嘉年华狂欢夜晚会，正式开启2017年和
2018年山西旅游发展大会主办城市评选的电视竞演。

去年，《人说山西好风光》第一季首开旅游城市评选的电视
竞演模式，首创官员登台推介，引发媒体关注，受到社会、业界
和观众的赞誉，使得“人说山西好风光”成为海内外最美的山西
印象。如果说第一季在探索山西旅游，第二季就是一场山西旅游
的大戏。

在全民旅游的时代，山西提出“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山西
省战略性支柱产业”，实现从文化旅游资源大省向文化旅游资源
强省的转型。在此背景下，《人说山西好风光》第二季全面创
新，重点围绕“城市形象展示、产业转型创新、旅游脱贫致
富”三个主题，将竞演舞台设在10个城市的主景区现场录制，
以“旅游+”的思路，把山西的旅游资源、人文景观、优势平
台、全媒体、全民互动等多个要素融为一体，“讲好山西故事、
传播山西声音、展示山西形象”，书写最美最新的“春天的故
事”。

《人说山西好风光》开幕直播设在大同城墙外，整个城墙被
灯光点亮，在夜色中欲加美丽迷人。晚会全方位展示出山西文
化旅游的特色亮点和创新，通过凝炼出的城市性格、城市符
号，以多元的“形象感”造成“记忆点”，为山西旅游赋予文化
内涵。

除了精彩的节目，现场互动不断。山西11个地市带来了
“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大同的浑源凉粉、晋中平遥牛肉、运
城花馍等在现场制作，让观众能看到食物、听懂由来、品到
味道，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通过“好看、好
吃、好玩”三位一体的多形式、全方位展示山西文化旅游的
特色。

坐拥雄伟壮观的博格达峰、碧波荡漾的天山天池等大美
自然资源以及源远流长的西王母文化，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阜康市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

阜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赵强介绍说，阜康市以天山天
池为依托，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建
设，对旅游资源再整合、产业链再延伸、基础设施再强化、
公共服务功能再完善，着重构建全方位、多元化旅游新格
局，围绕“旅游+”“天池+”“文化+”，观光游览、慢享体
验、沙漠探险三大旅游业态联动发展，融合其他产业打造

“天山之都，物阜民康”的旅游城市品牌，构建全域、全时、
全业的“文旅廊道”，提升城市发展潜力与竞争力。

据悉，阜康市正重点打造天山天池文化产业园区，加快
重大特色旅游项目建设进程。近年来，养生、拓展、农趣等
旅游项目深受游客喜爱，阜康市也将以此类项目作为旅游行
业发展的突破口，逐步开发养生旅游度假区、户外拓展营
地、创意农业观光区、乡村民宿群等新兴业态，满足不同层
次游客对旅游消费的需求，积极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赵
强表示，阜康市要真正实现景区内外一体化、城市乡村一体
化、居民游客一体化，努力打造阜康国际旅游名城、天池世
界级旅游目的地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休闲度假中心。

东汉古诗《孔雀东南飞》，凄美的爱情绝唱至
今余音不绝，更激活了一座古镇的旅游业。

初夏时节，走进孔雀东南飞故事发生地——
安徽怀宁小市镇，青山不墨，碧水无弦，雅致的孔雀
东南飞园林，吸引着各地游人，身临其境感受焦仲
卿刘兰芝“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的爱情，体验
着小市镇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灿烂的古皖文化。

作为长江一条重要的支流，皖河自古镇石牌以
上分为三支，东为皖水，中为潜水，西为长河，小市
镇是位于潜水之畔的一座古镇。汉代后期，小市已
现小镇雏形。16世纪中叶以前，这里已是一个能够
容纳300船只的内陆码头，同时又是官道驿站，设有
商行、货栈、店堂、饭铺、旅馆、赌场、澡堂、作坊等
500余家。小市镇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火辉煌，甚
是热闹。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孔雀东南飞》
故事发生地，千百年来，焦刘凄美的爱情故事，吸引
李白、王安石、张恨水、汪国真等文人墨客驻足凭
吊。一些文人将《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改编为越剧、
京剧、豫剧、黄梅戏多种剧目，使之走向大众。后来
又拍成电影，写成小说，从而使孔雀东南飞故事得到
广为流传。凭借对历史负责态度和对孔雀东南飞传
说一以贯之的传承，小市镇被评为安徽“省级优秀旅
游乡镇”。

小市镇有一个与孔雀东南飞故事相关的名闻
遐迩的古建筑——孔雀台。1916年出版的《怀宁县
志》将此台与南京凤凰台、武汉黄鹤楼并称为“长江
流域三大精灵”，并有“到安庆必登塔，到小市必登
台”之说。

孔雀台相传是焦仲卿和刘兰芝定情的场所，
后人为歌颂纪念他们，筑台以示怀念，故而得
名。据碑文记载，此台始建于唐朝末年，为一土
墩台；元朝在土墩上搭了竹棚，上盖竹簟；明朝永

