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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产 品 伴 文 化 远 行
本报记者 薛志伟

精准施策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本报记者 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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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福建省周宁

县浦源镇传统村落浦源

村一景（2020 年 4 月 17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图② 2021 年 5 月

2 日，读者在安徽省蒙

城县图书馆天梯书架旁

阅读书籍。

胡卫国摄

（新华社发）

图③ 2021 年 5 月

4 日拍摄的云雾缭绕的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八

江镇布央仙人山景区。

梁克川摄

（新华社发）

文化和旅游，一个代表诗意，一

个象征远方。其实，诗与远方连着

实打实的经济发展。

近几年，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

游客的兴趣点从参观游览逐渐过渡

到沉浸式休闲度假，他们希望多增

长见识、获得更丰富的体验。

福州在开发三坊七巷之前，游

客只是游览乌山、屏山、鼓岭等景

点，甚至一些人吃完饭就转去厦门

了。上世纪 90年代，福州开始保护

性开发明清古建筑群，陆续整理出

林则徐、沈葆桢、严复、陈宝琛、林觉

民、冰心、林徽因等人的故居，号称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

找准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基因，

就找到了福州旅游的会客厅。如

今，大多数到福州的游客都必到三

坊七巷逛一天，吃饭住宿，旅游消费

明显增加。“十三五”期间，福州地区

生产总值从 5777 亿元到突破万亿

元，旅游业功不可没：同期旅游总人

数从 4669 万人次提高到 9654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从 537 亿元增加到

1450亿元。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鄂尔多斯的特色文

化赋予了这趟旅行更多意义。只要

游客踏上鄂尔多斯的土地，吃手把

肉、买羊绒衫、滑沙骑马住酒店，哪一个不产生价值呢？

文化旅游业的本质，是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的同时

感悟文化之美。它是经济活力的重要风向标，也是刺激消

费、推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文旅融合发展虽然取得了

积极成果，但可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旅游空间除了看景，也

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大舞台，让游客在旅游场所观赏文化

演出。

文化空间也可以开发旅游消费的新场景。特别是旅游

产品的开发，应当有更生活化、个性化的创新设计。用文化

来串起吃住行游购娱，文化旅游业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阳

产业、富民产业、幸福产业。

台上，穿着蒙古族长袍、戴着尖顶毡帽的演

员放声歌唱；台下，套着背心短裤，踩着凉拖的

观众愉快欣赏。34 摄氏度的高温下，来自内蒙

古鄂尔多斯乌审旗乌兰牧骑的演员们与福建福州

市的市民、游客相遇了。

这场草原与海洋的约会由鄂尔多斯文化神州

行牵线。“我们先飞到陕西西安市，然后坐 12个

小时的火车来到福州。”声器乐团团长斯琴图

亚说。

作为资源大市，鄂尔多斯以丰富的煤、天然

气、稀土等资源而闻名，2020 年全市人均 GDP

达16.9万元。但是鄂尔多斯人不愿意继续躺在资

源上过日子。

“资源禀赋差的地区生存压力大，但鄂尔多

斯捧着金饭碗，就不能什么都装到碗里来，必须

精挑细选。”鄂尔多斯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晓峰

介绍，这些年鄂尔多斯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

时，一直绷着生态这根弦。目前已有多个世界级

的清洁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项目落地。最

近，长城电脑的新生产线也正式投产，在草原与

沙漠中产出了高科技。

谨慎与敬畏，让鄂尔多斯保留了良好的生

态环境；历史与地域，赋予了鄂尔多斯独特的

蒙古草原风情。这里有全国唯一的 4A 级城市景

区康巴什，处处有花，出门见绿，被评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这里有享誉中外的成吉思汗

