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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成旅游成为为““加分项加分项””
本报记者 尹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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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重要“标签”

在今年 4月出炉的 《2018中国城市
商业魅力排行榜》 中，成都位列 15 个

“新一线”城市榜首。作为四川省的省
会，成都目前有着多重“身份”：西南
地区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
讯的重要枢纽、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
开通国际航线最多的中西部城市、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等。而在这些“身份”之外，成都最为
人津津乐道的则是它的旅游“标签”，
气候宜人，自然景观、游乐场所、文化
故居众多，位列世界六大美食之都，吸
引着许多游客“来了就不想离开”。“国

宝”大熊猫更是拥有世界各地的粉丝。
以制造业闻名的东莞，被称为“世

界工厂”，近年来，积极谋求产业转型
升级。自 2017 年起，东莞连续两年跻
身“新一线”城市榜单，逐步崛起的旅
游业成为其发展的亮点。据统计，东莞
拥有国家 A 级旅游景区 21 个，其中 4A
级旅游景区 15 个，四星级以上酒店 26
家，位列广东省第三。打造虎门“中国
近代史开篇地”文化旅游品牌已被写入
东莞市政府工作报告，未来打造超级文
化旅游IP，建设国际商务休闲旅游目的
地都将成为东莞的重要发展目标。

可以说，成都和东莞代表了这份榜
单中城市的旅游业发展特征，“老牌”
旅游城市和旅游业“新星”城市并列。

有分析指出，在“新一线”城市里，人
们的生活成本相对较小，可以承担更高
的旅游消费，更加有利于当地旅游经济
的增长和旅游产业的升级。

更加注重旅行品质

马蜂窝大数据显示，来自国内各个
城市的旅游人群中，境内外出游目的地
多样性排名前 10 位的依次为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天津、
苏州、南京、重庆。其中，成都和杭州
等“新一线”城市的用户有更高的出游
意愿，也更注重旅行的品质和体验，会
在旅行中更多选择高星酒店。

“随着城市扩容和国内人口结构的
变化，‘新一线’城市的旅游消费潜力
近年来逐渐释放，人们的出行意愿和旅
游需求均出现爆发式增长。”马蜂窝数
据研究中心负责人马禹涛指出，“新一
线”城市居民对旅游品质的要求，几乎
与老一线城市持平。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经
过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出境旅游正
在进入中低速稳定增长的新常态。同
时，中国游客出境游更加趋于理性，对
旅游品质要求越来越高，深度体验目的
地生活方式的旅游更受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海、北京、
广州这三大出境口岸，“新一线”城市
的出境旅游市场正在迅速增长。根据中
国旅游研究院与携程旅游联合发布的

《2017 年上半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报告》，
出境旅游出发城市前 10 名中，除了北
上广深，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

津、重庆全部为“新一线”城市。在出
境游消费最高出发城市中，“新一线”
城市苏州超越北京位列第一。

旅游企业积极布局

“新一线”城市出境游增长速度快、
消费能力高，部分城市每年的出境旅游
人次都达到 100万—200万，这些地区已
经成为各大在线旅游公司布局的重点。

《2017 马 蜂 窝 自 由 行 大 数 据 报
告》 显示，成都、杭州、长沙等“新
一线”城市的游客对自由行关注的涨
幅较大，这些城市自由行市场有着巨
大的增长潜力。作为自由行的重要方
式，自驾游在国内旅游中占比越来越
大。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自驾游
总人数已突破 30 亿人次，占国内出游
总人数的 61%。自驾游已经成为一种
重要的旅游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且
消费水平有着巨大的上升空间。在喜
爱 自 驾 游 人 群 的 客 源 地 分 布 上 ， 杭
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人群最爱
自驾游。2018 中国十大最佳自驾游目
的地之一的温州，已将目光投向“新
一线”城市的自驾游群体。

近年来，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日
益受到重视，并成为推动旅游业不断升
级的重要途径。如今，“新一线”城市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各类文化消费需求
迅猛增长，因而，瞄准“新一线”城市
和二三线城市布局，为城市提供更丰富
的文化生活配套，也被视为文旅产业投
资的“风口”。

