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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居藏寨位于四川省甘孜州
丹巴县，“甲居”，藏语意为“百户
人家”，它曾被《国家地理》杂志评
选为“中国最美六大乡村古镇”之
一。与甲居藏寨邂逅纯属巧合。
原本旅程中没有“丹巴—甲居藏
寨”这条线路，由于原线路上川藏
线新都桥至雅江段道路拥堵，不
得已临时改道。当导游征求意见
时，开始大家还在埋怨，当听到

“中国最美”时，便不再吭声，各自
在心底默默期待。

从大渡河第一城丹巴至甲居，
不到20里的路程，旅游大巴却开
了足足两小时。山路缠着大金川
河沿岸陡峭的崖壁盘绕不止，车行
如蚁。好在沿途风光独好，险象迭
出，令人眼界大开。车在一处坡岗
停下，道旁临河有个平台，竖一黄
褐山岩，上书汉藏两种文字的“甲
居山寨”红色大字。登上平台，眼
前豁然开朗。右下方很深的谷底
即是大金川河，左前方就是甲居山

寨，140余户人家散落在一个坦缓
的山岙里。红白相间的四方藏宅
和雕楼从大金河畔层层叠叠向上
攀援，一直绵延至卡帕玛群峰脚
下。卡帕玛群峰，像位慈母敞开温
暖胸襟，拥山寨入怀。

一条麻石山道把我们迎进寨
子。据介绍，甲居藏寨寨民是嘉
绒藏族的后裔，寨子的每一座建
筑，都完整保存了嘉绒民居的基
本特征，全部采用原始材料、原始
技术构建，保持传统古朴的风
貌。宅子高三到五层不等，一层
层依山势向上收拢，外墙楼层结
构体与楼顶统一刷成白色，木构
件则刷红色，红白相间，与周围绿
色的树和庄稼相映成趣，赏心悦
目。宅子底层一般为畜圈；二层
为厨房、火塘、杂物房等；三层为
居室、粮仓；四层为经堂。

楼房房顶月牙形的四角分别
代表四方神祇。数百幢这样的宅
子，或星罗棋布，稠密集中，或离
群独立；或高居坡顶山腰上，或低
处河坝绿茵间，像一座座色彩斑
斓的城堡。寨子里走动的人并不
多，显得特别幽静。偶尔看到几

个孩子在玩耍，见游人来，孩子们
远远停下来，冲着你笑，那笑容跟
天空一样明净。

藏民是从世代游牧生活慢慢
定居下来的，他们十分珍惜、热爱
定居生活，他们喜欢在宅子周围
种树或是种花，家家户户门前屋
后、庭院露台上都种（摆）满了各
种美丽的花，把宅子装扮得十分
养眼。数百个这样美丽的板块组
合在一起，甲居藏寨才显出今日
世外桃源般的景观。

午饭是在村长扎瓦措·秀英
家吃的。秀英三四十岁年纪，人
长得漂亮，为人爽朗热忱又能
干。在秀英家，我们喝了她煮的
酥油茶，品了她酿的青稞酒，尝了
十几道她做的藏家菜，别具风
味。酒不醉人，浓浓的藏家风情
已熏得我们个个欲醉。

出寨前，秀英送我们一筐她
家院子里种的甲居桃子，又在她
的推荐下，向一户藏民买了一大
筐苹果和梨。我们急急在清溪里
洗了，人手一只，张嘴就啃，满口
酸酸甜甜脆脆生生的藏家味道。

图为甲居藏寨。 来自网络

它地处长江之南，却深藏万山之
中，山的雄浑铸就了它的气骨，水的清
柔浸润出它的神韵。它山接湘楚，水
通吴越，自古以来，就有“吴头楚尾”之
称，以粗犷为主的湘楚文化和以柔甘
为主的吴越文化在这里交融汇聚。

