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海情》让宁夏“闽宁镇一日游”成为热线、《觉

醒年代》剧迷们把 6月 29日修缮亮相的北大红楼列入

了出游必选……今年的旅游潮主基调是红色的，众多

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优质影视剧集中热播，大

众在观影的同时，也向往走入剧中人物所处的场景，

沉浸式地了解那段筚路蓝缕的光辉岁月。

心随文化走

6 月 23 日，携程旅行网发布《2021 上半年红色旅

游大数据报告》。报告显示，“80 后”“90 后”成红色旅

游主力；北京、南京、上海、长沙、延安、嘉兴、遵义、韶

山、南昌、安阳成最具人气的红色旅游目的地前10位。

“年轻游客对红色旅游的热情逐年高涨，不仅仅

是红色旅游，很多爱国主义景区景点也非常受欢迎。”

马蜂窝旅游研究院负责人冯饶表示。

热播的影视作品不仅成就了精彩难忘的故事，更

带火了拍摄地或者事件发生地的旅游业。跟着影视

剧去旅行，成为延续影视情缘、赓续红色血脉的方式。

电视剧《觉醒年代》是近期大热门，剧中很多片段

都在上海杨浦区共青森林公园拍摄。来自浙江平湖

的市民陈宇光上周末专门带着儿子跑了一趟上海。

“孩子提出直奔共青森林公园，电视剧第一集里陈独

秀和李大钊初见的那片树林太美了，他们在那里探讨

中国前途命运的片段打动了我。我是一名 30 多年党

龄的老党员，两位先辈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陈宇光

说，追随先辈足迹，他来到上海感受伟大建党精神。

电视剧《觉醒年代》、电影《八佰》的热播，吸引很

多剧迷来上海游览，四行仓库纪念馆、共青森林公园

这些与剧情紧密联系的地点成为新晋当红旅游目的

地。据四行仓库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八佰》上映

后，客流量增长了1倍多。《八佰》主演之一俞灏明到四

行仓库纪念馆参观留念后，在微博上写道：“当年仓库

只有‘八百’人，而今天的仓库外有亿万人。”

“艺术化和个性化发展必将成为顺应时代发展趋

势的旅游地建设重要手段，让传统以及新兴旅游地散

发出新时代的魅力。”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旅游

一所所长杨明表示，艺术化能更好地彰显红色旅

游地的革命浪漫主义。

他以南梁革命根据地红色景区为例，这里打造的

“地球的红飘带”系列景观，创意源自著名作家魏巍讲述

中央红军长征的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以一条形似红飘

带的景观道路为纽带，将湘江之战、遵义转折、飞夺泸定

桥等重大事件做成艺术化的雕塑或园林景观，以一种浪

漫主义的手法呈现给访客，直击人的心灵深处。

情跟品质升

即便乘上了热播剧的东风，仅有热点话题还不

够，旅游景点能否满足游客需求、提升旅游品质，关系

着当地旅游业能否在流量过后留住客人。旅游目的

地的配套设施、服务不断改善，才能走得更好更远。

近年来，红色旅游形成了不少经典线路，如“长

沙+韶山+庐山+井冈山+景德镇+南昌”7 日游，“延

安+壶口瀑布+宝塔山+南泥湾革命旧址”等。

马蜂窝旅游大数据显示，今年 6 月以来，搜索词

“红色旅游线路”“重庆红色旅游”“井冈山红色旅游”

的热度居高不下；超过 40%的年轻游客对红色旅游的

兴趣点在“沉浸式的体验”；76.92%的“95后”喜欢陪父

母忆往昔峥嵘岁月；“90后”更多是和朋友打卡红色景

点；“85后”则是带娃开展红色研学之旅。

6 月 23 日，同程旅行发布的《红色传承·“Z 世代”

红色旅游消费偏好调查报告 2021》提到，13岁至 27岁

之间的“Z 世代”在红色旅游消费中更偏好见证中国

革命进程的各类遗址和遗迹，如果展示手法更加符合

他们的阅赏习惯，比如设计酷炫的各类红色纪念馆、

博物馆等，会更有吸引力。

影视旅游与一般的观光旅游不同，游客常常乐于

回顾影视剧中的情节、场景，但又不满足“到此一游”

