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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巨大

避暑旅游亟待升级
本报记者

赵

珊

需求旺盛
夏日，吉林长春 22 摄氏度清爽舒适的
温度吸引了众多游客。像长春这样的夏季
凉城正迎来旅游旺季。
全球最大的避暑旅游市场在中国。中
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介绍，去年暑期旅游
的 10 亿人次中，
避暑游占一半左右，
约 5 亿人
次，按人均消费 1000 元计，有 5000 亿元市场
的规模。今年避暑旅游市场需求进一步增
加。夏季消暑首选旅游或有较强意愿出游
的比例达到 84.5%，传统“火炉”城市计划暑
期出游的受访者占比达到 93.66%，较去年高
出约 10 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武
汉、天津、苏州、杭州、南京、郑州等大都会及
长三角、
京津冀、
中西部区域的高温城市是避
暑旅游的主要客源地。从出游模式看，以自
助游、
自驾游、
背包客为主的散客避暑旅游占
比达 74%，
成为避暑旅游的主流模式。
游客在选择避暑旅游目的地时，最关注
的是气候的适宜、避暑资源的吸引力和旅游
配套设施的完善。避暑游客对
“山水”
情有独
钟，水上乐园、登山、攀岩、露营、漂流、探险、
户外拓展等避暑游产品最受游客喜爱。值得
注意的是，日常生活的便利性是选择较长时
间避暑的旅居群体的关注热点。盛夏时节，
人们关注养生，选择恰当的避暑方式来养生
也是很多人避暑游的动机。调查显示，
94.1%
的受访者认为避暑游有利于夏季养生。
峰会上发布了避暑城市排行榜，吉林省
长春市、贵州省贵阳市、贵州省六盘水市、云

说起西安的府学巷，可
能外地朋友知之寥寥。然而
这条西安最古老的巷子，历
经千百年沧桑，迄今孔庙仍
在，老树长青。作为古长安
留存不多的人文景观，其间
包罗的民风情怀，远非名胜
地标可比。
府学巷是与碑林博物馆为
邻的一条南北小巷，南起三学
街，傍碑林博物馆西大门，北
通碑林博物馆后门，已有
1000 多 年 的 历 史 ， 曾 是 府
学、咸宁学、长安学办学的地
方。乾隆年间的 《西安府志》
这样记载府学巷：“大门前有
坊，内有泮池，仪门内当甬道
为魁星楼，中为明伦堂，两旁
四斋，曰志道、据德、依仁、
游艺。堂后为尊经阁，阁后神
器 库 。” 府 学 巷 经 过 百 年 变
迁，古树尚存，神韵犹在，可
惜许多古建筑已不复存在，府
志中记载的“魁星楼”也已成
为三学街社区委员会。
今天的府学巷以民居为
主，比起书院门的游人如织
和碑林博物馆的声名远播，
并不引人注目。但我以为，
这一带民居与碑林博物馆却
是鱼和水的关系，是相辅相
成、相互依存、相互成长的关系，是根与叶的关
系。千年以来，书院门、三学街及府学巷，与碑
林博物馆遥望相守。
府学巷浸染着墨香，书法家段绍嘉曾居住在
此。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或名人字画、或字画装裱、
或镜框制作、或文房四宝、或茶肆、民宿。传统文化
民俗跨越千年传承，在这里交融，代代繁衍而生生
不息，为这座古巷增添了烟火气和神韵。
来自全球各地的游人，或从城墙游览之后拾
级而下，或穿过古城门来到街口，都会立刻感受
到这里的不同，那是一份历史带来的厚重感。静
谧与熙攘，古老与新生，竟能高度和谐地统一起
来，我想这就是市井的力量，它代表着西安丰富
多元的内涵。
“百年历史看上海，五百年历史看北京，千年历
史看西安。”千百年来，府学巷历尽风雨却古韵幽
香。其实，每一条街巷、每一间商肆，都是一棵大
树，它们繁衍一域子民，带动一片产业，书写一部历
史，传承一方文化，而我们都是被老街抚育成长起
来的孩子。我作为一名老西安人，珍爱这条府学
巷，就如同珍爱一直陪伴我们却垂垂老去的父母。
我永生难忘巷中的时光，涓细如水而流深。

