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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疫情期间
到周边公园或者景区逛
一逛，你会发现，自觉
保持安全距离排队的人
多了，拥挤扎堆插队的
现象少了，文明旅游的
氛围越来越浓厚。

中国现代旅游经历
了 快 速 发 展 的 几 十 年 ，
从粗放到精细，从自发
生长到有章可循，可以
说，文明旅游是中国旅
游继续向高质量发展的
应有之义。

近年来，中国游客
变得更加成熟，景区的
运营也越来越规范。前
不久，在河南开封的清
明上河园，景区工作人
员身着宋代衣帽，手举
提示牌，无声提醒游客
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
离。这一做法收获了不
少网友的点赞：原来防
疫也可以这么有文化。

诚然，文明旅游的
实现并非一日之功。很多旅游中不文明现象的背
后，折射出来的是旅游资源的相对短缺与游客高
涨且多元的旅游需求之间的矛盾。

如何让文明旅游成为一种氛围，与解决这组
矛盾不谋而合，都需要地区规划、景区、游客等
多方共同努力才行。

旅游活动并不只是发生在景区的“一室之
内”。对当地规划设计而言，多摸一摸自己的家
底，找一找自己的特色，探一探游客的喜好，哪
怕是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条独具特色的小吃
街，都会让游客文明畅游，流连忘返。

能不能让游客在你的地盘上行得更舒服，住
得更舒心，玩得更舒畅，这是一个旅游目的地该
深入思索的课题。试想一下，从游客到达的那一
瞬间开始，便处在干净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礼貌
周到的服务，游客自然会受到熏陶，也会倍加注
意自己的行为举止。

对景区来说，提升服务设施的舒适度同样重
要，厕所能不能再干净一些？预约购票、限流入园
能否更便捷和人性化一点？做到了这些，便会减少
滋生不文明行为的土壤，更能受到游客的青睐。

作为游客的个体，更应是文明旅游的实践者
和推动者。2019 年，有超过 60 亿人次踏上国内的
旅途，或感受神州大地的秀美壮丽，或体会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每一个人都将文明带上旅
途，那么，这将汇成一股文明的海洋。

旅游是一扇展现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的
窗户，文明旅游
应当成为一种氛
围，如此，便能

“春风化雨”“润
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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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锁山头山锁雾，天连水尾水连天。
无边无际的大海，总是让人心潮澎湃。

浙 江 安 吉 的 海 ， 却 是 生 在 山 中 的
“海”，这海无边无际，绿浪翻滚，别有一
番情趣。

延续数千年的竹海

竹，非草非木，竹就是竹。
“秩秩斯干，悠悠南山，如竹苞矣，如

松茂矣。”这是《诗经》中关于竹的记载。
只言片语，已经在地理和审美上奠定

了中华民族与这种青翠植物之间的特别关
联。汉字中最早关于竹的记载都和这片土
地有关。它，就是浙江安吉。

《尚书·禹贡》 中记载，太湖一形成，
其周边就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竹子，可见安
吉和竹子的缘分，已经延续了数千年。

这片密林毛竹组成的竹海，面积达
108 万亩。它是安吉的符号，也是安吉万
物生息的根源。

安吉人引以为傲的吴昌硕，是集诗、
书、画、印为四绝的一代宗师。他把中国
文人对竹子“虚心向上、高风亮节”的精
神风范表现得淋漓尽致。

虚心竹有千千节，这不仅体现在吴昌
硕的笔下、画中，也同样贯穿了这位艺术
大师的一生。尽管战乱使得吴昌硕家人失
散，背井离乡，但每画完心中的竹林，他
都会印上“安吉昌硕”来表达对家乡的思
念。晚年，吴昌硕为了保护故乡安吉的一
土一木，不但率领众乡亲设立了“阖村公
禁 ” 碑 ， 还 亲 笔 起 草 了 “ 严 禁 风 木 碑
记”。他希望每一位安吉后人，都不要忘
记保护环境，守护竹海。

几百年后，竹林依旧青翠。房前屋后的
一抹绿色，成为每一位安吉人灵魂的颜色。

全身都是宝的竹子

有人说，是因为安吉人善待竹子，竹
子才还他们以丰厚的馈赠。

安吉的竹子，长在山上是为景，埋在
土里也是金，砍下山后更是宝，变成了能
吃、能喝、能玩、能乐、能穿、能居的绿
色产品。

笋是竹的子孙，竹是笋的爹娘。在安

吉，四季不乏笋味，餐餐不离笋香。
笋中有一种叫“亚斯颇拉金”的白色

含氮物质，它与各种肉类烹调后释放出鲜
味，于是安吉人从中找到了故乡的风味、
消逝的童年，还有将至未至的春天。

安吉最大的笋制品出口企业——浙江
耕盛堂生态农业公司董事长伊奎鑫说，今
天人们吃笋，除了注重味道，更多了一重
营养，是日常饮食的不二佳选。

竹子全身都是宝。早在2500年前，安
吉人的双手和竹子的磨合，就已经开始
了。2007年，安吉出土了一床竹凉席，经
考古学家确认，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竹编
凉席。2500年来，桑田沧海，竹子却一直
陪伴安吉人身边。

