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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旅行

不能说走就走
□ 心 月

蔚 蓝 的
大海、彩色的南门
湾渔村、创意十足的涂
鸦墙、蜿蜒的苏峰山环岛路
……这油画般的美景位于福建
省东山县。东山县地处福建南部漳
州市，是全国第六、福建第二大海岛县，总面积
248.9平方公里，拥有66个离岛和10多个月牙
形海湾，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近年来，东山县按照“一岛一景区”的规划，
坚持旅游、文化、影视、体育融合发展，深度挖掘
东山各镇、村旅游资源，提升东山生态景观，建设

“全域生态旅游海岛”。同时，东山县还鼓励当地
群众开办农家乐和民宿，让越来越多的东山人吃
上“旅游饭”，过上好日子。

海上荒岛的蝶变

盛夏的东山岛生机盎然，郁郁葱葱的木麻黄
树高大挺拔，广阔无垠的海面蔚蓝清澈。很难想
象，7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黄沙漫天、寸草不生
的荒凉海岛。

荒岛变绿洲的背后，是时任东山县县委书记
谷文昌带领东山人民克服重重困难的不懈努
力。1950年，谷文昌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县，先后
担任城关区区委书记和县工委组织部长、县长、
县委书记等职务。当时的东山县一年有一半的
时间刮6级大风，全岛森林覆盖率仅为0.12%，当
地人民年复一年地过着“春搬沙，夏种地，秋抢
收，冬又埋”的穷苦生活。

1954年开始，谷文昌带领东山县干部群众
在风口地带筑堤拦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前前
后后试种了十几种树，无一成功。当得知广东电
白种植木麻黄成功后，他立即组织试种、推广。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谷文昌带领全县人民植
树造林 82000 亩，全岛 421座山头披上绿装，
34000多亩木麻黄防护林在38公里长的海岸线
上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

东山人世世代代难以企及的梦想在谷文昌
的带领下终于实现。现在的东山岛生机盎然，全
县森林覆盖率提升至36.7%，一跃成为国家级生
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荣膺国家生态县、中国优
秀旅游县、最美特色旅游小城等荣誉称号。

在这座海岛上，一代又一代的东山人大力弘
扬谷文昌精神，沿着前辈的步伐继续建设美丽东
山。近年来，东山县坚持“一岛一景区”发展理
念，编制《东山县全域旅游规划》《游艇产业规划》
《智慧旅游规划》等规划，与城乡总规、美丽东山

等6项战略规划衔接；依托风动石、东门屿景区、
铜陵古镇等资源联动发展，打造以海岛风情观
光、朝圣、历史文化体验为核心的东山老城文化
休闲区；依托马銮湾、金銮湾等7个首尾相连的
月牙形海湾，健全海上业态，构建滨海休闲旅游
带；建成苏峰山环岛公路，开通华毅游艇海上串
岛游线路，打造海陆相结合的最美生态海岛旅游
景观廊道，构建形成“一核、一带、一廊”全域联动
的旅游空间布局。

如今，碧水、金沙、绿林和古村落的结合，让
东山成为了旅游胜地，带动了当地文旅产业的快
速发展。2019年，全县接待游客721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74.92亿元。

擘画海岛影视梦

作为全国十大美丽海岛之首，东山县以其独
特的天然海景和谷文昌红色文化资源，吸引了不
少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拍摄。至今已有《谷文昌》
《左耳》，央视《记住乡愁》、湖南卫视《我们来了》
等60多部影视作品或栏目组到东山取景拍摄。
随着东山文旅产业的加速发展，这座“天然影棚”
焕发出了全新的活力。

7月27日，“海峡两岸（福建漳州）融晴文化
艺术展”在东山开幕，同日，福建省广播电视局授
牌东山岛“闽台影视创作中心”；纪录电影《县委
书记谷文昌》在东山开机；院线电影《海峡情缘》
剧组到东山多地取景拍摄……越来越多的影视
项目落地东山，让创作的灵感和激情在这座海岛
上开花结果。

