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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参赛带动亲友旅游

甘肃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
端，自2015年起，这里每年都会举
行马拉松赛事。今年，敦煌双遗马拉
松作出调整，更新全部路线和设计，
串联起鸣沙山、月牙泉、客栈一条街
等敦煌历史文化景点和戈壁沙漠等自
然景观，营造出“一半繁华一半禅”
的意境。赛道上，身着不同颜色赛服
的奔跑者与背后的金色沙漠交相辉
映，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来自上海的刘成是2019敦煌双
遗马拉松的参赛者之一，与他同行
的还有妻子和孩子。“之前没有去过
敦煌，比赛日正逢“五一”，所以想
带家人来这里旅游，顺便参加比
赛。”开赛前两个月刘成报名比赛并
中签，随后立马订了机酒。“一定要
尽早预订，马拉松举办前后，比赛
出发地周围的酒店几乎都会售罄，
又逢小长假，很有可能订不到。”作
为马拉松爱好者，刘成此前去过北
京、扬州、大连等地参加马拉松，
对异地参赛前的准备了熟于心。

“许多城市的马拉松赛道设计精
巧，沿途风景好、参赛体验好。所
以很多时候不单是为了比赛，更为
了出门玩一趟。我有个马拉松爱好
者的微信群，群里不少人都会带着
亲友一块儿去，有的甚至一家人一
起参加比赛。”刘成说。

近年来，随着马拉松热度的不
断高涨，越来越多的参赛者以家庭
为单位参与跑步，以跑步的名义带
动亲友出行旅游。在消费升级的年

代，人们不光注重跑步本身，也注
重跑步带来的旅游体验。湿地马拉
松森林挑战赛、冰雪马拉松以及长
城马拉松等越来越多的马拉松形
式，也让马拉松比赛更具有旅游意
味。为此，一些活动的主办方还专
门设置相关的旅游咨询，为参赛者
及其亲友提供一日游服务，增强人
们的参与感。

据敦煌双遗马拉松组委会介
绍，在此次参赛的跑者中，甘肃省
外参赛者占到 85%，可谓名副其实
的旅行生态马拉松。这也从另一个
侧面说明了，越来越多的人正借马
拉松比赛的机会走出去看看。

需求高涨催生细分市场

马拉松赛事的惊人热度意味着
这项体育赛事不再只是42公里的路
程，参赛者们高涨的需求催生了体
育旅游市场的细分。不少专业旅游
机构针对这一人群开发了与马拉松
相关的体育旅游产品。

中青旅如是户外向本报记者介
绍，近年来，中青旅如是户外针对
一些境外知名马拉松赛事，如澳大
利亚黄金海岸马拉松、新加坡日落
马拉松以及国内热门马拉松赛事开
发了体育主题游、自助游和当地游
套餐产品，上线后受到客户的热烈
欢迎，部分热门城市甚至出现了井
喷情况。除此之外，中青旅还开发
了马拉松旅游的新形式。结合中国
旅游日，中青旅在革命老区河南省新
县等地开发以“相亲&公益”为主题
的马拉松赛事及体育旅游产品，不仅
为赛事举办地带来了大量的赛事旅游
客源，增加了旅游收入，更直接促进
了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乡村小镇的
体育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

“相比参赛者自己规划行程，马
拉松旅游产品最大的优势在于保证
了参赛资格和合适的酒店资源。”携
程主题游平台总监张怡对本报记者
说。由于马拉松赛事的参赛资格具
有不可替代性，且一般需要靠抽签

获得，对于零散顾客来说，并不能
保证每次都获得，再加上比赛时期
的酒店会难定很多，这些都会成为
消费者选择马拉松旅游产品的重要
原因。近年来，携程旅游也针对马
拉松赛事开发了一系列体育旅游产
品。比如以福建厦门马拉松比赛线
路为基础的一日游行程，该产品一
经上线，有近 4 万人关注，成交量
达千张，同比增长16.1%。

打造城市形象新名片

近年来，国内各城市竞相举办
马拉松赛事，在全国掀起一轮又一
轮的“马拉松热”。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境内举办 800 人以上马拉松
及相关赛事共1581场，平均每天达
4.3 场。全国马拉松累计参赛人次
583 万，跑者数量较 2017 年明显增
加。在全国 334 个地级市中，共有
285个在2018年举办了规模赛事。