2016年初春，安吉县的十几家竹制品
企业同时接到了一批特殊的订单。

当年 9 月，工匠们惊喜地发现，自己
精心打磨出的这批竹器，竟然出现在了电
视新闻里。原来，安吉竹匠们的作品，专
供杭州 G20峰会会议。会客室的陈设、办
公用具、灯具、茶几，主会场的桌椅、杯
垫、笔架，甚至房间里用竹纤维织成的浴
巾、浴衣都产自安吉。

G20 峰会上，安吉的竹产品向世界展
示了中国的审美与品格，竹子的家乡安吉

也走向了世界。安吉县自然资源规划局陈
志文局长介绍，全县108万亩竹子催生了1
万多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达到 9785 项。
安吉以立竹量、商品竹年产值、竹业年产
值、竹制品出口总额和竹业综合实力五个
全国第一，创造出235亿元的产值。

承袭历史脉络的竹文化

一进安吉的地界，竹乡的葱郁和淳朴
便扑面而来。一丛一丛的竹庇护着河溪，
拥抱着村庄。在安吉，所有的季节都属于
竹。接天曼舞的竹子是这块土地的衣裳。

你听过竹子的声音吗？
蒸馒头的竹蒸笼碰撞，发出激越的鼓

点；晒粮的竹匾装进豆子，摇出奔腾的音
浪。而大小不一的竹筒排列组合，能奏出
欢乐的音乐。美妙的声音源自竹子，演奏
的乐器由竹子制造——这是 2019年 9月安
吉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受西班牙萨拉戈萨
市第28届国际民俗艺术节组委会邀请在无
声世界里演奏的天籁之音。

活动闭幕式的压轴节目是劲舞竹叶
龙。伴随着激越的鼓点和昂扬的旋律，竹
叶龙从万顷竹海中飞奔而入，形变龙不
停，龙飞人亦舞。演出结束，台下观众久

站不动，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响彻大
厅，台上的演员也热泪盈眶。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萨拉戈萨国际民
俗艺术节主席安赫尔·马丁内斯·克萨达激
动地说：“他们的表演超越了语言、民族
与地域，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艺术的享受
和心灵的启迪，更是情感的交融和大爱的
力量，西班牙太需要这条龙了。”如今，
这条竹叶龙已“定居”西班牙。

在依山傍水的天荒坪镇五鹤村，竹连
竹，山连山，满目苍翠。这里是获奥斯卡
四项大奖影片 《卧虎藏龙》 的外景地——
中国大竹海景区。

谈起李安缘何选择安吉竹海作为拍摄
地，时任港口乡党委书记、现任安吉县政
协主席的赵德清记忆犹新。

1999 年 4 月的一天，赵德清出差到杭
州偶然得知，李安在杭州看中了一片竹林
作外景拍摄地，赵德清兴奋不已，因为杭
州的一片竹林与安吉的万顷竹海根本无法
相比。经不住赵德清软磨硬缠，《卧虎藏
龙》摄制组派员来到安吉实地考察外景。

半个月后，李安来到竹海之巅搭起的
观竹楼，绵延不断的竹海尽收眼底。微风
一吹，竹浪随风荡漾。李安离开时只撂下
一个字：“好！”

1999年 10月 18日，《卧虎藏龙》 在安
吉开拍。

影片上映，非同凡响，也让“中国大
竹海”景区美名远扬。安吉旅游由此开启
了新篇。自 2005 年后，景区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安吉县文体旅游局彭忠心局长介
绍，2019年安吉接待国内外游客 2807.4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88.2 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12.1%和19.5%，旅游产业增加值在
GDP中占到13.5%。

万顷竹海，承袭历史脉络，催生致富
产业，涵养魅力文化。绿水青山，是安吉
的前世；金山银山，是安吉的来生。

上图：安吉景色

走，到安吉看海去
陈毛应文/图

行 天 下行 天 下 旅游漫笔旅游漫笔

成都正在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保持“千年立城”战略定力，挥动“留白增绿”的妙笔，以

新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路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空间发展 “千年之变”