崔秦明

“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越来越多的
城乡居民和游客纷纷开启多样的避暑旅游
模式。在“2019 中国（长春）避暑旅游产业
峰会”上，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气象局公
共气象服务中心共同发布了《2019 中国避
暑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报 告》
（以 下 简 称《报
告》）。
《报告》指出，中国避暑经济蓬勃发
展，避暑旅游市场持续火爆、避暑旅游供给
丰富多彩、避暑旅游综合效益明显提升。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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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山东省沂南县竹泉村的竹林中避暑纳凉。王彦冰摄 （人民视觉）
南省丽江市、
青海省西宁市、
内蒙古自治区阿
尔山市、吉林省抚松县、吉林省敦化市、贵州
省西秀区、
贵州省普安县入选今年
“避暑旅游
十佳城市”
。

供给丰富
庞大的避暑旅游市场需求，吸引了各
地以海滨、森林、山地、湿地、峡谷、湖泊、草
原、高原的自然资源和气候环境，加入到了
避暑旅游的市场供给中。中国旅游研究院
战略所所长吴普介绍，中国最适宜避暑的
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大部、内蒙古东部、新
疆北部、青藏高原东部、云贵高原中北部。

各地通过资源整合、景点串联，推出了不同
主题的避暑旅游产品，以满足不同类型避
暑客的需求。目前，按照功能属性划分，有
康养避暑游、研学避暑游、休闲避暑游等。
戴斌表示，避暑旅游需求的高涨，也带
动了更多的旅行商、旅游住宿业、旅游景区
等旅游企业，航空、邮轮、网约车等交通企
业，还有泳衣、太阳眼镜、防晒护肤品等生
产厂家纷纷进入避暑旅游领域。
随着避暑游的发展，避暑客的需求不
断提升，希望有更丰富的体验。很多避暑
目的地依托资源、文化、物产等，在避暑季
举办采摘节、音乐节、艺术节、文化节、体育
赛事等各类节庆活动，提升避暑客的体验，
提振目的地知名度，打造避暑游的品牌。
长春消夏节是全国首个以清凉气候资
源为载体的旅游节庆活动，已经连续举办
12 届。长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曲笑
告诉记者，从今年开始，长春消夏节升级为
消夏艺术节，以消夏避暑为主线，将举办文
体、夜间、花海、乡村、亲子、民俗等 87 项活
动，覆盖整个夏季。消夏节在塑造长春城
市品牌、促进对外交流、丰富产品供给、拉
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文化在避暑游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戴斌说，
美丽风景和凉爽气候固不可少，
完善而便利的公共文化空间、休闲场所和商
业环境也是必需的要素。有没有博物馆、图
书馆、
文化馆，
有没有电影院、
戏剧场，
有没有
城市客栈、乡村民宿，有没有特色餐厅、咖啡
馆，有没有购物店、美容美发美甲店，都可能
会成为游客选择避暑目的地的影响因子。
文化的赋能，不一定要都局限在深厚的
历史文化上，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饮
食文化、消暑生活等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在博物馆、艺术中心、大剧院、影院、画廊、文
化酒店、文创中心和新潮俱乐部等文化场所
避暑消夏的活动深受游客喜爱。以浙江省
杭州市为例，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已成为人们
避暑纳凉的热点。浙江自然博物馆去年暑
期的人流量比平时增加近 30%，特别是未成
年人和外地游客的参观数量明显增多。
从外来游客的避暑旅游到主客共享的
避暑休闲，
将是避暑游的发展趋势。
《报告》建
议，
对于避暑旅游目的地而言，
卖气候也要卖
生活。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设施要对避暑
客开放，使避暑客真正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
生活。通过举办文化活动、
节庆活动，
引导避
暑客和当地居民共同参与，
加深相互了解。