对于主办城市和主办方来说，
良好的参赛体验和优美的城市风光
一旦形成口碑效应，会带动更多人
前来参赛和旅游。马拉松赛事无疑
是宣传城市旅游的重要窗口。

“2018年10月，我去青岛参加马
拉松比赛，沿途经过八大关、奥帆中
心，一路跑到崂山，央视直播了2小
时。”来自北京的马拉松爱好者郑艺回
忆起青岛马拉松赛时，仍对青岛的海
滨风光记忆犹新。那一年，青岛马拉
松赛赛道被中国田径协会评为2018年
特色赛事“最美赛道”。此后，青岛马
拉松一直保持着海滨城市的特色。

令马拉松爱好者田峰印象深刻
的还有 2017 年哈尔滨马拉松。“哈
尔滨马拉松给运动员的补给非常有
地域特色。赛道边的补给区给运动
员送饺子，一盘 3 个，可以多吃。
我一尝，还不错，赶紧来三盘！”田
峰说，除了饺子，哈尔滨啤酒、马
迭尔冰棍、红肠等当地特色食品都
给当时的参赛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样，在这次的敦煌双遗马拉
松比赛中，组委会在赛道沿途和起
终点为跑者设计了丰富的特色文艺
表演，包括敦煌盛典、丝路花雨、
古筝演奏、骆驼商队，集中体现了
敦煌的历史文化特色。如今，越来
越多的城市将当地特色融入马拉松
赛事之中，马拉松，正成为代表城
市形象的一张新名片。

马拉松跑出新风景
本报记者 何欣禹

资江翻越崇山峻岭来到湖南安
化，穿城北去，经洞庭，进长江。安
化曾是繁华的水陆码头，在马帮肉和
排上鱼这两道梅山名菜中，至今还能
寻到往日资江两岸的灯火璀璨，人声
鼎沸。当然这一切都缘于黑茶——这
里是通往新疆、俄罗斯万里茶道的黑
茶起点。

码头老街折射当年“茶乡”繁华

穿过江南镇大桥，资江右岸，依
山傍江有一条排屋老街。尽管老屋已
东倒西歪，但房前磨得锃光瓦亮的石
板路，屋后伸进江中的台阶码头，令
人依稀可辨当年茶市鼎盛时的繁荣。

安化素有“茶乡”之称，产茶制
茶历史悠久，早在唐代便有“渠江薄
片其色如铁”的记载，距今已有千年
历史。元明时期“云雾茶”“芙蓉茶”驰
名中外，成为朝廷贡品。在中国 （安
化） 黑茶博物馆，我们得知，自明朝
嘉靖年以来，安化黑茶取代四川茶远
销西北诸地。万历年间，朝廷颁布

《安化黑茶章程》，正式定安化黑茶为
运销西北的官茶。当年，有一支朝廷
的茶兵千里迢迢专门押送安化黑茶。
清咸丰年间，欧美各国茶商有“无安
化字号不买”之说。

如今，安化黑茶如何？

因茶走上脱贫致富路

“安化黑茶在改革开放后重放异
彩，近 12 年来发展迅猛，从 2007 年
产茶 2000 万斤，税收 38 万元；到
2018 年产茶 8.2 万吨，税收 3 亿元。
茶已成为全县支柱产业。”安化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肖伟群介绍。

安化境内群山起伏，难见平畴，
更无工业。独特的地理环境铸造了安
化人勤劳质朴、开拓创新的精神。

穿山过岭，我们来到叶子茶厂。
在厂里打工的高桥村村民说起了这几
年的变化，喜笑颜开。村民徐华荣
说：“我们山里大多是旱地，靠天吃
饭，种些玉米、稻谷，勉强维持生
活。”“2010 年，这里建起了千亩茶
园基地，办起了茶厂，我家有3个人
在厂里上班，婆婆在家门口开了个小
卖部，全家日子越过越红火。”村民
杨晓红谈兴正浓。“在那以前，我和
丈夫年年出外打工，村里穷得没有姑
娘敢往这里嫁。现在，日子红火了，
有一位从浙江嫁过来的姑娘，把她爸
妈都动员来村里落户。”守着茶厂活
路多，在这一片，八九十岁的老人在
家里替茶厂捡捡鲜茶叶，每年都能挣
一万多元。据介绍，湖南华莱生物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已 直 接 安 置 就 业 人 员
4000 余人，年工资总额逾 1.5 亿元；
已上缴国家税收逾 10 亿元，累计捐
赠公益资金6亿元。

