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1日 星期日5
ECONOMIC DAILY

文 旅

秋天是陕北高原最美的季节，深度整治后
毛乌素沙地中,经过精心培育的苹果林长满了
小红灯笼般的果实。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的“回乡之路”单
元，取材于陕西榆林人治理毛乌素沙地的真实
故事。

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这里曾
经遍布接天连日的黄沙。1959年开始，大规模
的生态治理在这里展开。“回乡之路”展现的正
是榆林人民60多年艰苦治沙岁月中涌现的李
守林、石光银、牛玉琴、张应龙、女子治沙连等一
批全国治沙英雄的故事。

影片中，卖沙地苹果的乔树林原型是张炳

贵老人。2003年，已经退休的张炳贵承包了
300亩低产林场。2009年，张炳贵培育出了耐
寒耐旱的苹果树，成活率高达95%以上。2018
年，张炳贵成功培育出了优质的沙地苹果品种，
年产量7万余斤，产值达到20余万元。同年，

“芦河沙地苹果”成为全国第一个沙地苹果注册
商标。张炳贵无条件与乡亲们分享果树种植与
果苗管理技术，帮助乡亲脱贫。

电影里乔树林返乡治沙的故事则来自全国
劳模、治沙人张应龙的亲身经历。2003年，时
任北京某外资企业高管的张应龙，辞职回到榆
林神木治沙。17年里，他不断引进新品种、新技
术，完成人工造林40万亩，将植被覆盖率从3%

提高到65%。如今，除了生态林，
张应龙还在努力打造高产值经济
林，通过林下放牧、种植食用菌，让
绿色发展的道路更加宽阔。

“回乡之路”里热闹的乡村和宽
敞的学校，让时隔多年后回到家乡
的闫飞燕非常吃惊。这些场景的取
景地，就是榆林市佳县赤牛坬村和坑
镇中学。“赤牛坬村以前是一个封闭
落后的村子。如今，通过发展陕北民
俗体验游，赤牛坬村已成国家AAA
级景区。去年，赤牛坬村接待游客30
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2万元。
其中旅游收入8200元。”据了解，今年
电影上映后，仅国庆期间慕名而来的游
客就有6万多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00多万元。

“回乡之路”的结尾处，曾在沙海中
砥砺前行的英雄们出现在观众席中。“英
雄并非天生天长，而是出自于平凡工作中
的不懈奋斗。”观众们这样说。

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由徐峥执导的
“最后一课”单元，就在景色秀美的浙江淳安县
千岛湖取景拍摄。电影火了，影片中美丽的湖
光山色、古朴的乡村，也成为网红打卡地，吸引
了众多游客。据统计，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淳安
共接待游客125.35万人次，实现旅游经济收入
14.79亿元。

10月的千岛湖，烟波浩渺。小船前行惊起
了湖边的水鸟，手握长篙的老人笑语爽朗。“心
情可好了，天天看风景，还把钱赚了……”在千
岛湖畔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何光喜说。

对于淳安人来说，千岛湖山水是最大的资
源，也是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对
于千岛湖而言，保护就是开发，是一种更科
学、更可持续的开发。”淳安县副县长余红
英说。

“太美了，没想到湖水这么清澈透明。”趁着
周末从南京到淳安游玩的张先强说。

一湖清水，让千岛湖声名鹊起。如今的千
岛湖，生态旅游蓬勃发展，水清岸绿、鸟鸣鱼跃
凝成“金字招牌”，湖区群众日子越来越红火。
去年，淳安接待国内外游客1884.5万人次，实现

旅游经济总收入231.93亿元。
金秋时节，千岛湖畔的淳安枫树岭镇下姜

村层林尽染、云海翻涌。作为取景拍摄地之一
的下姜村，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游览。

下姜的“爆红”，更离不开淳安矢志不渝推
行的全域旅游战略。“将千岛湖整个区域作为功
能完整的旅游目的地来建设，实现湖内外一体
化。”余红英介绍，淳安依托千岛湖区域山、湖、
林、田等独特自然资源优势，纵深推进全县景区
化建设，取得了良好效果。

凤林港溪曾是下姜村一条黑臭河。多年
来，村里把保护绿水青山作为头等大事，凤林港
溪水质越来越好，现在更是变成了Ⅰ类水。

48岁的姜红荣就在这条溪上做文章。这位

在杭州做服装生意的能人回村投资500万元，
在溪道两岸修起咖啡栈道、舞狮台阶等一系列
水上游乐配套设施，做起娱乐和夜游项目。水
上实景舞台剧《遇见下姜》首次试演，便吸引了
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众多游客，凤林港溪两岸
很是热闹。