乐年间，台基用石条砌筑，台身为砖木结构；至清
朝中叶开始修缮为戏台，各行各业都在特定的日
期，相邀戏班在此台进行演出，少则几日，多则十
天半月，并在当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后来，孔雀台不幸被毁。2006年，一座新的孔
雀台在原址上重新矗立起来。新建的孔雀台面积
比原来大1/3。孔雀台呈“凸”字形，宽、长、高均约
7米，占地百余平方米，分上下两层，上为舞台，下为
居室。庑殿式屋顶，飞檐翘角，每层有斗拱，雕梁画
栋，气宇轩昂；台前有大红柱一对，正中有藻井，藻
井中各彩绘鸳鸯和孔雀一对；后台左右两侧门头上
绘有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画像；正中为枝叶交相覆盖
的古松、梧桐。整个孔雀台，色调古朴，雍容典雅，
生动地再现了诗篇“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的意
境。

孔雀坟、苦水井、望雀墩、望雀亭、相公庙、化纸
亭、华山，在小市镇，与孔雀东南飞相关的遗迹不计

其数，有些至今保存完好，对于那些已毁坏的遗迹，
小市镇坚持“不填塘、不推山、不砍树”，不搞大拆大
建，注重保持历史遗迹的相对完整性，对古建筑的
修缮尊重原有建筑风格，做到所建项目与古建筑协
调统一。

孔雀东南飞传说于2014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域旅游打造中，怀宁县视孔雀
东南飞景区为核心板块。在尊重原样、力争恢复原
貌的原则下，小市镇先后对焦刘合葬墓、望雀亭、月
亮塘、兰芝桥等景点进行了修复，筹资兴建了影视
城、文化园门楼、永镇寺、长诗碑廊和陈列馆。孔雀
东南飞影视城目前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走进
其中，“焦府”、“商贸一条街”等建筑，古色古香、气
势恢宏，仿佛把游人带到汉代盛世，徜徉其中，感应
汉风流韵，欣赏美景佳人；民俗项目表演“抛球相
亲”、“新娘敬茶”等，富有人情味和地方特色，令人
流连忘返。

本报北京电（记者罗兰） 哪里
的全域旅游魅力指数最高？日前，
由人民日报社指导、《国家人文历
史》 杂志社主办、百代旅行承办的

“2017 中国全域旅游魅力指数排行
榜”评比活动正式启动，评选结果
将在今年7月下旬出台。

十余位业界专家出席了有关全
域旅游评比的研讨会，大家就全域
旅游的定义标准与评比细则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厉新建指出，全
域旅游应该综合考虑生态环境、空
气质量、当地居民的满意度等多个
维度进行综合评判。北京联合大学
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凌云认为，
专家应站在游客的角度，把更多的
焦点放在公共服务、便捷程度、居
民友好程度及目的地安全感方面，
进而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

据百代旅行负责人介绍，活动将
采用专家打分、网友投票、旅游大数

据打分三者结合的方式进行指数排
名。本次活动将于2017年5月启动报
名通道，接收参选申报材料，6月在
百代旅行APP中开启投票通道，接受
网友投票与打分。与此同时，专家评
审委员会对全域旅游参选城市进行打
分，开展初审与复议。活动最后将于
7月下旬公示榜单结果，并举办全域
旅游峰会暨颁奖典礼。

百代旅行是人民日报社融合发
展的重点项目，项目聚集国内外旅
行达人和专业机构，提供有深度有
价值的内容，精选目的地特色商品
和优质商户，帮助旅行者更好地做
出消费决策，为政府和旅游行业提
供品牌推广和整合营销服务。目前
百代旅行 APP 上已有北京、上海、
广州、三亚、青岛等 34 个上线城
市，近2000个景点的深度介绍及原
创语音讲解。2017年，百代旅行将
覆盖 100 多个国内重点旅游城市，
并将进军海外市场。

哪里的全域旅游最有魅力？
“2017中国全域旅游魅力指数排行榜”评比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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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张明月） 机场、火车
站等交通枢纽以及地标性建筑和酒
店，作为城市展现在游客眼前的名
片，其装饰工作颇具重要性。中建
深圳装饰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承接
了天津火车站、太原火车站南站、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中国尊、央
视新台址、天津喜来登、青岛涵碧
楼等建筑的装饰工程，为游客提供
了优质体验。

该公司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不仅
注重施工效率和绿色施工，并还注重
设计与创新，获得过多项技术专利，
其自主研发的天花自动打孔机保证
了施工过程中打孔时的环保与安全，
获得了发明专利。日前，中建深圳装
饰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获得了“全国
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据了解，分
公司曾获得过8项鲁班奖，及40余项
省部级优质工程奖。

装饰工程为城市添彩装饰工程为城市添彩

《孔雀东南飞》带活一镇旅游
吴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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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门票的旅游怎么搞
——福建尤溪县“全域旅游”发展之路

赵 鹏 林 蔚

尤溪联合梯田绿韵尤溪联合梯田绿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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