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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行巍巍太行，，那山那水那古村那山那水那古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宋美倩

景区讲故事

不妨多点创意
□ 牛 瑾

京西美酒正飘香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来西藏芒康来西藏芒康““泡个汤泡个汤””
本报记者 代 玲

家长与孩子们一起在北京房山参加莱恩堡酒庄榨季
活动。 本报记者 杨学聪摄

本版编辑 刘 蓉

在群山环绕、松柏茂密的太行山东麓白
云川深处，依山而建的河北武安市活水乡宅
清沟村，就静静地“躺”在这里。

“走出大山，曾经是村里年轻人共同想
法，没想到现在家乡的山变成了人人向往的
世外桃源。”65岁的张茹先是邯郸中心医院
的一名退休职工，在她的印象中，老家宅清沟
村只有低矮的石屋，狭窄的道路和随处堆放
的垃圾。

近几年，这座有500年历史的古老村落
重新焕发生机。“路修好了，村里有花有草，有
山有水。”张茹先说：“来武安旅游的同事都夸
我们村子美，以后我也会常回家看看！”

想回来看看的不仅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游
子。太行山里，山有山的故事，水有水的韵
味，村有村的传说，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
而来。

昔日矿区变身大景区

“武安之太行，不同于别处之太行：武安
的太行，自有一种中原龙脊的雄壮，又有一种
百转千回的灵秀，更有一种回味悠长的韵味
……”前不久，在首届太行民宿产业发展会议
上，武安市市长强延峰的推介词，让人们想象
不到，武安曾是一座工业之城、钢铁之城。

作为河北省基础原材料和传统重工业基
地，过去的武安，曾有煤、铁、石灰岩矿上千
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矿渣无序排放，道路
尘土飞扬……粗放式发展的弊端暴露无遗。

为改变粗放式的发展格局，近年来，武安
市在压减产能、推进传统产业升级的同时，把
文旅、康养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持续
发力，将西部500平方公里的山水景区划定
为“文旅康养度假区”，让曾经的“矿产资源型
城市”向“文旅融合资源型城市”转变。

同样的山水资源，在武安有了不同的利
用方式。为发展全域旅游，武安市打破景区
界限和行政区划，组建一体化经营大景区模
式。投资62亿元，新建旅游大道、平安大道、
白云大道、盘龙大道、武当大道5条景区专用
道路130公里，改修建域内旅游公路330公
里，将所有景区连在一起，彻底解决了“车堵
人烦”的问题，一路走来尽是景色，举目望去
满是风光。

同时，武安市关闭固体矿山56家、治理
矿山迹地127处，总面积达16.5平方公里，打
造了著名的九龙山矿山生态修复公园，成为
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了矿山变青山、
矿区变景区。此外，武安市引导本地4家钢
企入股，控股4家A级景区，培育出太行山抗
战大型实景演出、田鑫小镇、楼上戏曲小镇、
白王庄小镇、王坡民宿等一批新业态，使旅游

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19年，武安市各项旅游数据实现“井

喷式”增长，共接待游客2500余万人次，其中
过夜游客1340万人次，综合收入290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81.5%、92.7%、90.2%。

山乡美景铺就致富路

巍巍太行，山、水、林交相辉映，雄、奇、险
集于一身。然而，受自然条件制约，贫困人口
也集聚于山区。如何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
山？近年来在河北太行山区兴起的乡村旅游
成为破题之举。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耕地特别少，
吃水靠肩挑；地上没企业，地下没资源。”在山
里长大的河北京娘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增书，至今还记得这句顺口溜。上世纪
80年代，李增书家附近的王坡村是一个只有
20余户人家的自然村，因为道路和吃水等原
因，逐渐被村民“遗弃”，古民居也随之荒废。

去年，武安市提出打造全域旅游新业态，
李增书看到了这片古民居的潜力，将王坡村
的房子和坡地全部流转下来。如今，在太行
怀抱中、绿树掩映处，经过精心改造的一座座
古民居重启大门，迎接各地游客，王坡村成了
民宿专业村。

“王坡村有150口人，我们每年给每人租
金3000块钱，每户年收入平均达到2万块
钱，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李增书说，“到了旅
游旺季，这里每间房每晚收费1000元，还需
要提前一周预订。”

据了解，王坡民宿村已接待游客1万多
人次，村民成了保洁员、酒店保安、停车场收
费员等，解决了上百人的就业问题，间接带动
周边乡村增收1000余万元。

武安市文广旅局局长刘东方说，2019
年，武安市各景区周边有2.8万多人通过到
景区上班、开设餐馆或农家乐、销售农产品等
途径，实现了就近就业。据了解，武安市乡村
旅游和民宿产业直接提供就业岗位3000多
个，间接带动就业3万余人，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30多亿元。

文旅融合唤醒古村落

在武安市活水乡楼上村村口，有一句颇
具诗意的话：“不论您在哪里，我们都在楼上
等你。”