主客共享

游客在广西北海市银滩游玩 （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避暑本是寻常生活，必须回归到日常
生活场景，避暑产业的市场基础才会真正
变得厚重起来。从避暑旅游需求来看，人
们不仅需要在生理层面实现舒适宜人，而
且需要在精神层面实现心灵愉悦。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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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惠阳办吉他荔枝嘉年华
本报电 （陈志昌、黄尉宏） 荔枝热情似火，
吉他张扬不羁，荔枝树下，弹着惠阳吉他、唱着
荔枝歌，“荔枝+吉他”在这个盛夏撞出新火花。
2019 惠阳吉他荔枝嘉年华近日举办。嘉年华包括
吉他展览会、荔枝园千人徒步、“粤菜 （东江菜）
师傅”工程活动、“乐动吉他小镇”音乐会等 10 项
内容，向海内外游客展示惠阳的美景、美食、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旅游资源。广东省惠州市惠
阳区将吉他与荔枝两个文化元素融合，以文化推
动产业升级、用产业带动文化发展，提升惠阳的
知名度、美誉度。吉他是惠阳的特色产业，也是
一张特色文化名片。近几年，惠阳积极打造“中
国吉他小镇”，启动了惠阳“吉他+荔枝”文化旅
游产业品牌塑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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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淡然恬静，
韵味自现。
”
他的《心经石瓢壶》在第十五
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中荣获中国工艺美术
金奖，
被无锡博物院等永久收藏。
陶刻作品既然是一门艺术，就要带给人以美的享
受，但它需要长时间的磨练和沉淀。王银亮的陶刻与
器形和谐统一，
讲求的是
“韵味”
，
他的每件陶刻作品都
有其与众不同之处。王银亮制作的《六方井壶》传承了
传统书法的气韵，
创新了各种刀法的运用，
将金石文化
在壶器上得以体现，
已被中国紫砂博物馆永久性收藏。
2018 年，王银亮制作的一把“驼铃壶”，把“一带一
路”
的文化符号陶刻进了紫砂作品中，
以
“骆驼”
这一丝
绸之路文化符号与紫砂文化巧妙相结合。
一把茗壶配上得体的陶刻装饰，才算是一件艺术
作品，
才能在
“火苗”
中升华。