的浅尝辄止，就需要景点景区为游客提供一些沉浸式

的体验，进而收获对历史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后影视

期的旅游产品开发需要充分考虑游客多层次的需求。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秦素银告

诉记者，北大红楼此次重新布展与观众见面，对旧址

的复原仍旧遵循了尊重原貌的特色。“李大钊办公室

的书桌书柜就是根据回忆的样式找回来的，一些场景

也是

来自当年参

与五四运动筹备学

生的回忆文章。”秦素银说，

新展览的亮点集中在 6处复原旧址：

图书馆主任室、文科学长室、第二阅览室、五

四游行筹备室、登录室、大教室，将带着观众重回“觉

醒年代”，在时光隧道的这一端透过历史的烟尘回望

那段激情燃烧的年月。

美自转型出

让避暑胜地莫干山真正“出圈”的是“莫干山民

宿”；景德镇陶溪川景区改造成为年轻人热捧的后工

业化艺术文创园区；秦皇岛沙滩上的“孤独图书馆”，

以极其文艺的方式击中了大都市年轻人的情感软肋。

“旅游地的艺术化发展将成为高品质发展的重要

手段，它让红色旅游地散发出新时代的魅力，成为年

轻人的诗与远方。”杨明说，把更多美术元素、艺术元

素融入红色旅游地建设中，符合当下中国旅游地从大

众化、标准化向艺术化、个性化的转型的大趋势。

他说，青海湖边的原子城曾是新中国核工业冷爆

试验基地，原子城景区以艺术化的手法来展示岁月留

下的痕迹。园内矮墙边有一对正在聚精会神阅读书

信的男女，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对北京

夫妇相继接受秘密研究任务瞒着对方来到戈壁，书信

在妻子的手中从原子城寄到北京，再从北京转寄到原

子城丈夫的手中，终于有一天 2 个人在邮筒前偶然遇

见……感人故事以艺术化雕塑和场景的形式展示出

来，小小的书信，一边连着家国天下的伟大事业，一边

连着沁人心脾的革命浪漫。

杨明认为，具有时代艺术美感、又彰显旅游地个

性的文旅形象，不仅大大提升了旅游地的核心吸引

力，也在游客的“行万里路”中完成了一次次如同“破

万卷书”的国民教育。

影视 IP 的加持，能促进旅游目的地文旅产业升

级。但“红色旅游+影视IP”的模式要从短暂的拉动效

应变成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长尾效应”，需要提供更好

更丰富的产品体系。红色景区或者红色旅游目的地

不妨从后影视期的旅游产品开发跳跃到“前影视创

意”来，通过加强策划，从剧本创作、电影拍摄、衍生品

开发等多个环节介入影视产业链，增加主动权与话语

权，发挥自身丰富的文化资源长处，打造更醒目的红

色旅游文化。

更好的品质分享、更高的民众参与度，是我国旅

游业的发展前景，也是红色旅游、影视旅游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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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河套的对面，是较为广义的大河套

地区，或曰鄂尔多斯台地。那里似乎一直埋藏着

中华民族文化进化发展的一些谜底，也隐藏着中

国北方地区生态气候变化的一本“册页”。进入

这个最大的黄河几字形河弯地，首先要想的是这

样 3件事：一是它的生态面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化的，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里的河流

与我们的黄河母亲有什么样更紧密的生态关联；

这里陆续发现的古人类遗址、青铜器遗存和许许

多多的古代土城、石城又意味着什么，在中华民

族和黄河文明链上占有怎样的位置。

鄂尔多斯绿了起来，是近年来明显的事情。

在我的记忆里，那里一直是黄沙漫漫，高低起伏，

枯草与沙尘齐飞，黄沙共长天一色。

住在沙漠深处绿洲的蒙古族牧民，是曾经的

鄂尔多斯部落。鄂尔多斯有宫帐的意思，宫帐又

称“斡尔朵”，是来自突厥语遗留发音为“鄂尔多”

