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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高峰，山海
景观雄奇秀丽，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是青岛和山东的旅游名片。如今，
崂山以“全域皆景区”的理念，实现城景
融合、城乡互通、一步一景，从观光旅游
向休闲度假转变，探索全域旅游创新发
展，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海内
外游客呈现出“景城乡一体、山海空联
动”的立体画卷。

海陆空览全景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初夏，阳光温暖，气候舒适。记者来到位于
黄海之滨的青岛崂山，探访这登山观海的
福地洞天。

南燕地理学家晏谟所著《齐记》中这样
记载：“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这句话
并非虚有其名。崂山是中国大陆 1.8 万公
里海岸线上最高的山峰，主峰海拔 1133
米。自古以来，崂山就体现着地理格局中
的山水意境，被誉为“海上名山第一”，演绎
着山海相依的浪漫与道法自然的美学。

崂山形成于亿万年前的白垩纪，大自
然漫长的岁月把崂山雕凿成雄伟、壮观、奇
特、秀丽的地貌形态。攀登崂山，我并不觉
得累，除了沿途可观赏奇峰异石、深谷幽
洞、古树名花、飞瀑鸣泉之外，还有一个强
烈的动力推着我脚下生风，这就是登顶去
饱览壮阔的山海景观。登临仰口，眼前是
碧波万顷的黄海，宽阔的海滩划出一道弧
形的海岸线，远处有许多岬角和海湾，大小
岛屿星罗棋布。此时，山海相映，云雾升
腾，好一幅雄奇秀美的山海画卷。

登山观海，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如果
换一个视角，海上看山、空中看山，又是一
番怎样的景象呢？旅游新业态为崂山带来
了新活力。游客们可乘坐游艇在蓝天碧海
间乘风破浪，崂山群峰攒簇，云雾缭绕。“海
上看崂山”旅游航线让游客能饱览唐代大
诗人李白笔下“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
的胜景。“飞阅崂山”低空游览项目更是吸
引了不少游客。游客乘坐直升机凌空俯瞰
壮美的海上名山风貌。据悉，在旅游旺季，
直升机日均起飞约40架次。

品文化享休闲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崂山不但是
高峰，还是仙山，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有“神窟仙宅”“洞天福地”之美誉。
元、明、清三代刻石满山，宫观寺院碑碣
林立，高山古洞摩崖连壁，蔚为大观。

古代的黄宗昌、顾炎武等文人墨客纷至
沓来，留下了诗文墨宝。尤其是清代文学家
蒲松龄将崂山视为第二故乡，写成了脍炙人
口的《崂山道士》《香玉》等名篇，使崂山名满
天下。近代名人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闻
一多、沈从文、梁实秋、郁达夫等也都游览过
崂山，留下了大量的诗文、游记，丰富了崂山
的文化内涵，使崂山盛名远播。

崂山是道教名山，被称为“道教全真天
下第二丛林”，道教人物丘处机、张三丰等
曾在此修道。来到始建于西汉的太清宫，

这里古树参天、蓊蓊郁郁、殿阁林立、布局
井然。院中一角的一堵白墙前聚集了很多
游客，大家默念口诀，摆好姿势，纷纷去尝
试穿墙术。传说这里就是蒲松龄笔下《崂
山道士》中穿墙术的发生地。

美景吸引眼球，文化更打动人心。崂山
是个有故事的地方。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
了解。太清宫里的崂山书房就给大家提供
了这么一个场所。它不仅是一家特色的主
题书店，还融合了阅读区、文创区、饮品区、
户外休息区等多功能区域。这里的图书从
崂山道教、崂山风景、崂山历史人文、崂山海
洋文化等多角度展示崂山的魅力。

崂山全方位挖掘文化资源，推进文化
与旅游深度融合，通过举办“崂山论道”“崂
山武术”表演等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
了如是书店、崂山书院、崂山书房、绿石博
物馆等一批文旅融合业态，推出《崂山道
韵》精品道乐演出、《崂山道教武术》精彩展
演等演艺项目。

