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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宫品画
□ 梁剑箫

春季的贵州兴义万峰林景区。

经济日报 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

百花争妍笑春风

贵州赏花游产品不断提质升级

4 月，春风吹开了五颜六色的花，多彩贵
州变成了花的海洋。踏青赏花的国内外游客纷
至沓来，观赏这里百花争妍的美景。
近日，贵州省召开了“文化旅游产业复苏大
会暨中国旅行者大会”，现场发布了 100 条贵州
旅游精品路线。
“一码游贵州”全域智慧旅游平台
将于 5 月 19 日正式上线，为游客提供轻松愉悦的
“扫码即达”贵州之旅，可满足游客在贵州全省
“吃、住、行、游、购、娱”
等方面的需求。
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主
任、新闻发言人哈思挺说：“今年清明小长假，
贵州旅游接待 786.3 万人次，5A 景区开放率已
达 100%。4 月第一周，贵州游客环比增长已达
16%，释放出‘旅游复苏强’信号。
”

多彩贵州花满院

·

从贵阳出发，无论选择哪条公路，沿途都会
欣赏到各色花海，游客不仅饱了眼福，放慢脚步
徜徉其中，更能体会到身心回归自然的乐趣。
多彩贵州的花海神韵，不止于油菜花海。
贵定“金海”“雪山”游人如织，遍地盛开的郁
金香让人迷醉；诗乡绥阳，国色天香的牡丹花
令人惊艳；铜仁石阡，万亩桃花笑春风；沿河
南庄，漫山遍野李花如雪；在平坝，50 多万株
樱花灿烂开放……花丛中，游客们或漫步笑
谈，或留影拍照，好不惬意。
贵州独山县种植了品种丰富的郁金香，除
了常见的红、黄、粉外，还有深紫色。在贵州
龙里龙架山森林公园，也能观赏到高贵典雅的
郁金香。
3 月中旬后，麻江 5 万亩蓝莓进入“赏花
季”，遍布在宣威镇、龙山乡的蓝莓花绽放，让
人向往着丰收的季节。
贵定县的音寨村，有着万亩金黄的油菜花
田和千亩盛开着雪白花朵的梨树。阳春季节
里，万亩金海、千亩白雪交相辉映，被当地人
称为“金海雪山”
。
毕节的百里杜鹃，是地球上最大的原始杜
鹃林带，那里有罕见的“同树不同花”，即同一
棵树上可以开出 7 种不同颜色的花朵。树龄千
年的杜鹃花王，花开季节繁花万朵，独树成
春，是迄今已发现的最大的杜鹃树。
近年来，刺梨花成为“网红”花。位于
“中国刺梨之乡”龙里县的十里刺梨沟，
漫山的刺梨花随风摇曳，这里的野池
刺梨基地是最佳赏花点。

花资源变“花经济”
在贵州，
随着相关产业链的不
断完善，
“花资源变花经济”
成为富
民增收产业之一。各市州打造的
“春赏花”
主题旅游产品和线路，
一年更比一年好。

以兴义万峰林风光及油菜
花、平坝樱花园、毕节百里杜鹃
国家森林公园、开阳十里画廊、
贵定金海雪山为核心的赏花游
路线，成了周边云南、广西、重
庆、四川自驾游游客的好去处。
毕节市依托百里杜鹃风景
区、韭菜坪风景区等资源优势，
推出了“花海毕节”主题旅游产
品，将少数民族风情、自然人文
景观和生态之美有机结合起
来，成为贵州西部乃至大西南
地区旅游热点线路。
安顺市将民俗体验活动融
入了赏花游，开通“追梦安顺”
号旅游专列，量身定制了“花黔
游 ”旅 游 产 品 ，向 港 澳 市 场
推广。
近年来，赤水市多个乡镇
积极推进农业与乡村旅游等产
业融合，采取“合作社+支部+
农户”模式，鼓励农民种植金钗
石斛。日前，金钗石斛陆续进
入盛花期，前来赏花、买花的游
客络绎不绝。
贵州洋太生物千优谷品牌
创始人廖丹妮表示，刺梨作为
贵州特产的代表，已经走出了
贵州。近年来，龙里县政府力
促刺梨产业从初加工走向深加
工、精加工，挖掘刺梨的健康
价值。贵州洋太以“广东贵
州”对口帮扶为抓手，高起点
打造刺梨产业链，上游抓扶
贫，中游抓生产，下游抓渠道
和品牌，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肖本归摄