陵，传承千年的八白宫。它还是“蓝天之城”，

10 次仰望天空，9 次都是清透的蓝天白云。离

开市区，就能去库布齐沙漠冲沙，去鄂尔多斯

大草原骑马，去响沙湾住莲花酒店、听幽幽沙

鸣。“十三五”期间，鄂尔多斯累计接待游客

6571.4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988.8 亿元，文

旅产业正在成为当地经济转型、拉动消费的新

支柱。

“夏季平均气温 21 摄氏度！”挤在推介会的

人群中，一位汗流浃背的观众一边吃着阿尔巴斯

山羊肉串，一边对身边专心看演出的朋友说，

“这么凉快，哪天一起去吃手把肉呀。”

舞台上，演员们载歌载舞；舞台下，展商努

力吆喝。这次活动除了乌兰牧骑，还来了 12 家

鄂尔多斯当地的文创类、服装类、餐饮类小微企

业。湖南人肖彬就是代表之一。肖彬也是内蒙古

媳妇。她从当地牧民手里收购酥油，与设计人员

合作，研发了多款酥油口红。“好看，对身体无

害，还能体现民族特色。”肖彬告诉记者，她跟

着推介团队来参展，顺便来考察福州的代理商，

“酥油口红卖得好，我准备回去调整产品，把它

做成爆款。”

文旅搭台，经济唱戏。5 天里，展商与 7 家

当地企业达成长期合作关系，还有 8 家企业有

了初步合作意向，预计年度采购额可达 1500

万元。

“福州冬天阴冷潮湿，当地人特别喜欢鄂尔

多斯羊绒和艾草，但当地没有多少专卖店。今

后可以对接一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过来。”活动

最后一天，刘晓峰还在跟团队沟通，“肖彬的

酥油口红很有特色，听说还解决了大量残

疾人就业。今后咱们每次可以重点推介

几件商品，让参展商们有更实在的收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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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

稳中有进、繁荣向好，在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凝

聚人民精神力量、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

支撑。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编制印发了 《“十四五”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它集中体现了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总体要求、发展目

标、主要任务、重要举措等，是推进“十四五”

文化和旅游各项工作的总抓手，也是加快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书。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提

出，到 2025 年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的“十四五”总体目标。这个目标

主要表现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治理效能显著

提升，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

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

强，文化铸魂、文化赋能和旅游为民、旅游带

动作用全面凸显，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

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竞争的强大动

力和重要支撑。

提供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三五”时期，我国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要成就，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四梁八柱”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全面推

进，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更加健全，

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日趋丰富。

“十四五”期间，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面临新的发展形势和任

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一系列重要文件相继出

台，明确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在

此次发布的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

划》 中，专设“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章，提出 5 方面重点工作任务和 7 项重大工

程项目。

下一步，文化和旅游工作要深刻认识和把

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文化和旅游发展全

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

完善制度建设，提升治理能力，激发创新活

力，努力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人民群众

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作出全面部署。《“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

划》专章对文化产业发展进行部署。

“十三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繁荣发

展。2015 年至 2019 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

加值从 2.7 万亿元增长到超过 4.4 万亿元，年均

增速接近 13%，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

3.95%上升到 4.5%。文化产业在促进国民经济转

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

期待、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四五”期间，文化和旅游事业将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以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文化创

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催生新发展动能，提

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创新链效能，加快健全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提升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

竞争力，充分发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和

带动作用。

满足人民群众旅游度假需求

旅游是幸福产业，也是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的重要标志。“十三五”以来，旅游

景区、度假区建设成效显著，旅游新业

态、新产品不断丰富，旅游业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出游

需求。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民群

众对旅游产品多样化、特色化、高品质发展提

出新的更高要求。“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对旅游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提到

“旅游”相关表述达到 38 处，足以体现对旅游

业的重视。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关于

“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一章共有 7 项任务：一

是深入推进大众旅游，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特色

化、多层次旅游需求；二是积极发展智慧旅

游，加快推进旅游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发展；三是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四是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深

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是完善旅游公共

设施，提高游客通达性、便利性；六是提升旅

游服务质量，让游客游得舒心、开心；七是统

筹推进国内旅游和入出境旅游发展，做强国内

旅游，振兴入境旅游，规范出境旅游，助力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