王银亮在雕刻紫砂壶 张素娟摄

江苏宜兴，以紫砂壶闻名中外。在宜兴紫砂器具
集中产地——丁蜀镇，常住民 30 万人，有 10 万人从事
紫砂制作。漫步“中国陶都陶瓷城”，紫砂展厅工坊鳞
次栉比，
数目工艺之盛，
可谓壮观。
在一间名曰“紫耘堂”的紫砂工作室，一把用黄金
段泥制作的六方宫灯壶，
令人啧啧称奇，
为之赞叹。这
把宫灯壶体量不大，传统宫灯造型，长条屏的壶壁立
面，以行楷镌刻着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名作《青玉案·元
夕》。精雅的神韵彰显着中华传统工艺之美。
“你做这把壶用了多长时间，刻了多少刀？”我问
“紫耘堂”
主人王银亮。
“一个星期，雕刻线型和文字，共一万多刀吧。”王
银亮微笑轻声答道。一把小小的紫砂壶，竟然花费这
么大工夫，
难怪这般精雅。在轻松作答声中，
让人感受
到弥足珍贵的工匠精神。
王银亮，1967 年生于江苏盐城，现居宜兴，自
幼酷爱书画，后来受众多大师的提携与指导，技艺
日渐成熟。2000 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紫耘
堂。30 多年来，王银亮潜心研究紫砂陶刻，在紫砂
花盆、紫砂壶陶刻方面取得了突破，每件作品都融
汇了创新和创造。
“陶瓷是一门火的艺术，陶刻就是在陶瓷上刻
字刻画，但用刀多变、表现手法多样，它是在火苗
中诞生出来的艺术品。”王银亮形象又直观地道出
陶刻艺术的真谛。
陶刻是民族工艺。王银亮说：
“要形成自身独特的
陶刻手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把中国的传统书法、
绘
画、
金石和篆刻等诸艺术融于一体，
才能算是一件艺术
品，
才能把具有民族工艺特色的艺术传承并发扬光大。
”
传统
“石瓢壶”
是紫砂茗器中的经典款式。王银亮
进行了创新，
采用行书镌刻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
镶嵌
金粉，每个字都是在放大镜下完成一刀一画。他说：
“紫砂陶刻讲究的是以刀代笔，也不是完全代替笔，我
灵活掌握用刀的缓急、力度的大小，下刀沉稳，一气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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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如约而至，很多地方已进入了
炎热模式。如果您想避暑又爱赏花，那
就来云南省昆明轿子山吧。轿子山被
誉 为 滇 中 第 一 山 ，距 离 昆 明 150 公 里 。
昆明城区至轿子山已开通旅游专线。
进入轿子山的四方井，便开启了清
凉之旅。四方井至下坪子和轿顶，海拔
不断攀升，在 3000 多米到 4000 多米的高
度，能看到变幻多端的云海和时隐时现
的山峰。轿子山是滇中典型的山岳形冰
川地貌景观，风光秀丽，壮美雄浑，空气
清新。轿子山以冬天的雪景而闻名。其
实，夏天的轿子山凉爽舒适，远眺峰峦起
伏，鹰飞千里之外，鸣涧翠谷之间。漫山
遍野的花儿绘制出另一番绝美的景致。
伴随着山间的清风，各色花儿在山
上次第开放。夏天的轿子山，杜鹃花海
传真：（8610） 65003109

是亮点，从四方井到轿顶，有 32 种杜鹃
花，高的有五至六米，矮的有十几厘米，
其中大王杜鹃、乳黄杜鹃、似血杜鹃是国
家二级保护植物。我往花丛中走去，只
见大片浅粉色杜鹃花中间，间歇分布着
几株深红色杜鹃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马缨花。不常见的黄色杜鹃花艳丽动
人，十几厘米大的晶莹剔透的黄色花球
挂满枝头，由花蕊的浓墨重彩逐渐向边
缘清雅褪色。
6 月，稀有的大树杜鹃和紫色密植
杜鹃开得最好。它们一片接一片，一坡
连一坡，肆意绵延，高低错落，沉默而热
烈。大黑箐是轿子山植物最为丰茂的
地区，大树杜鹃汇成花海，白色的、粉红
色的，漫山遍野，落英缤纷。紫色密植
杜鹃按自然间距成堆、成行、成排地盛

零售 3 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 420 元

避暑赏花轿子山

妙手刻紫砂
江

西安古韵府学巷

追凉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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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紫浪滚滚，灿烂如霞。
在夏日这个绚烂的花季，除了杜鹃
花，
绿绒蒿、
紫堇、
报春花……各种野花也
如期绽放。在轿子山西侧，海拔约 4000
米的台地缓坡上，
有数百亩高山草甸。每
年 6 月中下旬至 8 月底，只要有草甸的地
方，
数十种野生杜鹃花和上百种野花就会
轮番上阵，
把轿子山装扮成名副其实的大
花园。进入 6 月后，
海拔 3000 米以上的轿
子山，漫山遍野都是色彩艳丽的小花，远
远望去，
犹如一块五颜六色的花地毯在山
间徐徐铺开。进入七八月后，
轿子山的草
甸将换上最华丽的外衣，处处绿草成毯，
遍地花开成海，
在一年最美好的两三个月
中，
尽情地展示自己的美丽。
上图为轿子山夏日的杜鹃花海
孟志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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