全域处处精彩

走出崂山风景区，美的感受依然继续。
崂山之美，美在山水有灵，美在历史文脉，美
在“山高水远，恬淡自然”的和谐。崂山区山
城融为一体，风景区内外，处处精彩。

夜幕降临，漫步石老人海水浴场，这
一带的夜景最漂亮，被誉为崂山区的“城
市客厅”，一侧在高楼大厦间上演炫目的
灯光秀，一侧是宁静深邃的黄海，沙滩岸
边的水秀广场刚开启了音乐喷泉，随音乐
变化出数百种优美水型。城市客厅沿线有
滨海步行栈道、生态廊道、“口袋公园”
和人文街景小品等，是一条兼有人文、科
技、生态、艺术的滨海风情带。

崂山风景区周边有130多个村庄，它们

因旅游变得美丽，每一个村按照生态、洁净、
整齐、美丽的3A级景区标准建设。在沙子
口街道东麦窑村，记者看到这里的一幢幢石
砌老房改造成特色主题民宿。一套民居，一
种风格，讲述一个故事。民宿将石头房子、
自然风貌、质朴生活、渔港人家、居住民俗和
传统文化相结合，展现给游客自然、宁静、人
文的生活方式。目前，崂山区已形成一批特
色旅游村和融地域特征、文化特色与民俗为
一体的精品民宿。崂山乡村将成为青岛的
国际慢生活区和中国沿海的最美乡村群落。

崂山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王
兰波介绍，崂山区还构筑起农旅、工旅、
文旅结合的新产业载体和绿色生态空间。
休闲农业园、特色乡村成为“青年国际乡
村双创优秀实践地”；海尔工业园、华东
葡萄酒庄园等工业旅游项目有效地释放产
业动能；如是书院、绿石博物馆等镌刻着
崂山文化印记，成为文化名品的聚集地。

崂山区委书记、崂山区文化和旅游发
展委员会党工委书记江敦涛告诉记者，劈
海前行的崂山以“全域皆景区”理念，实现
城景融合、城乡互通，促进产业融合、产城
融合，推动旅游业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
转变，探索全域旅游创新发展模式，构建

“景城乡一体、山海空联动”的全面立体发
展格局，让有风景的地方，有新经济、新产
业、新业态；有人文的地方，有新美学、新生
活、新样板；有特色的地方，有新消费、新体
验、新支点。

如今，随着文化旅游
的兴起，“跟着博物馆去
旅行”“为一座馆，赴一
座城”正在成为更多游客
青睐的旅游方式。

博物馆是人类文明的
殿堂，相较其他景点，博物
馆拥有独特的历史厚重文
化属性。从观光游向深度
体验游转变的过程中，博物
馆也是游客最快了解一个
城市历史文化和人文脉络
的地方之一。

在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
馆日到来之际，驴妈妈旅
游网发布了 2019 博物馆主
题 游 数 据 。 秦 始 皇 帝 陵
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杜
甫 草 堂 、 陕 西 历 史 博 物
馆、上海博物馆、上海自
然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
物馆、南京博物院、沈阳
故宫博物院、湖南省博物
馆成为最受游客欢迎的博
物馆。

作为一座拥有近600年
历史的紫禁城，故宫博物
院 可 以 说 是 国 内 博 物 馆

“网红”的先驱，并且不断
推陈出新，结合互联网创
意，打造创新玩法。除了

故宫以外，全国各地博物馆也纷纷走上创新之路，
推出精品展，并结合互联网和新媒体进行传播，让
更多游客爱上逛博物馆。例如，上海博物馆于去年
末到今年3月，推出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广东省
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等推出的古埃及特展等都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往。