楼上村有什么？这个建于明朝末年的古
村，有360户1100余人，东望京娘湖，西
临七步沟，南接平涉线，北靠东太行。不仅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建筑风格也独树一帜，

民居以太行山石英砂岩建造成红色石墙石顶
的四合院。同时，楼上村还是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武安平调落子的主要传承
地之一，村里有一个几十年没有间断的武安
平调落子剧团，至今仍活跃在十里八乡。

楼上村村民王芹如是个戏曲爱好者，她
开的“楼上拽面”馆也受益于旅游，生意越来
越好。“每天都能卖上几十碗，收入二三百
元。”59岁的王芹如说，“没想到做碗面也能
挣钱，每天忙忙碌碌，我的心态像19岁。”

近几年，依托村内戏
曲和村外旅游资源，武安
市投资 1000 多万元，以

“山居戏乡”为主题，采取
“旅游＋文化”模式，打造
了集游、购、娱于一体的
精品戏曲小镇，楼上村
走上了一条“特色”致
富路。

记者了解到，武安
有 9 个中国传统古村
落、2个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2个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仅活水乡就
有 114 个山乡自然
村。随着文旅产业的
深度融合，这些村落
如同一个个太行山
里的“睡美人”，正在
被陆续唤醒。

“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是一个地方
魅力和竞争力的体现，更是潜力和希望所
在。”武安市委书记赵洪山说，武安市创新旅
游模式，活化旅游资源，延长业态链，优化供
给端，让多种沉浸式、体验式新业态覆盖到不
同年龄段的游客，就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游
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昌都市芒康县是从四川经318国道进入
西藏的第一站。西曲河自四川巴塘县跨过金
沙江，进入海通沟10余公里的地方，圣天温
泉酒店的招牌远远可见。

芒康县依托温泉资源，规划了温泉酒店
项目。“针对不同游客群体，我们推出了不一
样的价格。可以同时接待骑游、自驾游的游
客。”负责运营圣天温泉的西藏蓝珀酒店有限
公司总经理邵正红介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
了更好更快地在游客群体中赢得口碑。今年
七八月，圣天温泉酒店的入住率大幅提升。

今年，西藏各级旅游部门大力开展了“西
藏人游西藏”活动，来泡温泉的本地游客也非
常多。在平衡本地游客和外地游客之间，圣
天温泉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

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温泉对当地
游客开放。下午4点以后只接待住店客人，

保证了温泉的品质和不同客人的需求。
“以前没想到西藏还有这么多、这么好的

温泉。骑游的朋友向我推荐了这家温泉酒
店，入住后的确很满意。”从成都出发的骑行
游客王涛说。

芒康县地处横断山区西北部的金沙江、
澜沧江流域。境内温泉资源尤为丰富。除了
海通沟的温泉酒店，芒康县还充分利用温泉
资源打造了曲孜卡特色小镇。

以温泉为中心，曲孜卡的建筑沿澜沧江
带状分布。开业比较早的格拉丹东温泉酒
店、康盛温泉酒店以及近几年才开业的5号
温泉酒店、重庆圣泉温泉酒店、云曲庄园酒店
等，可提供近千张床位，满足不同人群的康
养、旅游需求。

曲孜卡乡党委书记韩永刚介绍，在特色
小城镇建设之前，曲孜卡仅有2家大型酒

店。现在高档舒适的大型酒店已有7家。
在交通等基础设施极大改善后，四川人

张科看中了曲孜卡发展潜力，投资近4亿元
建设了曲孜卡庄园项目。

曲孜卡有100多年种植葡萄的历史，澜
沧江干热河谷的气候让曲孜卡的葡萄酿出来
的葡萄酒品质可以媲美法国波尔多和美国纳
帕。张科的曲孜卡庄园项目包括了云曲庄园
酒店、高端葡萄酒酿造和酒庄建设。

云曲庄园酒店是目前曲孜卡最好的温泉
酒店。大大小小的室内外泡池，在温泉水中
加上当地特色的浴盐、藏药等，开业后就吸引
了不少游客。

从云曲庄园酒店沿着澜沧江边顺流而下
几公里便是国家4A级景区千年古盐田。这
里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千年制盐技艺。
近年来，随着政府投入力度加大，景区各项配

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景区美誉度、知名度不
断提升。政府顺势而为，积极整合曲孜卡境
内的景点和其周边特色风景区，打造了千年
古盐田—扎古西峡谷吐蕃石刻群—西藏唯一
的天主教堂—国家级滇金丝猴自然保护区—
达美拥雪山—澜沧江W大峡谷—亿年地热
曲孜卡温泉—澜沧江漂流景点旅游环线。
2019年接待游客达26.44万人次，同比增长
38%，旅游收入3644万元，同比增长39%。

观千年盐田风光、泡曲孜卡温泉、品葡萄
美酒，已成为很多游客来此的必选项目。

作为国道318线和214线进藏旅游的门
户，芒康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温泉旅游为
特色，避开县城所在地高海拔的劣势，在海拔
适中的海通沟和曲孜卡打造不同类型的温泉
酒店和特色旅游小镇。发展温泉旅游，不仅
留住了客人，也助推了全县旅游业发展。