从地图上看，江西武宁像是一只
翩翩起舞的彩蝶。静穆雄奇的幕阜山
横卧西北，犹如武宁一道天然屏障。
它的支脉九宫山，犹如一堆碧玉，洒
落在武宁边陲，雄奇而又秀丽；高耸
险峻的九岭山逶迤而来，犹如一条巨
龙蜷伏在武宁东南。这两大山脉，好
似是一双巨臂，把武宁紧紧揽在怀
中。明净秀美的修河就在这两大山脉
之间静静流淌，两岸汇集着美不胜收
的田园胜景，分布着一个个繁华兴盛
的村庄乡镇。修河流到这里后，武宁
人给它取了另一个名字——宁河，这
是武宁人的河。

武宁的山是雄浑的，因而有了粗
犷 的 打 鼓 歌 。 打 鼓 歌 又 叫 “ 催 工
鼓”，一人腰间系着小鼓，手中拿着
小槌，一边捶，一边唱，催促人们干
活。看到这一幕，不免使人联想起陕
北高原的安塞腰鼓。但它不同于安塞
腰鼓，它是鼓，更是歌。“南山顶上
一株茶，阳鸟未啼先发芽。今年姐妹
双双采，明年姐妹适谁家？”清脆激
越的鼓点，质朴悠扬的歌声，歌声穿
过田野，飞上山坡，落到白云深处，
人们干活更有劲了。武宁人就是用这
种方式，抒发他们对生活和劳动的热
爱。打鼓歌不但在武宁广为流传，还
曾随江西省歌舞团走出国门，远赴东
欧演出，深受国外朋友喜欢。2008
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成了
山水武宁一张靓丽的名片。

武宁的水是柔美的，以宁河为依
托，孕育出了独具武宁特色的采茶
戏。武宁采茶戏是江西“四大汉族戏
曲剧种”之一。它唱腔婉转，流畅动

听，有几分越剧的韵味，又比越剧更
加硬朗；厚实的表演功底有几分京剧
的风味，又比京剧多了一分江南水乡
的柔美。采茶戏兼备越剧、京剧风
味，正是武宁多姿多彩山水的生动写
照。武宁采茶戏虽然是地方小戏，却
颇有影响。以武宁为中心，广泛流传
于赣鄂两省周边十几个县市。现代小
戏《梆儿声声》曾在首届国际博兴小
戏艺术节上获得银奖，为武宁采茶戏

争得了国际声誉。
如此美丽的山水人文，孕育了美

丽的传说。绵延起伏的九岭山是一条
长龙，龙头就是武宁杨洲境内一座叫
啸天龙的山峰。啸天龙隔修河太远，
这龙饮不到水，因而飞不起来。或许
是历史的眷顾，上世纪 70 年代，因为
发展水电的需要，在修河下游、武宁邻
县永修县筑起了一道大坝，庐山西海
应运而生。湖水漫到啸天龙脚下，可
以畅饮西海水的巨龙因而被激活了。

近年来，武宁人做起了山水这篇

大文章，他们以西海为中心，打造出多
个景区，大力发展旅游业，带动县域经
济发展。九岭这条巨龙激活了，通过
发展生态旅游，武宁也正在腾飞。

西海虽然筑坝永修，但绝大部
分水域在武宁境内，可以说是武宁
的内湖。在烟波浩淼的湖面，大小
岛屿星罗棋布，与蓝天白云一起倒
映在万顷碧波中，美不胜收。因为
有了西海，武宁的山水更加旖旎多

姿。无数游人为武宁山水的魅力所
倾倒，他们来西海泛舟，繁花照眼的
花源谷使他们情迷不已；他们到九宫
洗浴，温润如脂的温泉使他们气爽神
清；登上西海深处高达七层的观湖
岛，一览西海烟波万顷，浩气苍茫；或
是登上赣北最高峰九岭尖，一睹高山
草甸的迷人景象……一个个风韵别
致的景观，胜似北国，又幻如江南，
武宁被誉为中国的“最美小城”。