的词语。鄂尔多斯有成吉思汗的衣冠祭祀陵寝

“八白室”。多年前，我瞻仰过“八白室”。白色的

宫帐穹庐踞立在毛乌素沙漠东北缘的一个山包

上，山前只见乌兰木伦河流经的小草滩，有着绿

油油的一股草原灵气，但四围是黄沙遍野。近年

再到成陵，宫帐远近的环境大变。“八白室”下，不

仅有花岗岩石砌成的阔大广场，绿树成荫，还有

一眼看不到边的绿草原。成陵内外新变化，或许

是特例，但它的周边尤其是鄂尔多斯东胜旧城及

康巴什新城的布局，也让人惊奇。

很长时间里，鄂尔多斯人有“扬眉吐气”的感

觉——这是羊（绒）、煤炭、土特产和天然气资源

的谐音。康巴什新城曾被称为“鬼城”，因为建得

有些超前了，商住民住都不多。从东胜去往康巴

什新城，林荫道已成气候，原来的起伏沙丘不见

了，宽宽的路，新的水景和林景，这是一座绿城。

鄂尔多斯的变化有些突然，原因包括自然的

和人工的。鄂尔多斯是标准的北方生态区。历

史上，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所处的北温带，气温

变化周期不断交替。以秦汉时代为例，由于气温

升高，现在的长城一线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北移

200多公里。《史记·乐毅列传》中说，“蓟丘之植，

植于汶篁”，也就是说，当时的燕山山区可以广种

竹子，山东半岛就更不在话下了。那时，不仅关

中有竹子，河南全境有竹子，由此有了“竹林七

贤”的佳话，鄂尔多斯的北部也有大片竹林。

对于气候的这种阶段性变化，学者们找到了

基本规律，温湿与干冷，大体上会有 300 年左右

的交替周期。中国北部和西北的温湿期，大体与

汉唐和蒙元时代相对应，那时不仅发生了农业边

界向北向西移动的总体势头，也使丝绸之路进入

最活跃的时代。在丝路的繁荣期里，无论是哪条

丝路，都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驼铃声遥过碛，

驼队和马帮在河边沙间穿行。中国的西部与北

部出现大的城市和众多绿洲，也集中在这个时

期。现在，西北仍然干旱但降雨量明显增多，随

着全球气候变暖，一个新的气候周期似乎正在

出现。

但人的因势利导因素，终究不可忽视。库布

其沙漠和毛乌素沙漠的沙产业发展和固沙造林，

加速了沙漠返绿的进程。在西北众多的沙漠里，

库布其沙漠不算大，但它是风沙东向的先锋。毛

乌素沙漠面积更大一些，它与乌兰布和沙漠隔黄

河相望，黄河就流在其中间夹缝里。所谓“沙丘

如弓，风沙似箭”，挫不掉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

漠扩张的势头。

库布其治沙，借助了市场改革的力量和社会

力量，兴起了市场效益庞大的沙产业，让黄沙变

成财富，沙漠还原为草原，沙丘也开始一个个地

消失。毛乌素沙漠从上个世纪起，就是治沙的一

面旗，目前的治沙率达到了70%。

遥想 20 年前，可不是这个样子。鄂尔多斯

台地原本是黄河几字形中的“昆仑”平台，在一般

情况下，这里不应当是风沙肆虐的地方，但西来

的风沙既可造就黄土高原，也可以把沙子堆积在

这个大平台上，日积月累地形成了新的沙漠。沙

漠形成容易，消除起来却难。国家在长城榆林一

线营造了三北防护林，但森林防护要从防御转入

进攻，没有毛乌素和库布其民众治沙力度的呼应

和支撑，陕北的治沙持久战还不知要打多久。

沙漠对黄河的危害，往往会带来灾难性后

果。在一个阶段里，光是库布其沙漠每年就要向

黄河输送上亿吨泥沙。

鄂尔多斯的河流并不少，但多数属于季节

河。这些河水季节性强，山洪暴发时，黄浪滚滚，

大量泥沙输入黄河，成为黄河泥沙另一个大的来

源。新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开始，这种情况正在

逐步改变。毛乌素开始变绿了，局部地区也开始

出现山清水秀的景象。这对整个陕北黄土高原

是好消息，对黄河更是个好消息。

从总体地貌结构上看，鄂尔多斯台地和整个

陕北就是黄河河曲的一个大转盘，称为“朔方”古

地，其实就是河南故地。古代的河南是由黄河划

分的特别的经济地理和自然板块，从河南地到三

晋地，再到太行山下的华北平原，是由黄河塑造

的一个走势分明的三级平台。其间有太行八陉

和黄河上的渡口相连，形成了古老的黄河文明大

板块，再向北向东，则是鄂尔多斯的潜在水塔。

鄂尔多斯台地的河流大多北流黄河，但或长

或短的陕北高原的河流都东向南向汇入黄河。

沿河生活的人们都是黄河的一脉子孙。这种由

黄河养育出来的共同文明来源，从历史地方政权

和方国自称为“夏”的称谓中，可以明显看出来。

大概也是这个原因，近年来有许多考古学者

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鄂尔多斯，投向了陕北。然

而，这里的兄弟姐妹更关注未来的生存发展环