观光、采摘、民宿……“更多年轻人回村创
业，更多游客来到下姜、爱上下姜。”姜红荣说。
据统计，国庆假期，下姜村共接待游客6.2万人
次，旅游收入500余万元。

在淳安，以下姜村、姜家镇、石林镇等为代
表的乡村旅游各具特色、遍布全域，成为湖区
游、城市游的重要补充，助力形成百花齐放的旅
游发展新格局。

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县城驱车向东，
沿着蜿蜒盘旋的乡村公路，在高山密林间穿行1
个多小时后，记者来到了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中的“阿福村”——都江镇月亮村盖赖苗寨。

到苗寨观光的游客还不少，沿途不时会碰
到挂着外地车牌的私家车。“我们是看了电影
后，特意来‘打卡’的。”来自贵阳的王松说。

盖赖苗寨地处三都、丹寨、雷山、榕江4县交
界处，是黔南州境内规模较大、居住最集中的苗
寨，2016年12月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
公布的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层层叠叠的梯田从山脚蔓延至山顶，错落
有致的吊脚楼堆砌在山腰，随风飘来的苗歌声
回荡在山谷……盖赖苗寨有优美的自然环境，

也有厚重的民族文化：独特的杆栏式苗族吊脚
楼保存完好，诞生于当地的苗族原生态舞蹈《跺
月亮》曾获得中国舞蹈荷花奖银奖。多姿多彩
的服饰、高亢嘹亮的飞歌、蜡染上的图腾……无
不承载着浓浓的文化记忆。

因远离城市、交通不便，在过去很长一段时
期内，盖赖苗寨都藏在深闺，游人罕至。月亮村
委会副主任刘全能告诉记者，村民一直琢磨着
如何盘活民族文化资源，早日摆脱贫困。“无奈
路不通，基础设施落后，游客进不来。”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深入实施，盖赖苗
寨一年一个样，村民离梦想的实现也越来越
近：2014年，通村道路实现硬化；2017年，寨子
里装上了太阳能路灯；2018年，包含跺月亮广

场、民族文化长廊、斗牛场、停车场等文体旅游
设施在内的文体活动广场落成；2019年，盖赖
民族博物馆建成；今年上半年，村里又建成了
5家民宿……

随着基础建设的完善、村容村貌的改观，沉
睡的盖赖苗寨被逐渐唤醒。更大的机遇则来自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天上掉下个UFO”单元
将盖赖苗寨作为主要取景地。

电影让外界进一步认识了盖赖苗寨、认
识了月亮村，也让不少游客走进当地一睹风
采。国庆长假期间，村里仅有的8家民宿、4
家农家乐，一时“人满为患”。

游客的到来，让藏在深山里的苗寨日
渐热闹。村民李二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苗族蜡染技艺的省级传承人，她在村
里建起了蜡染作坊，为游客提供蜡染体验
服务。

对于家乡今后的发展，村民也有了
更多期待。刘全能告诉记者，盖赖苗寨
将全力用好电影带来的难得发展机遇，
进一步提升接待能力，提高文化旅游
品质。

“西虹市茴香村委会”牌子、驻村第一书
记“马亮”的照片、具有俄罗斯风情的“马亮
画室”……记者近日来到辽宁省本溪县青石岭
村支部采访的时候，这些电影道具依然保存完
好。这里是《我和我的家乡》中“神笔马亮”
的取景地之一。青石岭村支部书记李胜利说，
电影热映后，每天来这里参观的游客不下300
人，村里为此扩建了停车场。

“不论你走多远，飞多高，乡愁、乡情始终未
曾改变。”这部笑中带泪的电影戳中了远方游子
的心，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肯定，也让辽宁
人为之骄傲了一把。

影片的另一个取景地——沈阳沈北稻田
画，同样成了网红打卡地。电影中的沈北稻
田画，是中国最大的稻米文化主题公园。景
区总经理赵爱军告诉记者：“我们的稻田画内
容每年都不一样。随着电影热映，今年国庆假
期这里共接待游客 1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50%。为了让游客一饱眼福，景区的稻田晚收
割了十多天。游客普遍好奇，电影中的油画是
怎样变成稻田画的。我们利用卫星定位技术，
事先设计好要表现的图形；利用透视和3D技

术，用矢量法定点定桩连线人工填色，通过种
植9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绘制出不同风格的稻田
画；最后通过人工修剪控制稻秧株高，从而呈
现出立体、平面、镂空、线条4种不同风格的
稻田画。”

