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落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
图县万宝镇明长公路两侧的红旗村，曾经
是安图至长白山景区的必经之处。2000
年前后，是红旗村乡村旅游最红火的时
候，每年接待中外游客达几十万人次，村
民人均收入在延边州名列前茅。如今，随
着敦化至长白山、延吉至长白山高速的相
继开通，红旗村的区位优势逐渐减弱，如
何从必经之地向必游之处转变，成了摆在
红旗村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整村搬迁
红旗村获得新生

红旗村老村民朴明淳告诉记者，生
活在红旗村的朝鲜族人，先辈都是在 20
世纪30年代末，因战乱、饥荒等因素由
别处迁移来的。“当时生活特别苦，这一
片都是草滩地，村民住的房子都是用秸
秆搭建的窝棚。”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入大量资金
发展教育，当时的朝鲜族青年受教育程
度有了很大提高，村民的生活逐步得到
改善。特别是1980年初，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推行，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但是，受自然环境影响，每年七
八月份，只要一来大水，沿河而居的村
民就要遭受灾害。因此红旗村村民希望
能搬迁至离古洞河 1000 米外的明长公
路边。

但是，这样一个贫穷的村庄，要搬
迁，资金从哪儿来？村庄又该如何规
划？尽管过去了30多年，但回忆起红旗
村的这段经历，今年77岁的村民金镇国
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盖一间砖瓦房需要 5000 元左
右，几乎没有村民能拿出这么多钱。”金
镇国告诉记者，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县
里研究决定，聘请县城乡建设设计院专
家进行整体规划，并以每年搬迁20户的
速度推进，再给每户发放3000元的无息
贷款用于盖房。

1988 年，第一批飞檐斗拱、青瓦白
墙，具有朝鲜族民居特色的20户房屋建
好了。由于房屋建在明长公路边，红旗
村就此走入公众视野，来往于长白山的
大客车也越来越多地在红旗村停留。

声名鹊起
成就“朝鲜族第一村”

1988年至1992年，86户朝鲜族村民
全部搬迁完毕，他们都住上了极具朝鲜
族特色的砖瓦房：中间平行如舟，两头
翘立如鹤。

与此同时，随着明长公路由山区土
路改为沙石路，红旗村的区位优势和完
好的朝鲜族民俗特色成了游客前往长白
山旅游中途的固定休息点。1990 年开
始，来红旗村的游客越来越多。看准商
机的红旗村人，相继开了七八家朝鲜族
风味餐馆。时任万宝镇镇长金正石说：

“非常火爆，旺季最忙时，饭店吃饭都要
排队取号。”

此时，发展红旗村的民俗游、打造
朝鲜族特色村成为县里、镇里、村里的
一致选择。为了留住客人，深度挖掘朝
鲜族民俗文化，安图县文化站专门派老
师前往红旗村，给村民编排舞蹈、培训
演员，举办篝火晚会、参观民俗展馆、
参观民居等活动极大地吸引了四面八方
的游客。

村民邵淑芝说，游客来了，村民会
在饭店门口摆摊卖一些土特产，“一天
卖手帕都能赚 100 多元，生活也宽裕多
了”。

2005 年，时任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
为红旗村题词：“中国朝鲜族第一村。”
就这样，红旗村声名鹊起。

安图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安学斌说，红旗村之所以能得到

“中国朝鲜族第一村”的美誉，主要有 3
个原因：红旗村是第一个把朝鲜族民俗

转变为旅游产品的村庄，包括饮食、服
饰、歌舞、住宅；红旗村是延边地区第
一个旅游收入达到百万元以上的村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红旗村是中国朝
鲜族第一个通过民俗旅游发展走上富裕
道路的村庄，是吉林省民俗旅游的一面
旗帜。

全面振兴
从必经之道到必游之处

旅游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体
系，是做大做强旅游产业的物质基础。
进入 2000 年以后，房屋瓦片破损、院
落围栏老旧等基础设施问题在红旗村
频现。