千百年来，龙泉山一直是成都东侧的生态屏障。如今，成都发展跨越

龙泉山，将这座山变成城市“绿心”和“会客厅”。今年4月28日，成都东部

新区正式挂牌，这片729平方公里的土地，寄托了成都转型突围的战略愿

景，也承载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向发展的期望。

如今，沿着龙泉山“两翼”，分别是成都中心城区和成都东部新区，位

于成都东部新区的天府国际机场正蓄势待发。此番进发，成都的城市格

局开阔了，由“两山夹一城”变为“一山连两翼”。

面对成都这样一个实际管理人口达2100多万的大都市，新时代城市

建设者对空间格局进行了一场“重塑”，构建了城市永续发展的新空间。

一切的谋定而动，都指向其最终目标——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方向，

奋力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

2017年 4月，成都市提出“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城市空间

发展战略，着眼破除圈层发展惯性和资源环境约束，突破“大城市病”瓶

颈，打开面向未来永续发展新空间。成都，迎来“千年之变”——

东部，高起点规划、培育实体经济新动能，组群式留白、留足未来发展

高弹性；

南部，强化创新体系建设，发挥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战略支撑

作用，高标准拓展；

西部，承担着成都平原最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建设生态安全屏障，

控制性发展；

北部，改善人居环境，优化产业结构，构建适应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产

业体系，高质量改造；

中部，是成都千年文明的核心，打造最能代表国家中心城市能级水平

的高品质高能级生活城区……

成都新一轮的规划发展，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城

市发展规律，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努力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

间，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超前谋划 提升后劲

成都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是简单“造城”，而是全面“营城”。攻克“大

城市病”，适度超前谋划，提升发展后劲，成都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效率

和持续发展能力。

唱好成渝“双城记”

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成都创造了前所未

有的时代机遇。为唱好“双城记”，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

略部署落实，日前，成都出台《关于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的实施方案》，提出形成“一源双核四带”生产力布局。“一源”即以

成都新经济活力区为主要载体，高水平开展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体制机

制改革先行先试，形成新经济发展动力源。“双核”指将成都科学城、成都

天府国际生物城建成前沿创新核心引擎，打造国际创新高地。“四带”即重

点打造数字经济带、开放经济带、总部经济带和绿色经济带。

区域发展“主引擎”

两年前，四川省首次将成都定位为“主干”，明确了成都“主引擎”的引

领带动作用。

近年来，成都与周边市州的联系日益紧密，作为“主干”的成都，担当关

键的“主干”责任，携手周边市州，站上更高起点，担负更大使命，实现更强

一体发展。研发在成都、转化在市（州），总部在成都、基地在市（州）等产业

互动模式，正促进成都与周边地区共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经济圈。

发力突围新经济

成都的新经济发展，起步早、谋划深、步伐大。2017年，成都把发展新

经济、培育新动能作为推动城市转型的战略抉择，率先提出打造最适宜新

经济发展的城市。历经 3年创新开拓，新经济已成为成都高质量发展的

强力推动者。

公园城市新家园

成都被赋予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历史使命，

是对成都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的充分肯定，也是成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中最重要、最独特的定位。

2017年 9月，天府绿道启动建设，全域规划形成以“一轴两山三环七

带”为主体框架的区域级、城区级、社区级三级天府绿道体系。绿道在格

局性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同时，融入休闲旅游、城乡融合、体育运动、农业

景观、应急避难等多种功能，构筑绿色生活方式。

探索求解 创新发展

2019年 5月 30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T1航站楼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3个月后，T2航站楼主体结构也迎来这一重要时刻。由此，整个天府国际

机场航站楼主体结构全面完工。未来的天府国际机场将拥有 6条跑道，

具备年旅客吞吐量9000万人次和货邮吞吐量200万吨的承载能力。

在青白江国际铁路港内，一列载有本土品牌农产品的中欧班列（成

都）缓缓驶出。如今，从成都出发的国际班列联通了境内外，让这个曾经

的内陆腹地城市跻身中国新一轮开放的前沿行列。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交汇点、面向亚欧大

陆腹地最近的超大城市，成都正致力于在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发挥出

联动东西、沟通内外的核心枢纽作用。

在开放发展的同时，成都也一直在向国内外优秀城市学习，不断汲取

前进变革的养分。在自贸区建设、城市规划、社区治理等方面融会贯通、

创新发展。

在成都东部新区起步之初，这片区域就被赋予了“未来之城”的期望。

学习雄安新区、对标浦东新区、取经前海新区……成都的“东进”战略规划

从落笔之初就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天府特色、高点定位”。从“谋城”

到“营城”，成都全市上下按照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奋力前行、转型突围。

而今，成都正大刀阔斧探索求解，在美丽富饶的蓉城大地，书写下新

发展理念的时代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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