题图为山水武宁。
范德才摄

“过去的内蒙古旅游，被人们戏称为：看草原、吃羊肉、
喝烧酒，旅游季节只有短短3个多月。”内蒙古自治区副主
席艾丽华日前在第21届草原文化百家论坛上表示，现在，
内蒙古在花季旅游上下功夫，逐花而动创造旅游热点，推
动四季旅游格局快速形成，带来了旅游业的大发展，淡季
变旺、旺季更旺成了内蒙古旅游的新气象。

内蒙古自治区依靠当地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探索
旅游发展新路子。艾丽华说，我们转变眼光看资源，发现
从初春的杜鹃花、山桃花、山杏花，到夏季金莲花、油菜花，
再到秋天层林尽染、五色斑斓也像大花海，花期延续近三
个季度。我们抓住花这个亮点做文章，大力度开发花季旅
游，阿尔山杜鹃节、锡林郭勒金莲花节、巴彦淖尔葵花节、
通辽枫叶节等一系列花季游产品相继推出，被游客赞叹为

“像打翻了的调色板”，草原游有了新看点。
内蒙古还在饮食文化上做文章，依托内蒙古绿色天然

食材，深入挖掘各民族、各地区特色饮食文化，结合花季旅
游，推出内蒙古味道嘉年华。同时，依托蒙古族等不同部
落、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服装服饰，内蒙古组织举办蒙古

族服装服饰艺术节，推出一系列特色服装服饰产品。去
年，还在法国举办了内蒙古民族服装服饰文化研讨交流会
和展示会。如今，“内蒙古服饰”成为重要的旅游产品，全
区从事蒙古族服装服饰设计生产的企业达到1000余家。

内蒙古在旅游与体育融合上求突破，大力发展民族
传统体育旅游，连续多年举办了草原旅游夏季那达慕、
冬季那达慕；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作，举办
具有地区特色的“一带一路”国际足球夏令营、冬令营、
沙滩足球、雪地足球等交流比赛活动。各种体育赛事和
体育活动扩大了内蒙古旅游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图①：外国游客在锡林郭勒大草原。
图②：大美阿尔山。 朱智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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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新思维

“现阶段，全域旅游的发展与传
统‘景点式’观光旅游相比，有了很
大的改变。”乌镇景区、古北水镇景
区的打造者陈向宏直言，“在全域旅
游发展过程中，旅游品牌担任了一个
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中国旅游业40年的发展历程中，
最初，人们通过旅行社发放的产品宣传
页了解一个个旅游目的地，各地在人们
的一次次出游中慢慢形成各自的旅游
形象，游客也逐步在心中给旅游目的地
打出“印象分”。历经旅游市场的大浪
淘沙，一批旅游品牌初步形成。

如 今 ， 随 着 旅 游 的 日 益 普 及
化，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多，竞争走
向激烈。对于旅游目的地而言，积
极主动的品牌塑造越发重要。“旅游
目的地品牌是一个旅游目的地的鲜
明形象，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建构离
不开与时俱进的有效传播及其效果
提 升 ， 需 要 进 行 提 炼 、 确 立 和 传
播，然而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建设并
不是简单地投放广告，这广泛涉及
到客源市场的价值变迁、本地自然
历史文化资源和社会经济的现状梳
理、传播渠道选择、传播主体与活
动策划以及定期的绩效评价。”中国
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

现在的中国旅游业早已不是“跑
马圈地”的时代，优质顶级的自然资源
越发稀缺，如何在旅游资源禀赋相当
的同等条件下脱颖而出，必须充分考
虑游客的旅游诉求。戴斌表示，现在
我们定义的旅游形象主要根据当地的
旅游资源，当代国际旅游发展的前沿
理论则是探讨非传统旅游资源。“现在
游客有着更多对当地生活的体验追
求，这就要求紧紧抓住‘异地、短期生
活方式’这一当代旅游的本质，在强调
差异性的同时，也要强调商业接待体
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相似性。”