题图：杭州。 来自网络

这是一个神秘、美丽而又令人向往的
地方，她叫金口河。金口河属于四川省乐
山市的一个县级行政区，598平方公里的
大山区里，生活着5万多彝汉儿女。

曾经，金口河因交通和通讯不便，
长期被大山封冻着。1938年—1942年，
乐（山）西（昌）抗战公路的修筑，打开了
这道闭锁的山门。一道道青筋突起的
胳膊，把一根根钢钎插入到一壁壁岩
石，一声声开山炮把一块块岩石抛向长
空。沉睡了亿万年的大山，被撕出一道
口子。一条公路如一条虫子，在悬崖绝
壁上缓慢爬行。乐西路全长 525 公里，
据记载，因筑路伤亡 3万多人。2010年
暮春，乐西公路总指挥赵祖康的两个花
甲之年的儿子，来到蓑衣岭，触及父亲
当年题写的“蓝褛开疆”石碑，百感交
集。如今，这条路为越来越多的人熟
知，他们结队来自驾或徒步，寻找这条
抗战路上，用血肉铸成的民族之魂。

上世纪 60 年代，大渡河畔，机器轰
鸣，一批批操普通话的知识分子，用自
己的勤劳和智慧，在大山深处建起了一
座城。大山人第一次看到了推土机，
第一次看到砖楼房，第一次吃到冰棍
儿……无数的“第一次”让这里的老百
姓应接不暇。山外的讯息和文化浸染
大山深处，一切都开始了变化。金口河
从一个没有县城的小区，变成有了商贸

的小镇；从一个小镇变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县城；从低水平的发
展到高质量发展；从单纯的城市发展到城乡共同发展。就在金
口河进入时代发展快车道的时候，红华公司整体迁到了成都市
和峨眉山市。金口河不忘“三大团结”之首的“厂地团结”，决定
保留那座工业之城，建成红色记忆小镇。

金口河地处小凉山地区，长期以来受地理条件制约，属于
四川省深度贫困县。通过几年的努力，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曙光村、建设村、新建村等，都实现了华丽转身，变成了农旅结
合的产业新村。在我们深入采访中，一个个拼搏的形象出现在
我们眼前，一段段感人的故事落到我们心里。他们是同癌魔斗
争的卢永芳、乐观豁达的残疾青年郭贵明、身残志坚的王连军、
产业发展带头人余光清……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人性的光
辉，被一种博大的正能量感染。精准扶贫的意义也许远远不在
扶贫本身，而在于它所发掘出的文化和时代精神。

沿大渡河岸逆流而上，不出10公里，就到了国家地质公
园——大渡河大峡谷，山谷幽深，崖壁陡峭，雄峰破天，半坡上
的几缕炊烟，组合成了一幅峡江山水图，让人震撼与陶醉。胜
利村是峡谷里的一个村落，村民从绝壁云端迁徙而来。街道中
央立着一块“云端遗民”雕塑，正是这个群体的形象代言。

村头坐落着一座卷轴式建筑，那便是铁道兵博物馆。走进
馆内，你仿佛穿越到了铁血奔涌的火热年代。从那些发黄的照
片和报纸、锈迹斑斑的劳动工具、光灿灿的奖章……我们不难
还原当时惊天地泣鬼神的劳动场景。除博物馆内的展陈之外，
整个村落将铁道兵精神作为文化主题以多种形式延伸，如民居
山墙画、浮雕等。漫步在这个以旅游业为经纬的特色村落，你
一定会为山水的雄奇而震撼，为铁道兵精神所折服，为这里的
生态美食和人们的热情而点赞。