贵州赤水市白云乡平滩村村民在晾晒金钗石斛花。
王长育摄

千年俄罗斯的艺术造诣，如武林神功绝艺，出神入
化，
时时震撼人心。而绘画，
最让我神魂沉醉。
俄罗斯美术主打油画。历朝各代，绘画大师层出如
云灿烂似星，
流派纷纭技法各异。有擅自然风光，
有专人
物肖像，
有表宗教主题，
有绘市井俗事。我在彼得堡生活
两个月，也去了一趟莫斯科，参观过好些博物馆，目睹稀
世真迹。至今忆起，
还觉眼前五色缤纷，
意蕴无穷。
彼得堡名画主要藏于两处：冬宫和俄罗斯博物馆。
俄博专藏俄国画家作品，冬宫广收世界各国艺术品。听
说冬宫里藏着达·芬奇的两幅真品，
我便迫不及待地前往
瞻仰。
冬宫果然不同凡响，世界各地名画分馆陈列。一道
道长廊，
一间间展厅，
可感意大利的温柔、
法兰西的浪漫、
毕加索的离奇、
马蒂斯的狂野。
我来冬宫不止一次，总能看到当代画家坐于名画前
临摹。有一位中年人，
满脸大胡子，
正临摹一幅葵花。他
那情态聚精会神，
临摹技艺惟妙惟肖，
远视如入诗境。他
和那件作品，
便也构成了一幅画外之画。
最震撼我的，
还是达·芬奇《圣母像》。画被精心放置
于金碧辉煌的画框里，与其他画作相比，其地位一目了
然。画中圣母尚为小女孩，面容单纯，有乡村少女的气
息，
怀抱中的圣婴更像她的弟弟。最耐人寻味的，
是圣母
那双眼睛，参观者都凑至跟前仔细端详瞳孔里藏匿的神
秘温柔的情愫。
画看得多了，
也有了一点感悟：
画家体内更富感性细
胞，
善于捕捉灵魂深处的细节。他们挥洒画笔时，
内心情
感汩汩流淌。绘画就是真性情的表露。我们喜欢画作的
“悟”和“活”，羡慕画家的“随意”和“浪漫”。身临其境和
旁观赏鉴，
貌似一体共生，
实则一山之隔。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品尝俄罗斯冬宫藏画之
果，
余味无穷。

无接触入园
确保“安心游”
本报记者 李治国

行驶在贵广线上的动车穿过贵州榕江县的油菜花田。
王炳真摄

产业拓展惠民生
近年来，贵州省在大力做好“春赏花”旅
游产品的同时，加大了对各种花卉综合利用与
开发力度。
以食用、药用、化妆保健品生产为主攻方
向，各旅游部门与科研院所携手，拓展产业
链，进行鲜花精深加工，成功推出了一大批产
品。
“贵州花酒，中国首家。”在 2017 年的酒
博会上，黔东南州镇远县苗家花酒最受青睐。
第 15 代技艺传承人唐东亚精心酿造的贵州花
酒，花香浓郁、色清透明，入口绵顺、回味
甘甜。
“金银花凉茶，消暑祛火佳品。”在金银花
之乡遵义绥阳，以金银花为原料制成的凉茶消
暑祛火，用金银花做成的香皂远销国内外。
在贵州，玫瑰花、牡丹花、金银花，都已

研制出精油、沐浴露、洗手液、润肤露等产品。
多彩贵州的花海，通过风景“变现”，助推
旅游持续井喷，发展红利惠民富民。
福泉市金山街道双谷村，每年通过举办梨
花节和山地自行车比赛等活动，年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在百里杜鹃景区，5 家大型宾馆酒店和 352
家农家旅馆能同时接待 6000 人住宿，仍是一房
难求。许多农家旅馆年收入达到几十万元。
贵州安顺以油菜花为媒，展示屯堡文化。
如今全市形成了油菜花海与黄果树、龙宫、屯
堡文化景区相融合的农旅一体化景区，当地百
姓享受到了旅游发展红利。
“贵州赏花游产品不断提质升级，已由单
纯的赏花，演变为休闲、度假、生态、踏青等
多种形式的旅游。全省形成了‘春赏花、夏避
暑、秋风情、冬温泉’四季皆宜的旅游格
局 。” 贵 州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副 厅 长 袁 伟 告 诉
记者。