切忌“徒有其表”

近年来，各地掀起了一股打造主

题公园、主题景区的风潮，希望通过
“设计”打造旅游品牌，从而带动旅
游发展。对此，著名旅游专家王兴斌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有
些企业、景区以为找一个策划公司设
计一个口号、LOGO 或吉祥物，就能
成为品牌，其实这些表面的口号、符
号虽然可以给人以某种视觉印象，但
是徒有外表，显得过于浮躁和肤浅，
不能成为真正的在市场站得住脚、可
以传承于世的文化品牌。

“品牌归根结底是旅游文化产品
品质的提升、品质的精华、品质的体
验，这些都不是短期内可以人为设
计、策划出来的。”王兴斌指出，一
个成功的品牌一定是经过若干年积
累，经过不断的改善、提高、提炼
的，才能经久不衰。“任何品牌都必
须经过市场的洗礼。如果景区从策划
设计开始，就是简单的复制拷贝或粗
制滥造，不去深挖属于这个景区的文
化内涵，在后续的管理运营中，不去
赋予这个景区独特的文化品格，所谓
的品牌也将变成鸡肋和包袱。”

戴斌指出，目前我国旅游业正处
在国民休闲、大众旅游、主客共享、文

旅融合的新时代，旅游业发展应当更
加注重通过优质内容和美好生活来打
动人、连接人，既需培育国际视野，也
应当保有中国风格，这样的旅游产品
才具备市场价值和长久的生命力。

靠“比较优势”胜出

目前，国内形成了一批口碑较高
的旅游品牌，例如，乌镇、古北水镇、宋
城、华侨城、海昌海洋公园、长隆欢乐
世界、华强方特等旅游目的地；携程、
同程艺龙、众信旅游、腾邦旅游等旅游
服务机构，它们各自聚集起了一批忠
实的游客和用户。

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副总裁、社
会服务行业首席分析师贺燕青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梳理这些旅游
品牌，不难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首
先，旅游目的地品牌呈现出明显的由
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的趋势；其
次，与相同类型的品牌所打造的旅游
产品相比，它们具有明显的比较优
势，旅游产品能深度契合游客的需
求，服务质量明显较高，产品业态能
嵌入更多的商业附加值，带动二次消

费；第三，均具有较强的异地复制和
扩张能力，具有较强的品牌辨识度或
自主IP概念，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品
牌影响力，注重品牌营销；第四，均
契合旅游产业未来发展方向。旅游服
务机构则均具备对资源端较强的掌控
能力和整合能力，差异化服务水平较
高，在品牌营销领域做得较好。

“未来，市场对旅游服务水平的
要求会不断提升，旅游业将更多地与
其它产业结合，旅游业态更加丰富，
差异化服务和竞争将成为核心。”谈
及旅游品牌建设的要点，贺燕青指
出，一是打造与品牌相匹配的优质旅
游产品，这是基础要素；二是品牌需
不断扩大影响力，这就要求旅游产品
本身具备复制扩张的能力或者辨识度
和认同度较高的IP概念；三是旅游品
牌的构建需要符合旅游业未来的发展
趋势，真正找准旅客的需求点和目前
的旅游业发展痛点。

旅游业突围靠品牌
本报记者 尹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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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旅游业被看作“靠天吃饭”的行

业：靠先天形成的自然资源、靠便利的地理位

置、靠节假日带动、靠门票经济支撑，甚至是

靠适宜的天气条件，淡旺季差别显著。这样的

旅游产品往往很被动，市场一旦发生变动，适

应力差。如何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成为

旅游业转型升级需要跨越的一道门槛。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迎来发展黄金期，伴随

旅游发展实践的不断变化，旅游品牌塑造日益

受到重视，成为新时期旅游业发展的新思维、新

方向，也被旅游从业者们视为从千军万马中突

围的必由之路。

中国旅游创品牌③

古北水镇 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