驴妈妈品牌发展部负责人李秋妍说，亲子家庭
游客是喜欢博物馆游的主要群体。不少父母愿意带
着孩子赴博物馆寓教于游，占比接近四成。近几
年，国内各地的博物馆都在尝试新的玩法，让博物
馆有温度，让历史活起来，以吸引更多游客，特别
是年轻游客关注。今年，18-30 岁的年轻游客占比
增幅超过 28%，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也成为博物馆
游出游主力。

博物馆正成为自由行游客的必选内容。由于目
前国内许多博物馆都采用的是预约免费参观形式，越
来越多自由行游客以博物馆为关键字搜索相关的旅
游产品，仅博物馆附近的酒店搜索人次比去年同期增
长超过150%。这些游客在选择预订的产品时，包含博
物馆行程的自由行产品也备受欢迎。今年3月，一条

“赏樱花、游汉街、品小吃、游磨山，看湖北省博物馆国
家宝藏栏目推荐馆藏”的3日游产品，涵盖了赏花、美
食、文博游三大主题，成为春季最热门线路之一。

登临中国大陆海岸线最高峰

移 步 换 景 游 崂 山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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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 7.5 公里长的安徽
省含山县伍子胥古道一年当中最
美的时节。美好的环境、优美的
生态让含山县居民和马鞍山、合
肥、宣城等地的游客竞相前来徒
步、慢走。满眼的绿色、清新的
空气让来此的游客心旷神怡。

左图为航拍的含山县伍子胥
古道，生态步道蜿蜒起伏，远处
的昭关湖、千金湖碧波荡漾。

崂山和园山居主题民宿 肖育文摄

登崂山巨峰景区眺望黄海 纪春章摄登崂山巨峰景区眺望黄海 纪春章摄

游客在河北博物院参观“万里茶道”展览。
梁子栋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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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1000 天之际，
北京京城非遗人才创新发展联盟和红桥市场共同
设立的“非遗遇上冰雪”主题展销馆开馆。该馆
展销的是首次征集来的非遗和冰雪元素相结合的
文创产品。市民和游客可近距离领略非遗文创产
品的精湛技艺，并购买收藏。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北京珐琅厂设计师钟连盛创作的铜胎掐丝珐
琅作品——《北京风情》玖宝瓶等6件作品在活
动现场发布。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
表，能够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和传承
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曾是社会时尚的传播
者和大众审美的引领者。北京京城非遗人才创新
发展联盟秘书长杨建业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与发展，要求传承人不断对传统技艺进行适
合当代社会需求的再创造。”红桥市场和北京京
城非遗人才创新发展联盟将携手推动非遗文化走
进人们的生活，实现非遗产品生活化，发挥出非
遗产品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见人、见物、见生活”。

为了使市民和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有
更为直观的亲身体验，红桥市场在“守艺巷·1979”
区域内设立了互动体验区，有中国扇、鼻烟壶、京
绣、景泰蓝、脸谱、雕漆、紫砂壶等品类，并定期开
设由非遗大师授课的大师体验互动课程。人们可
参与体验，感受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里将
成为京城休闲文化游的又一好去处。

“非遗遇上冰雪”文创产品亮相
杨 波 含山伍子胥古道绿意盎然含山伍子胥古道绿意盎然

田斌锋田斌锋

背上茶篓，上山体验一回茶农的辛劳；走进制茶室，
感受那阵阵醉人的缕缕茶香；身心融入，感悟一次茶艺的
乐趣……

中国白茶之乡——福建省福鼎市的茶旅精品游吸引着
络绎不绝的游客。集茶叶采摘、加工、茶艺表演和旅游购物
为一体的特色茶庄园旅游、生态观光游和休闲体验游，正成
为当地悄然兴起的茶旅新业态。目前，福鼎已建有成规模可
供游客参观、学习、交流的白茶庄园 10余家。今年起，超过
80%的中小型茶企可享受到减税降费等政策红利，这将加速
茶旅融合发展。右图为福鼎白茶园。

张良优/文 周 勤/图

白茶之乡：茶旅引客来

“非遗遇上冰雪”主题展销馆的文创产品
红桥市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