类似胜利村的这种文化主题村落还有很多，如“人间仙
境——林丰村”、“半坡彝韵——迎春村”、“水墨画卷——顺河
村”、“田园溪谷——象鼻村”……这些都是沐浴在国家乡村振
兴战略和新农村建设的阳光下，在山坳处长起来的“春笋”。每
一个村寨，都有景、村相融的独特品位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金口河已经拥有了三张国字号名片，国家地质公园、湿地
公园、水利风景区。海拔3236米的大瓦山，高峰连绵，每年都有
很多游人攀上平顶，他们深信这里能涤荡灵魂，是与天最近的
地方。除此之外，这里还有许多令人兴奋的景点，都是大自然
对金口河的馈赠。“十三五”期间，金口河人确定了旅游业发展
战略，让人对这片土地的未来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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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杭州、无锡、苏州、天津、宁波等

“新一线”城市，占据端午小长假出游十大客

源地的半壁江山。这是同程旅游日前发布的

《2018 端午小长假居民旅游消费趋势报告》。

“新一线”城市因其强大的旅游消费力再次引

人瞩目。

在“新一线”城市榜单中，一座城市的旅

游总收入和接待游客总人数是重要的“成绩

单”；在城市旅游方面，“新一线”城市已成为

人们出行的重要目的地；此前，“新一线”城

市榜单一出炉，就有媒体迅速梳理出各城市的

知名旅游景区景点。的确，旅游既是人们了解

一座城市最直接、最深入的方式，也是一座城

市展现其综合实力的最佳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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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的2万亩白莲进入盛花期。错
落有致的荷花次第绽放，鸟儿飞落花间嬉戏、觅食，吸引人
们驻足观赏。图为永丰县七都乡车头村，一只小鸟在荷花上
停歇。 刘浩军 黄永刚 摄

荷 趣荷 趣

民以食为天。临安地处浙
西，独特的山水环境孕育出数
不胜数的民间美食，且道道充
满乡愁。日前，浙江省杭州市
临安区旅游局主办了首届临安
旅游乡村宴席大赛，挖掘乡村
美食，传递特色文化。

深山里的党参、清溪里的石
斑鱼、早上刚挖的土豆、沾着露
水的小兰香……一大早，来自武
山村、横塘村、相见村、白沙村等
10个村庄的参赛者带着各自的
食材来到於潜耕织园。炖、煮、
拌、炒、煎、蒸、焖……新鲜的食
材经过乡村厨师的加工，变成桌
上可口的美食。经过两小时的
比拼，老庵传统土菜、九狮天目
宴、月亮之宴、相见恨晚私房菜、
棋盘家宴等十桌有颜值、有故事
的乡村宴席呈现在人们面前。

通过评委考核、打分，最
终天目山镇横塘村棋盘山居选
送的“棋盘家宴”获得一等
奖。“我们的食材来源于深山
老林，可遇不可求，游客能不
能吃得到，还得看有没有口
福。”棋盘山居负责人诸孝立
说，像土鸡煲、腊肉鞭笋煲、
棋盘三石煲这些菜品已经小有

名气，还有一道土烧大鹅，能
勾起很多人的儿时回忆，很多
客人常专程为了这几道菜而
来。

“我们主要从菜肴挖掘、
特色工艺、食材应用、烧制方
法等方面来打分。”临安区旅
游局副局长陈伟洪表示，此次
活动不仅仅是一次比赛，更是
在打造一个乡村旅游产品。目
前，临安正在大力打造民宿产
业、村落景区，“吃”是一大
重要旅游要素，通过挖掘乡村
美食，可以提升乡村旅游的附
加值。“所以，我们要保证这
些菜够‘土’，充满妈妈的味
道。”据介绍，这十桌乡宴，
以后会落户十个村的农家乐或
民宿，纳入全域旅游的产品线
路。比如，百园村的柳庄老八
碗，可以跟当地的漂流、水果
采摘结合，还可以跟天目山景
区结合做成旅游线。