“电影在这里取景，相中的就是咱家乡的
美。”本溪县副县长刘小茹说，拍摄地青石岭
村和香磨村等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有丰富的
山、水、洞、泉等自然景观资源，森林覆盖率
达85.7%。保护绿水青山就会换来金山银山。
本溪县以创建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将
乡村生态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扶贫脱
贫民生工程，大力培育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
范点。电影的拍摄，更是推动了乡村旅游成为

本溪县旅游产业的重要增长点和特
色品牌。以电影为发酵剂，本溪县
重点打造香磨村特色商业街，将
电影 《我和我的家乡》“神笔马
亮”中独具特色的墙绘、商店、
火车头等道具转化为乡村振兴的
地理文化标识。本溪县还重点打
造了青石岭村网红打卡地，发
展乡村特色民宿项目，将电影
中画盘、葫芦套娃等道具开发
成独具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将
青石岭村建设成“吃住行游娱
购”六要素齐全的特色文化旅
游村。

稻梦空间美如画
本报记者 孙潜彤

千岛湖畔层林染
本报记者 柳 文

盖赖苗寨歌声喧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沙地苹果美名传
本报记者 雷 婷 通讯员 白海波

讲述荧幕背后的讲述荧幕背后的““家乡家乡””故事故事

①① 秋日的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层林尽秋日的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层林尽
染染，，美不胜收美不胜收。。

（（浙江省淳安县委宣传部供图浙江省淳安县委宣传部供图））
②②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月亮村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月亮村

盖赖苗寨村民李二娜在制作蜡染产品盖赖苗寨村民李二娜在制作蜡染产品。。
（（贵州黔南州委宣传部供图贵州黔南州委宣传部供图））

③③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稻梦空间里稻梦空间里巨巨
幅幅““丰收列车丰收列车””稻田画令人叹为观止稻田画令人叹为观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孙潜彤孙潜彤摄摄
④④ 陕西省榆林市陕西省榆林市的防护林的防护林。。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总有一些地方，先是出现在
影视作品的镜头下，后来出现在很

多人的朋友圈中，成为人们向往的
“诗和远方”，也成为各地发展文化旅

游、打造城市品牌、提振地方经济的重要
力量。一如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取景地浙

江淳安千岛湖、贵州盖赖苗寨、毛乌素沙地、
沈阳稻梦空间、本溪香磨村等，不断吸引着各地

游客按图索骥去打卡。
影视作品擅长“造梦”，赋予取景地珍贵的

“故事性”，容易让受众产生共情，自然而然把取景
地视为“梦想地”。据 《全球旅游目的地分析报告》
显示，24.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被综艺影视剧

“种草”，想去取景地看看镜头里的风景，走走相同
的游玩路线。

但对一众取景地来说，这只是挤入大众旅行清单
的第一步。当影视作品的热度退去，如何将“拍得
好”的打卡旅游变为“玩得好”的深度旅游？如何从

“网红”变为“常红”？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脑子里多
想几招、脚下向前多走几步，这也是影视与文旅联动
的最大现实意义。

比如，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产业基础、风俗文
化等进行开发，拓展旅游产品品类，力求把旅游产品
与产业环节有效衔接，《我和我的家乡》选取的沈阳
稻梦空间，就是建立在该地盛产大米、有大量稻田
的基础上的，“稻梦空间大米”还是沈阳十大品牌
农产品之一。比如，研究游客体验消费的演变规律，从被动到主动引领
消费，真正打通“规划—营销—运营”一体化的产业链条，走向与人
们休闲消费偏好相匹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比如，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卫生、交通、信息、邮政等公共服务设施。毕竟，旅游目
的地之间比拼的，除了硬件，更有软件。

当然，向前的这几步“急不得”“冲不得”，必须走稳走实才
行。近年来，某些早就享受到影视红利的取景地，被相继爆出建

筑、道路建设杂乱不堪，旅游服务态度恶劣，商铺欺诈行为百
出等，有的甚至因此被摘了5A级景区的招牌。教训摆在眼

前，后来者定要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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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由宁浩总导演、张艺谋总监制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上映，连续7天单日票房突破2
亿元，票房和口碑获得“双丰收”。

电影热映的同时，其众多取景地也迎来了高光时刻，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一睹荧幕展现的“家
乡”美景。文旅版选取了千岛湖、盖赖苗寨、沈北稻田画、毛乌素沙地四地，邀请读者一起回到“家
乡”，深入了解荧幕背后发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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