境，为了草原和现代经济产业，也为了家园，他们

要把风沙压在历史的地质层里，让现代“斡尔朵”

更多出现在鄂尔多斯台地的广袤大地上。

以往车过大青山，总会有些名实不很相符的

感觉。青山无青，只当作年轻的山脉来看。曾经

有人解释说，树喜阴而不喜阳，山里的桦树和松

树多得是，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听后释然但也

有遗憾，难道说南方的树木也是青山一面倒吗？

这回经过倒是很开眼，大青山的阳坡上也长

满了树，从呼和浩特通向包头的山前公路，一直

铺开，至少有 200公里长。绿了大漠，青了阴山，

黄河的北屏障开始变得苍翠，这黑河流向黄河的

土默川，真如其川一样，人众树也众，遍山林木何

止十万，而土默川的树又何止百万。

据我国气候学家近年调查研究，随着气候变

化，海平面缓慢上升，我国的降雨临界线也在逐

渐北移。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沙漠区，已经

连续 3年出现降雨，沿黄地区植被自然恢复能力

也在增强，西北的一些

干涸古河道也开始见

水了，这无疑会带来北

方特别是西北植被修

复的新机遇，黄河的水

量也会跟着逐步增加。

不久前，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旅厅倡议，区内

A 级以上旅游景区对福建籍游客开展免景区首

道门票活动。宁夏还将打造闽宁镇文旅小镇样

板，建成闽宁镇《山海情》影视文化旅游基地，吸

引更多游客打卡影视剧中场景与美食。

一部扶贫题材的电视剧收官至今口碑仍不

断发酵，彰显了优秀文艺作品对文旅产业全方

位、长时间的影响。

优秀文艺作品能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作

为剧中原型镇，每天有上千人去银川市永宁县闽

宁镇参观旅游，极大地促进了该镇的旅游业发

展。随着电视剧热播，闽宁镇红酒销售大幅增

加，菌菇、牛羊肉、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扩大了知

名度，该剧其他县区取景点也跟着走红。

优秀文艺作品能带给旅游者高品质的精神

享受。真实的生活气息和朴实昂扬的精气神，让

人们可以尽情地感受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因

心仪的影视作品前来，游客更在乎人文情感的供

给。今天，人们对高质量文化艺术的需求在增

加，旅游时不再满足于吃喝玩乐，还需要有文化

内涵和情感表达。将精彩的故事和鲜明的思想

艺术性地呈现出来，增加了旅游的深度和厚度。

优秀文艺作品能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山海情》给了宁夏信心，当地将以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为抓手，以融合发展为主线，将更多

资源优势转化为特色文旅产品，全力打造大西北

旅游目的地、中转站和国际旅游目的地。

过去，一首诗、一阕词、一篇赋就能带红一个

景点，滕王阁、黄鹤楼因此有了千年美名。当下，

以《山海情》为代表的“现象级产品”为人民抒怀，

为时代放歌，一样能带火新景点、引领新消费、踏

步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绿了大漠，青了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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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厚度在用情
拓兆兵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和民兵深入库布其沙漠开展治沙绿化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和民兵深入库布其沙漠开展治沙绿化。。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建荣杨建荣摄摄

66 月月 2525 日日，，YY701701 次次““上海上海

至嘉兴红色旅游列车至嘉兴红色旅游列车””开通开通。。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陈 飞飞摄摄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8∶35 印完时间：9∶55 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