“当时游客群体发生了变化，境外来
的韩国游客变少了，而红旗村在国内的
名气还不足够大。”时任万宝镇副镇长兼
红旗村驻村党支部书记孟凡斌告诉记
者，2004年，为了维护红旗村民俗游的
辉煌，当时的村委会确立了工作重点
——进行环境整治和扩大宣传。

2005 年初，孟凡斌带着村长、会
计，背着一兜子印有红旗村民俗游的宣
传单，从安图出发，去延吉，到牡丹
江，跑吉林……挨个跑旅行社。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 年暑假及国
庆假期期间，红旗村的游客量实现了翻
番。2006年，红旗村全年接待游客量达
到20多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的收入
自然也多了。

然而，红旗村红火的日子被一场洪
水彻底浇灭。2010 年 7 月 28 日，红旗
村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水灾，整个村子
变成一片汪洋。洪水不仅冲毁了养殖
场、村里的房屋，穿村而过的明长公
路也受损严重。而就在红旗村忙着灾
后修复的时候，敦化至长白山、和龙
至长白山的公路都通了，前往长白山
旅游的车辆纷纷绕行，红旗村的旅游
接待全面停止。

在村里一筹莫展之时，一直看好红
旗村发展的延边鑫博旅游公司总经理陈
绍科和红旗村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推
动民俗旅游发展。

陈绍科带领工人加班加点，修建接
待大厅、演艺中心、民俗展馆……2011
年，红旗村恢复了旅游接待，当年的游
客接待量达 17.5 万人次。随着后续的停
车场、灵芝大棚采摘园、木栈道等公共
设施的逐步完善，到2018年，游客人数
达到了45万人次。

如今的红旗村，被纳入了安图县全
域旅游的整体规划中。安图县文旅局局
长杨松峰表示，在大众旅游时代，自驾
游会越来越多，他们计划将红旗村打造
为自驾车营地，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特别是民宿的改造升级，让红旗
村成为游客的必游之处。

“下一步，红旗村在完善基础设施与
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同时，还要依托现有
的资源，大力建设民宿宾馆，提升服务能
力，将朝鲜族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打造特色民宿，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力争
在3年内，将民宿接待能力从现在的每天
70 人提高到最高 350 人的目标。”陈绍科
说，到那时，红旗村村民的生活水平将大
大提高。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万宝镇红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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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旗村的灵芝种植大棚内，技术人员李玉峰在查看灵芝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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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金美灵带领游客参观红旗村民居。

刻有“中国朝鲜族第一村”字样的红旗村大门。

有着“中国朝鲜族第
一村”美誉的红旗村，坐落
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安图县万宝镇，是朝鲜
族居民的聚居地。穿村而
过的明长公路（明月镇至
长白山），是红旗村民俗游
得风气之先的关键。

从1988年开始，红旗
村为了躲避古洞河的洪
水，整村86户从古洞河边
搬迁至千米之外的明长公
路两侧。“当年，明长公路
是前往长白山旅游的唯一
线路，而红旗村是必经之
地。因为山路崎岖难行，
处于延吉至长白山正中间
位置的红旗村，常有往来
大客车停车休息，慢慢地，
打尖的客车多了，红旗村
的饭店也多了起来。”61
岁的金顺子回忆说，1992
年红旗村朝鲜族风味饭店
已有12家，而且每家生意
都很火爆。

“那时候，我在一家饭
店当服务员，旺季时每天
从早上 5 点就开始干活，
客人多的时候干到晚上快
12点才能下班，客人一茬
接着一茬。”金顺子说。

停车吃饭的客人多
了，想要了解朝鲜族文化
的游客也多了。于是，深
度挖掘民俗文化，打造朝
鲜族特色村庄成为县里、
镇里、村里的一致选择。
朝鲜族特色美食品尝、民
俗演艺中心、民居住宿等旅游项目相继得到了发展，
红旗村不再只是游客前往长白山旅游的歇脚地，更
是向游客展示中国朝鲜族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进步的重要窗口。