“云游”，不仅是“疫”时之需

目前，上海有 4000 余家宾馆酒店正常营业，A 级景
区，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陆续恢复开放；本地
游市场启动，春秋、锦江、携程等旅行社推出 200 多条上
海市内游线路。经济日报记者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看
到，由于实施了限流，人并不是很多，不过儿童乐园里却
排着队，
工作人员会不时提醒大家注意间隔。
“携程通过智慧景区解决方案，
在特殊时期为景区提
供了 4 项服务，包含无接触购票、无接触入园、无接触游
览和无接触售后。”携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携程推出
的无接触购票使游客可以使用在线预订功能，避免在景
区门口扎堆购票，
而在线下，
也可以通过携程售取票机为
儿童、老人等不擅长线上购票的人群提供服务。
为了防控疫情，限制现场客流，确保游览安全，很多
景区纷纷推出在线预订、分时预约、秒速入园、随时退改
等服务。此外，疫情倒逼景区加快了景区智慧化升级的
步伐，
分时预约制有望成为未来景区的标配。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会长郭丽娟透露，协会通过深
入行业开展调研，向相关政府部门提出行业建议 40 条。
积极支持行业共渡难关，主动为 800 余家会员单位及
8000 余名导游免除会费；联合酒店、旅行社、上海都市旅
游卡、
“盒马鲜生”平台、中国联通等，推出一系列惠民套
餐产品；
联合金融保险机构，
推出
“安心游”
保险产品。
记者了解到，
上海还结合文旅行业特点，
从线上到线
下、从个体到面上、从小规模到团队、从
“云游”
到
“漫游”
，
有序有节奏地推出一批高品质文旅产品和服务。携程则
推出了“周边游复兴”计划，其中，网上预订景区门票，有
2 折到 8 折的特惠活动。
“经此一
‘疫’
，
必将加速旅游产品的迭代升级。
”
华东
师范大学教授冯学钢表示，今后文旅融合是旅游产品调
结构的有效模式，
“ 旅游+生态”
“ 旅游+健康”
“ 旅游+体
育”等新业态、新载体，必将增强旅游产品对新消费的适
应力与吸引力。

小学生为家乡
“云”
代言

本报记者 曾诗阳
“太和殿的窗棂纹样是最高等级的，称作
出“云游全球博物馆”系列，以直播形式带
三交六椀菱花窗，三根棂条相交，
交点用竹钉
领观众游览全球著名的博物馆和美术馆……
或木钉固定住……”镜头里，红墙绿柳，春意
从 语 音 、 图 文 到 VR， 再 到 直 播 ——
盎然，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正介绍着紫禁 “云游”的表现形式不断升级，给公众带来
城鲜为人知的建筑细节及其背后的故事。
全新的视听体验，赢得了好评。以故宫博物
这是故宫博物院在今年清明节期间推出
院直播为例，网友纷纷留言：“太赞了，看
的“安静的故宫，春日的美好”直播活动，
到了许多曾被忽略的美景”“原来还有这么
两天三场，受到网友热捧，以新华网客户端
多故事，长知识了！”也有网友表示：
“等疫
直播间为例，共有 3492 万人次观看，收到
情过去，一定要再去一次！”
留言近 6 万条，
“云游”的魅力可见一斑。
“其实好几年前就有‘云游’这一概念
此前，为了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包
了，但直到今年才受到热捧。”中国旅游研
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多个景点已暂停开放两
究院景区研究专家战冬梅指出，一方面，长
月有余。不少景点开启“云游”模式，创新
时间“宅”在家里的公众积攒了较强的出游
文旅产品，满足公众“疫”时需求。敦煌研
意愿，却无法成行，“云游”把握住了市场
究院和腾讯联合推出微信小程序“云游敦
需求；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快
煌”，用户动动手指便可以 360 度探索全景
速发展，为景点开展云服务提供了较为成熟
数字洞窟；马蜂窝旅游与快手短视频联合推
的技术支持，推动“云游”从概念走向

现实。
“带货”之效。2 月 23 日，中国国家博物
不过，也有意见指出，“云游”的虚拟
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三星堆博
体验无法替代线下旅游的真实感受，“云
物馆等国内八大博物馆集体上线淘宝直播，
游”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结束而“离
通过“实景直播+主播讲解+科普讲座+现
场”。对此，战冬梅认为，两者或以互补的
场卖货”的形式，在线开馆迎客，为博物馆
形式存在。
文创产品提供了新的营销渠道。
“‘云游’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例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景点加入“云游”行
如节省时间和经济成本，突破天气、交通、
列。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高政表
客流量等传统旅游形式的局限，游客足不出
示，下一步，文旅部将“狠抓线上”，加快发展
户就能拥有‘诗和远方’。”战冬梅表示，
数字文旅产业，推动文化旅游与数字经济深
“云游”不仅是“疫”时之需，疫情之后，
度融合，
创造多样化产品，
改善供给结构。
人们在线下出行前，可以通过“云游”的方
“要保持‘云游’热度，就不能盲目跟
式提前了解目的地，做足攻略，以获得更好
风、止步于‘云’的形式。无论线上还是线
的游览体验。
下，最重要的是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保持异
从市场角度来看，直播等“云游”方式
质化、细分化、创新性，适应用户的多元需
有助于景点“揽客”、提升知名度，加快旅
求，不断延长、扩展产业链，实现旅游业的
游业“疫”后复苏进度，除此之外，还有
高质量发展。
”战冬梅建议。

为更好地传承家乡文化，江苏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
开展了“最美人间四月天，我为家乡云代言”活动，孩子们
通过介绍蚕茧知识、创作手绘作品等形式，为有着“茧丝
绸之乡”
美誉的家乡代言。
翟慧勇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