“一片叶子兴了一个产业，富了
一方百姓，带动了安化县 35 万人就
业”。安化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
瑛强调说：“一业兴，百业旺。黑茶
产业链很长，种植、生产、加工、包

装、物流、茶旅……多个产业被带动
发展。安化漫山遍野竹林，山民们把
它劈成竹篾、编成竹篓，成为黑茶最
好的包装材料。”

叶子茶厂空气中弥漫竹子清香，
汗流浃背的茶工正奋力压制茶饼，一
盘盘鲜茶饼挤进竹篓，码齐晾晒。这
是在制作千两茶。

千两茶，是人工成本比较高的黑
茶。当地人家生孩子当年必会存下几
篓千两茶，待孩子长大，交给孩子开
篓。2008 年，安化黑茶千两茶制作
工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安化黑茶中的金花茯砖更为独
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黑茶制作
技艺传承人刘杏益说：“只要条件适
合，金花菌就会自然生长，但金花有
个特点，霸性很足，只要金花菌生长
以后，会抑制其他一些有害菌种产
生，确保了茯茶健康安全。”

茶旅融合走出新天地

安化旅游资源丰富，山水形胜，
风光旖旎，奇山秀水孕育了安化的灵
动。安化境内的云台山、茶马古道、
白沙溪茶厂、蚩尤故里、梅山文化生
态园等景区成为人们休闲旅游的常去
之地。安化黑茶，也从中走出了一片
新天地。

“现在，我们正用科技创新和高
质量发展来提高黑茶的附加值，解决
黑茶饮用的便利，推广茶旅融合。”
肖伟群说。在万隆黑茶产业园，我们
看到新釆的茶叶被直接送到自动加工
生产线上，陪我们参观的导游自豪地
说：“我们的黑茶已实现清洁化、规
范化、智能化生产。透明的生产过
程，让人看着放心，这是安化黑茶之
旅的必要内容。”

随着乡村旅游发展得红红火火，
采茶、制茶、垂钓、赏花、踏青等活
动深受游客喜爱。如今，茶客寻茶
游、家庭亲子游等已成为安化旅游热
点，旅游市场全线飘红，仅今年“五
一”假期 4 天就接待游客 10.08 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

安化县茶旅服务中心负责人介
绍，现在的旅游更强调体验感，游客
进入茶园或茶山，品茶、赏茶、制茶
是安化茶旅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卖点。
近几年，安化茶园景观化做得好，很
多茶企加入茶旅一体化，带动千家万
户的小茶农。这样一来，茶山、茶园
与景区有机结合，丰富了游客的茶文
化体验，使安化成为茶文化旅游的重
要目的地。

上图：安化茶园 来自网络

安化访茶
安如山

从青岛五四广场出发，经八大关景
区、栈桥，再折返至奥帆中心、情人坝
灯塔……一条美丽的海滨城市风景线在
2.5 万人的奔跑中勾勒出来。不久前，
2019 青岛马拉松“如约”开赛。与往年一
样，今年的青岛马拉松线路也几乎把青
岛市内的美景尽收囊中，让参赛者们能

边跑马拉松边看风景。
近年来，马拉松赛事热度猛涨，参与

人数不断增加。马拉松不再只是单纯地跑
步比赛，不少参赛者将其看做旅游观光的
契机，旅行社应势推出针对它的旅游产
品，各个城市更是积极地投身举办马拉松
赛事，并将城市旅游融入马拉松之中。

本报电（王 茗）5 月 25 日，“2019
首届中国成都大学生时装周”在四川
成都梵木创艺区开幕。

成都被誉为“天府之国”，是古
蜀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独具特
色的天府文化。开幕式上，千百年前
的历史服饰借助现代光影科技重现于
人们眼前，再现了天府文化的魅力，

体现了古典与时尚的结合。
据悉，本届成都大学生时装周

为期一周，期间将举办首届成都服
装设计新人奖大赛、成都时尚产业
论坛、校企合作对话暨设计人才双
选见面会等活动。各项活动旨在形
成产学联盟，加快推进成都时尚产
业发展。