今年“双节”黄金周，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
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665.6亿元。在此期间，你是去网
红地打卡，实现自己的“愿望清单”，还是到老牌景区游
览，与厚重的历史打个照面？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网红
打卡地和老牌景区都在努力以高品质呈现新玩法、新体
验；无论你的选择是什么，参与了这个“4665.6亿元”大项
目的人都是我国旅游业复苏的见证者。

网红打卡地每一次的出其不意，其实都有迹可循。
从重庆的洪崖洞到西安的大唐芙蓉园，再到今年的江苏
高速服务区，每一个引爆全网的旅游“网红地”，几乎都迅
速实现了从线上的流量暴增到线下的游客集聚，收获众
多艳羡。当真正站在游客的角度，满足游客的需求去提
供产品时，走红只是时间问题。

老牌景区长时间火得一塌糊涂，也并非毫无缘由。
它们都是地方旅游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只是，当越来
越多的景区“触网”、走上开发文创产品之路后，某些仅靠
历史悠久、内涵深邃推行“吃老本”式营销的景区，也就与
广大年轻游客渐行渐远。

事实上，不管老景点还是新网红，景区都是集体记忆
的物质载体，游客出发奔赴目的地的那一刻将“旅行的意
义”装进了口袋。不管老景点还是新网红，都还有空间等
待挖掘、潜能等待释放。老有老的好，新有新的妙，两者
可以互相借鉴，以恰当的“姿势”讲好各自的故事。

“有意义”的地方更得“有意思”，老牌景区讲故事不
妨多点创意“姿势”。研究游客的需求，创新文化的表达
方式，是景点走红的路径，也是老牌景区再次成为“网红”
的途径。在抖音平台上，一条西海大峡谷“网红”小火车
的短视频，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云蒸雾绕的黄山，引得众
多游客前来打卡。事实证明，故事是核心竞争力，讲故事
的“姿势”也是核心竞争力。

“有意思”的同时还应“有意义”，网红景点可以借助
深邃“姿势”把故事讲出来。其实，风头正劲的“网红”们
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包装过度、人文底蕴不足
等。从这个角度看，网红景点赢得一时的青睐可以凭运
气，深得信赖还得有两把刷子才行。所谓深邃“姿势”，就
是要提升服务能力，把控好游览品质，培养出老牌景区擅
长的文化底蕴与文化魅力。

世界那么大，“远方”那么多。当更多的网红地应运
而生，更多的老景点守正创新，我们定会收获更多的惊
喜。让我们把“旅行的意义”装进口袋，一起去看看。

金秋时节，地处北京西边的房山酒庄葡萄园迎来了
收获的季节，一串串饱满的紫色葡萄压低了藤蔓。

经过10年培育，这里的葡萄园已成为集葡萄种植、
葡萄酒生产、酒庄文化旅游于一体的酒庄葡萄酒产业。
这张散发着醇厚果香的“紫色名片”，吸引着人们来品酒、
采风、骑行，更召唤着葡萄酒爱好者来一场味蕾之旅。

多年来，房山利用荒滩、荒坡建设酒庄19家，占地面
积15000余亩，修复了荒山、荒坡、荒滩，改善了周边环
境和配套设施，全区2000余名农民在产业发展中实现了
再就业，形成了以青龙湖镇为核心的北部生态休闲区和
以张坊镇为核心的南部文化旅游区。2010年，房山区将
葡萄酒产业定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产业之一。

“房山产区与著名的葡萄酒产地法国波尔多处于同
一纬度，昼夜温差大、阳光照射充足，土壤有机质、矿物质
含量丰富。”房山酒庄葡萄酒在业内早已声名鹊起。房山
区红酒办主任杨文淑介绍，“我们每家酒庄都拥有自主的
葡萄种植园、生产灌装线、酒窖等设施，我们的酒品已经
在国内外各种大赛中斩获了150多个奖项。”

与长城、龙徽等葡萄酒厂不同，这里以红酒+旅游的
模式发展。波龙堡、莱恩堡、丹世红、龙熙堡……经过多
年发展，这里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酒庄品牌，部分酒庄已
初步具备旅游接待能力。

“我们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城关雾岚国际葡萄酒小镇
建设。”房山区副区长王永年表示，来房山旅游可以畅游
酒庄，体验多元的葡萄酒文化。未来，房山还将以酒庄文
旅融合为产业发展方向，全力打造精品酒庄旅游路线，让
酒庄葡萄酒产业成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高端业态。

“我们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尽享慢生活的新选择。”房
山酒庄葡萄酒协会会长张士英说。

杨文淑表示，房山还将不断发展壮大葡萄酒产业、加
快酒庄建设，打造国际一流的酒庄葡萄酒产区。

河北武安市为破解旅游交通瓶颈，新建的白云大道。 李树锋摄（中经视觉）

河北武安市王坡民宿村。 李树锋摄（中经视觉）

上图为河北武安市境内的东太行风景。

李树锋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