旅游项目发展后，从小热爱舞蹈的金顺子选择
了加入民俗舞蹈表演队。“当时县文化站专门邀请老
师为我们排舞，每天开开心心地跳舞，每个月还有
500元工资。”金顺子说。

2010年7月2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让整个
村子成了一片汪洋，基础设施大量被破坏，旅游产业
遭到重创。

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帮扶下，红旗村的灾后重
建工作稳步推进，但红旗村村民都在担心：作为全村
的支柱产业，旅游业还能不能继续发展？

安图鑫博红旗村朝鲜族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的到来，给村民们吃了颗“定心丸”。公司与村里
签订了合作协议，并提出“2011年夏季必须开门迎
客”。

“当时我们都担心没有客人来。”金顺子告诉记
者，在旅游公司的推动下，2011年游客不仅没少，还
比洪灾前多很多。2011 年红旗村游客接待量达
17.5万人次。仅民居参观一项，按每人2元的收费
标准，收入最高的一家村民就达1万元。

重新回到民俗舞蹈表演队舞台的金顺子，跟许
多村民一样，又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村里的基础
设施、旅游项目也陆续得到完善，不仅户户通水泥
路，停车场、民俗展览馆、民俗体验馆、五德泉、稻香
园等一大批旅游项目建成，红旗村又热闹了起来。
2018年，全村游客人数达45万人次。

如今，多才多艺的金顺子又被旅游公司聘请为
民俗体验馆泡菜制作讲解员，工资也涨到了每月
2500元。“现在除了工资，民居参观每年还会有近2
万元的收入。”金顺子说，村民的好生活离不开民俗
旅游，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但适合小朋
友玩的娱乐设施还很欠缺，希望在政府的指引下，村
民们一起努力，不断完善红旗村的旅游设施，把红旗
村打造得越来越美，“让每一位去长白山旅游的客人
都愿意到红旗村来体验朝鲜族的风土人情”。

争当民俗游的一面“红旗”
吉蕾蕾

有着近80年村史的红旗村，从名不见
经传的“大甸子”（沼泽地），到车来车往的
普通驿站，如今发展成朝鲜族民俗旅游的
一面“红旗”，与其良好的生态环境、淳朴的
乡风民俗密不可分。

红旗村村庄不大，但房前屋后、街头巷
尾都干净整洁。记者蹲点采访时正值春播
之际，筛土育苗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
项农活。村民们先用拖拉机从地里把土运
回家门口的道路上，再用铁网进行人工筛
土，尽管占道筛土一定程度上给他人造成
了不便，但没有一人抱怨，相反，邻里之间
还会出手相助，打扫道路。

红旗村的居民不多，但热情好客的村
民总能让游客流连忘返。无论是参观百年
民居、朝鲜族民俗博物馆，还是穿上民俗服
饰体验打糕、制作辣白菜，或观看象帽舞、
长鼓舞，游客们都兴致勃勃。

红旗村的收入不高，但它是中国朝鲜
族第一个通过民俗旅游发展走上富裕道路
的村庄。早在20世纪90年代，红旗村就声
名鹊起。特别是1997年，红旗村与韩国碧
蹄农业园缔结为姊妹村后，大批游览长白
山的韩国游客走进红旗村，每年来访游客
就达10余万人次，村庄收入在安图县最高。

当年红旗村在公社各项生产活动中总

是名列前茅，天天获得红旗因而得名红旗
村。而今的红旗村依然不懈探索，不断丰
富着民俗旅游的内涵。2012年，拥有民俗
文化底蕴的红旗村成功引进延边鑫博经贸
有限公司，乡村旅游产业实行“公司+农
户”的运作方式，旅游公司租用村里的停车
场、采摘园等项目。2018 年，全村接待游
客45万人次，人均纯收入达1万多元，年集
体收入达40万元左右。

勤劳的红旗村村民在不断完善基础
设施和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不断突破传
统模式，向民俗深度游推进，争当民俗游
的一面“红旗”。

由村民组成的舞蹈队在红旗村民俗演艺中心表
演朝鲜族长鼓舞。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