成都大学生时装周开幕成都大学生时装周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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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1日，上海半马鸣枪开跑，选手通过起跑线。
新华社记者 沈春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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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片湖，四壁陡峭，奇潭深
渊。小石板桥上镌有一副对联：剪
取鉴湖一曲水，缩成瀛洲三山图。
东湖的水是从鉴湖引来，这里的山
就好似传说中东海仙山的迷你版。
既有趣，又很符合其历史来源。相
传这里原是一座青石山，昔日秦始
皇东巡至会稽，于此供刍草而得名

“箬山”。经千年自然造化，鬼斧神
凿之功，搬走了半座青石山，宛如
天开。

东湖游玩，不乘乌篷船就少了
些意趣。绍兴一路游来，东湖的水
比市区乌篷船河道清澈许多。尤为
特别的是，东湖两岸当年采石留下
的痕迹，被山泉冲刷出一道道斑斓

的色彩，煞是好看。还有一些窄窄
的石洞，有的仅能容一艘船经过，
很奇妙。

碧湖蓝天，伫立在乌篷船头，
自陶公洞穿梭而过。船越往前，渗
漏的光斑就越小，最后只剩下头顶
的小块蓝天，光线直直地打在人身
上，“一线天”是也。洞穴曲折而多
变，湖水深黛而清冷。陶公洞内湖
水涟漪，令游人心生荡漾。我仰望
头顶，岩高百丈，如坐井中。

自陶公洞出，就到了仙桃洞。
总是听闻仙桃洞和陶公洞是东湖二
绝，我心中满溢着期待。若说坐井
观天的意境是陶公洞最大的特色，
那么洞在山中、洞中有湖、洞中有
门便是仙桃洞的特点。传说王母娘
娘曾在此种下一棵仙桃树，为防仙
桃被盗，故派天将来此把守，天将
椅就在石门上方，又因洞口外形如
桃，故名“仙桃洞”。正所谓“横看
成岭侧成峰”，有些景色只有真正深
入其中，才知其精妙之处。站在岸
上看仙桃洞，只见一座简单的石框
门，而乘乌篷船近前，才能见到与
倒影组合在一起的巨大仙桃。

乘乌篷船过秦桥，上岸步入小
稽轩。两三亲朋好友，休憩闲聊，
可以说是东湖最佳的休闲品茶观景
之地了。小城人的喝茶品性不一，
偶尔一高兴就泡出了灵感，茶自然
色香味齐全。我和友人坐在小稽轩
中，观赏着湖面上穿梭来往的乌篷
小画船，细细品茗，体会浓浓的水
乡风情。

到绍兴，就不免会想到鲁迅。
鲁迅笔下流淌的古城绍兴文化元

素：社戏、越剧、绍酒等都让人心
生向往。前一日陆续参观了鲁迅纪
念馆、沈园等地，窃以为已将鲁迅
和绍兴看尽了，没想到在东湖还能
再重温前一日的深沉蕴藉。

“坐乌篷，品黄酒，看社戏”是东
湖的品牌，而作为看社戏的一大场地
——扬帆舫，无疑把绍兴的社戏台展
现得淋漓尽致。我坐于乌篷船上，酌
一盅正宗的绍兴黄酒，嚼一盘地道的
茴香豆，仿佛置身于《社戏》的情景
中，和那个少年共赴佳境。

绍兴东湖和嘉兴南湖、杭州西
湖并称为“浙江三大名湖”，名称上
的“针锋相对”似乎注定了人们总爱
拿东湖与西湖比。东湖和西湖都是
人工湖，然而东湖仅有西湖面积的
1%。如果说杭州西湖是大家闺秀，

那么，绍兴东湖就是小家碧玉了。
在我看来，东西二湖各有所

长。东湖虽小，但因奇石、奇洞构
成的奇景，使它被公认为“湖中之
奇”。而西湖虽大，却不失灵秀，断
桥残雪，人间天堂。相似的是，两
湖都不单有小桥流水、风花雪月，
还有人文历史、故事传说。“山自纵
横水自流，谁家门首欲离舟”与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相比，也是不输阵脚的。

和东湖的这次浪漫邂逅，让我亲
眼目睹了它的卓越风采。湖赋予了船
无限生机，而船又给了湖超然的活
力。泊船靠岸后，我跳上码头，恋恋
不舍。沿着墙堤行走在返回的途中，
极目远眺这道醉人魂魄的山水盆景，
心想也许重逢不会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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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东湖景区。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