今年初，东山县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体育
旅游产业发展的扶持措施》，设立专项基金5000
万元，用于扶持包括文化影视产业在内的文化、
旅游、体育产业发展。

“剧组在东山县的安保、场地协调等工作都
是我们调动各个部门一起完成的。”东山县委宣
传部副部长曾国清说，东山县将不断健全和完善
影视行业的扶持政策，对接好、服务好影视剧组
来东山取景拍摄的相关工作，做大做强文旅影视
产业。

一部部热播的影视作品也让东山成为热门
的“网红”打卡地，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都来一睹

东山美景。“影视+旅游”模式为东山带来了巨大
的客流量，让东山扩大知名度的同时，增加了当
地百姓的收入，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旅游+”产业链延伸

炎热的午后，东山县陈城镇岐下村的内海在
阳光下闪着银光。45岁的村民陈长文驾着小
船，载着游客从星罗棋布的渔排中穿梭而过，前
往位于岐下村内海与外海交汇处的“鱼骨沙洲”。

“沙洲像一只大金鱼，太漂亮了。”9岁的游
客沈墨卿说，她是和爸爸、奶奶、妹妹一起从浙江
杭州来东山游玩的。孩子的爸爸沈景凯告诉记
者，东山的环境很好，白细柔软的沙滩和清澈见
底的海水，非常适合大人和孩子游玩。

为了规范管理，做好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工
作，2018年，岐下村注册成立村办公司——漳州
市岐海旅游管理有限公司，进一步规范沙洲旅游
管理，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有的渔民成为专
职接驳员，年收入达到10多万元，他们有的和陈
长文一样，只在闲暇时摆渡载客，赚些外快。“一
天跑一趟，一个月下来也能有3000元左右的收
入。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能改善生活，缓解经济
压力。”陈长文说。

村办公司的成立让越来越多的岐下村村民日
子越来越好。62岁的村民陈炎松是漳州市岐海
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他说：“去年一年
的客流量差不多有8万人，营业额有410万元。
我们重新修建了村前道路、修缮改造了宗祠。”

岐下村的新变化只是东山县探索“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之路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东山县
以“旅游＋产业”为路径，发展文创旅游、体育旅
游等多种“旅游＋”模式，助推文旅产业发展。

铜陵镇南门湾渔人码头外，蔚蓝的海面上总
是帆影绰绰，来来往往的游艇、帆船络绎不绝，偶
尔还有摩托艇呼啸而过。随着旅游市场的消费
升级，这种体验式海上运动项目越来越受到游客
青睐，运营该项目的东山县华毅游艇旅游有限公
司还在不断开发新项目，开拓新市场。

“5月1日，东山登岛串岛游项目正式启动，
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游客的热烈欢迎。”该公司总
经理陈志毅介绍，东山登岛串岛游项目是由东山
城投集团与东山华毅游艇合作，开发东山周边无
居民海岛与海上运动休闲产业相结合的新兴旅
游项目。项目一期投资约2亿元，计划将澳雅头
码头（渔港）升级改造为拥有50个泊位的公共游
艇码头，并以此为运营基地，辐射周边各岛屿。

优越的旅游资源，优惠的创业政策，为东山
旅游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铜陵镇、岐下
村、下西坑村等镇村逐渐形成了以旅游民宿、观
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旅游+产业”发展格局，切
实增加了百姓的收入。

近日，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宁校区和江苏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的两名女大学生在可可西里和云南勐海县
相继遭遇不测，一时间，人们纷纷为年轻生命的意外离去
叹息不已。两名女大学生都是踏上独自旅行之路后遭遇
了生命的劫难。独立旅行，还可以说走就走吗？

正值暑期，无数家庭正被这个问题困扰。孩子们被
疫情困在家中很久了，憋足了劲头去体验旅行的快乐，而
且大一些的孩子并不愿家长跟随，他们或结伴而行，或独
自出行，作为家长，同意还是不同意？儿行千里母担忧，
安全当然是最为挂心的。如果不同意，伤了亲情不说，最
担心的是孩子不辞而别，匆匆踏上旅程。这样的困扰，在
两名女大学生遭遇不测之后，更让父母焦虑。