据了解，临安区旅游局还
将成立监督指导小组，对菜品
制作的过程、质量、食材、服
务进行监督。同时，引进第三
方机构，对十大乡村宴席进行
市场推广，推动产品落地。

临安：

在民宿品乡村“佳”宴
朱 艳

安徽省黄山市唐模村号称“中国水口园林
第一村”，看到了水口也就进入了唐模，村口
的溪流潺潺穿过一座座石桥，徽州人将水看成
时间和财富，认为水会因流动而带走一切，故
修“水口”加以镇留。徽州地势“八山一水半
分田”，不外出谋生，根本无法养家糊口，更
何谈娶妻生子？于是，徽浮古道，年复一年地
迎来送往着负笈山民、挑担客商、赶考学子、
官轿花轿……石板无言，却看到了很多动人的
故事：水口亭内离人执手看泪眼，无语凝噎；
去时布衣青衫，归来却锦衣玉袍，或权倾朝

野、或富可敌国，行行复行行……
徽商深谙经商之苦和为商不易，因此，他

们悉心栽培子孙后代读书。檀干园名取 《诗
经》“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园内设立
私塾是贾而好儒的真实写照，主体建筑取名

“鹤皋精舍”，寄寓了主人殷切期望子孙发奋进
取、“鹤啸九翱，其声闻于天外”的良苦用心。

如果说，忠烈庙是唐模人忠君的体现，那
么，“小西湖”则是唐模人尽孝的表率。清嘉庆
年间，唐模人许以诚在江浙皖一带经营了 36家
当铺，时称 36典。一辈子蜗居山村的老母亲听
走南闯北的儿子谈到西湖秀色，心生羡慕，做梦
都想去看看。许以诚考虑到母亲年迈体衰，经
不起舟车劳顿之苦，为一偿母亲夙愿，许以诚不
惜耗巨资，雇能工巧匠挖塘垒坝，修筑亭台楼
阁，将西子湖的湖心亭、玉带桥、白堤等景致搬
入檀干园，供母亲朝夕观赏。缘湖而行，渐入佳
景，“小西湖”占地 10余亩，三塘相连，隔水可见
三个圆形深潭，形成“三潭映月”。镜亭四面环
水，为檀园中心，镜亭之雅，在于里间大理石四

壁镶嵌的十八块书法碑刻，这些碑刻出自蔡襄、
苏轼、黄庭坚、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查土标、
八大山人等十八位书法大家之手，或草或篆或
楷或隶。镜亭以东为内湖，湖北岸遍植名贵花
树，春日里夭桃翠柳，疏密有致地掩映着亭、台、
桥、阁。

檀干溪蜿蜒曲折地从村头至村尾穿过整个
村子，当溪流渐次被粉墙黛瓦的老屋揽入怀
里，就到了唐模最为繁华的 600米水街，清澈
的檀干溪终年不竭，白墙乌瓦马头墙的徽派建
筑民居，祠堂、店铺、油坊……鳞次栉比、错

落有致地布局在沿溪两岸，蜈蚣桥、五福桥、
义合桥、太平桥……13座风格各异的石桥或如
彩虹、或如玉带、或单孔、或双孔连接起两岸
民居，“十桥九貌”成了唐模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沿河一爿古意盎然的避雨长廊，长廊临河
一面设有美人靠，俗语云“美人靠，靠一靠，
十年少”。倚在靠上凭栏眺望，小桥、流水、
人家……好一幅王维笔下清新的村居山水图，
仿佛穿越了遥远的唐、宋、明、清，置身于一
幅活色生香的《清明上河图》。

夕阳西下，村民坐在高高的门槛上喝着用
大水杯沏的酽茶，店家慢条斯理在铁板上煎翻
毛豆腐，从汤锅里捞起一碗碗鲜美可口的小馄
饨，孩童蹲在地上摩挲着蜷伏在脚边的爱犬，
不在江南却仍让人领受到一份小家碧玉的似水
柔情。高墙小窗、流檐翘角、飞檐出甍、回廊
挂落，那些彰显徽派特色的建筑须臾间变得朦
胧起来，溶解在皖南那片苍莽暮色中，满脸的
沧桑如同史书中一页泛黄的纸张、一曲古老的
徽谣，传唱着今昔的辉煌和沧桑。

唐模 一曲古老的徽谣
申功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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