一味阻挡孩子们的脚步肯定是不对的。冒险精神不
仅驱动着人类生存和进化，也是每个人成长的必修课。
没有航海探险，就没有新大陆的发现；没有陆地探险，就
没有国家的开疆拓土。旅行和探险不仅改变历史进程，
也塑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乘
风破浪，越来越成为青年人的向往。一个行走天涯的背
包客，不只是勇敢，他还是开放的——他会尊重不同的文
化，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

旅行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一方面，旅游
业对GDP的综合贡献率已达10万亿元。随着收入的增
加、家庭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把旅游作为生
活必需品。另一方面，当收入不再成为旅行的羁绊、带薪
休假越来越多，个性化的旅游方式逐渐成为潮流。树立
正确的出行观念、选择安全的出行方式、培养文明的旅行
素质、打造完善的旅游环境，就变得非常现实和迫切。

独立旅行，不能说走就走。当下，旅游业正在复苏，
人们的出行意愿迫切。但外出游玩不仅要考虑常规的风
险因素，更需要重视疫情防控。对于独立旅行的背包客，
一定要充分做好各项安全预案。每个旅行的人特别是那
些独行侠，从出发的那一刻起，就要告诫自己：珍惜生命、
顾念家人。这样，旅游才有真正的意义。

连日来，河北省石家庄市演艺集团“走基层惠民演出
活动”在德明古镇、正定古城等旅游景点陆续上演，石家
庄市京剧团、河北梆子剧团、评剧院一团等艺术院团的演
职人员把一场场精彩的演出送到游客与群众身边。

德明古镇坐落在石家庄市鹿泉区问情谷，景区桥楼
亭榭设计精巧、典雅大气。石家庄市演艺集团“走基层惠
民演出”日前在此拉开序幕。演出精彩纷呈：京剧、评剧、
河北梆子、丝弦……夜色中，古镇大元戏楼上的丝竹声声
伴着潺潺流水更显婉转、动听。

在古城正定，一连8场演出在阳和楼大舞台、荣国府
景区大观楼、河北正定园博园景区上演。家乡戏丝弦备
受欢迎、河北梆子选段脍炙人口、京剧余音绕梁，而石家
庄市的几位梅花奖演员的相继亮相更让观众深感惊喜。
前来观看的市民张阿姨说：“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专业院
团的表演，太幸福了！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近日，石家庄市丝弦剧团来到了行唐县的牛王寨景
区。当天演出两场，演员们带来的丝弦《小二姐做梦》《金
殿铡子》等选段极富特色，二胡独奏《赛马》激情昂扬，台
下掌声不断。

“专业院团的惠民演出为景区聚人气、汇客流，也提
效益。”牛王寨景区负责人董军说，以往工作日没有这么
多游客，剧团的到来让景区当天的客流量提升了20%，
连带着景区内的特色产品都卖得很好。

和董军一样开心的还有剧团的专业演员们。“时隔半
年多，第一次面对观众，我很激动。”石家庄市丝弦剧团国
家一级演员、白玉兰奖得主张宝英说。

据介绍，惠民演出进景区，让游客尽享文旅融合“大
餐”，成为此次下基层惠民演出的新特色。“接下来我们还
将组织各院团走入市内各景区，演出已经排到了10月
份。”石家庄市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杨国起说，戏剧院团走
进景区，以文化促旅游、促发展，以旅游带动文化，可以探
索一条文旅深度融合的新路子。

主会场首次扩容到2.6万平方米，150
个实体分会场分布全国，展销10余万种精
选图书，举办700多场线下活动，15个网
络平台构建而成“上海书展线上朋友
圈”……2020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
海周日前落下帷幕。书展，让上海这座城市
的书香韵味更浓了。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新闻出
版局局长徐炯说，2020上海书展有两个“关
键词”：安全、出彩，“举办书展，既要确保疫情
防控有力有效、活动举办安全有序，也要引领
阅读文化风尚，带动产业经营复苏”。

今年的上海书展有诸多值得称道的细
节。第一次实名预约、第一次增加1小时消
毒的“中场休息”、智能人体安检系统“无
接触安检”……这些“第一”给读者全方位
呵护。

此外，志愿者热情周到的引导、咨询、提
示等服务得到读者肯定，被亲切地称为“小甜
橙”；母婴室和快递、寄存等便民服务，也受到

了读者欢迎。
“阅读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上海书展力争以丰富
多元的形式和内容、安全舒心的现场环境，确
保疫情防控和文化服务两手抓、两手硬，为市
民重建阅读生活提供助力。”徐炯说。

闭幕前夕，上海书展交出了一张靓丽的
“成绩单”：上海书展主会场入场读者数量仅
为去年的1/3，人均消费却同比增长23%。

“特殊时期，书展主会场呈现的图书品种及
活动数量均有所压缩，但读者的体验感却在
提升。”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为
松说。

据统计，截至8月17日，书展相关页面
浏览总量达1.14亿次，线上活动观看量突破
610万次……2020上海书展线下限流、线上
触及的读者规模迅猛增长。

本届书展线上内容大大丰富，功能大大
提升。这是防疫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书展
迈出更大转型步伐的契机。

世纪出版集团首次在书展现场设立“世
纪出版直播间”，利用旗下内容资源每天推出
线上直播。上海书展主办方还与各个出版集
团联手推出了“云首发”模式，举办“云首发”
活动150场。

书展上的“静安·理想书房”让读者眼前
一亮，5G赋能打造阅读新引擎，“未来书房”
与“传统书房”相得益彰，为读者带来非同寻
常的阅读体验。在AR区域，书不再只是文
字的载体,通过视频、AR等媒体呈现形式,
真正实现“跃然纸上”。

徐炯说，今年书展设立的未来阅读馆会
集中展示数字阅读的渠道平台、内容产品、IP
运作等新技术、新模式，希望未来阅读馆能够
成为上海书展的一个常设馆。

今年上海书展的“朋友圈”格外大。澎湃
新闻、看看新闻、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等众
多新媒体和网络文化平台，共同组成了“线上
朋友圈”，深度整合线上线下阅读资源，实现
线下活动线上直播，还同步举办了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的线上阅读活动。
让线上线下结合，只是上海书展转型

“出圈”的一部分。记者注意到，上海书展
正尝试多维度宽领域的探索。比如上海书
展通过对一系列创新项目的挖掘和培育，
推动上海书展、上海出版走出行业圈子，
同时吸引圈外新力量走进来。“未来阅读
馆”“作家餐桌计划”成为书展“出圈”的
标志性案例；知名实体书店结集的实景版
书香街区，展现了跨界发展的新尝试、新成
果；上海书展“进商圈”“进社区”，开始尝
试推动书店与其他商店从“相邻”走向“相
融”，从“书店+”“阅读+”走向“+书
店”“+阅读”。

“书”要精挑细选，“展”要多姿多彩。阅
读推广要“破圈”，走出阅读爱好者的小圈子，
触及并惠及更多人群。“上海书展也要走出
去，更好地探索融合。凡是有利于出版业生
存发展、有利于阅读推广的做法都可以，也应
该积极尝试。”徐炯说。

景区粉墨连轴转

古镇丝竹声声曼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石梓鲜

2020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落下帷幕——

沪 上 书 香 雅 趣 多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图为晨光中的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庐陵文化生态
园。公园绿化率达90%，有3.3公顷的湿地景观，是名副
其实的城市“绿肺”，成了市民健身游玩、消暑休闲的好
去处。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城市“绿肺”惹人醉

②②①①
图① 东山县美丽的海湾。 黄志雄摄
图② 东山渔民在晾晒鱿鱼。陈炎晖摄

（中经视觉）

拉山网是东山岛传统的捕鱼方式。图为渔民
抬着渔网出海。 周紫林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