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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那个是中江塔，这个
是老海关”“这个奇瑞的卡通人还
在招手呢”……2021 年 12 月 28 日
晚，许多安徽芜湖市民在滨江公园
里兴奋地观看无人机变换的各种造
型。当日，安徽芜湖Q乐节及奇瑞
QQ冰淇淋上市发布会举行，成为
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盛典、展
示芜湖企业创新成果的舞台和宣传
芜湖城市形象的窗口。

据主办方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介绍，此次活动以“欢乐
芜湖、QQ起飞”为主题，通过沉
浸互动式游园体验和线上线下联动
的方式，全方位展示芜湖的历史文
化、现代科技以及本地优秀品牌。
在芜湖 Q 乐节上，奇瑞联合埃夫
特、庞巴迪等知名企业，带来了各
自行业领先的科技产品和技术成
果，集中展示了芜湖在新能源汽

车、机器人、轨道交通等产业取得
的最新发展成果，特别是奇瑞正式
发售的新款新能源车 QQ 冰淇淋。
芜湖本土企业以更加活泼、更加直
观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产品，扩大了
企业知名度，获得更高的市场关注。

Q乐节上，印象芜湖、乐玩芜
湖、智造芜湖和QQ玩具城四大板
块，带给市民和游客沉浸式游玩体
验。“这个‘耿福兴’有百年历
史，奇瑞是咱们芜湖的名片……”
在游玩乐玩芜湖和智造芜湖板块
时，市民戴女士向儿子介绍道。未
来的芜湖什么样？印象芜湖板块用
元宇宙的虚拟形式，展现未来芜
湖，让市民身临其境地沉浸式体验
了一把。

芜湖Q乐节的举办，展示了芜
湖全力发展“智造”、坚持创新的
信心和决心。以奇瑞为代表的一批

本地龙头企业加快创新步伐，“芜
湖制造”迈向“芜湖智造”取得初
步成效。据统计，芜湖已培育省级
智能工厂 13 个、数字化车间 64
个，“登云”企业2612户，“智造名
城”建设驶入快车道。

根据芜湖市统计局统计，2021
年前三季度芜湖市实现生产总值
3186.96亿元，同比增长13.6%，位
居安徽第一。

芜湖通过“双招双引”工作实
施方案，全力以赴抓项目、抓产
业，使更多的企业集聚芜湖、链上
芜湖，实现优势互补、产业协同。
2021年，安徽省新能源及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研究院、年产50万吨磷酸
铁锂正极材料项目、年产 24GWH
新能源电池项目等一批重大科研平
台、产业项目先后落户芜湖。如果
说“双招双引”是为了把企业、人
才引进来，做大增量，那么“畅聊
早餐会”“1%工作法”就是为了推
动现有企业、人才更好发展，不断
做优存量。2021年3月至今，“畅聊
早餐会”已连续举办34场，累计邀
请180多位企业家和社会组织人士
参与，碰撞思想、激发创意，同时
收集诉求和意见。芜湖市还通过推
行“1%工作法”，在综合分析企业
成本和利润构成的基础上，成立了
能源、用工、物流、税费、融资等
9 个工作组，分别研究降本增效举
措，帮助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再提高
1%利润率。正是这一个个切实的举
措，让芜湖的发展更有动力、更具
活力。

图为无人机表演。 郑 远摄

我一直想去革命老区四川省南
部县看看，去寻找一个红色答案。

2021 年 11 月，寒意已浓，我
乘车前往南部县。车窗外，沿途的
风景被窗框分割成一幅幅图画，黄
绿相间，绿色是树木和庄稼，黄色
是高低起伏的山峦。我忍不住想象
那里的村落和革命纪念馆的模样。

一踏上南部这片红色的土地，
我先来到武灵乡岐山坝村。我和村
民们围坐在坝子里，听老人们讲述
南部的革命历史。而后，我来到当
年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所，徐向前曾
在这里指挥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
战。遗留下来的庙门上方刻着“赤
化全川”四个醒目大字，这应该是
当年红军的革命宣言。石沉寨位置
极高，爬过笔直陡峭的石级，到达
山顶。山上有石牌，有五灵红军石

刻标语等。据说，这里曾发生过激
烈的战斗。在山顶俯瞰，可见垄垄
山沟和层层稻田，使人产生“一览
众山小”的豪迈之感。

张家嘴村位于南部县升钟镇东
南部，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是川北
工农红军的诞生地，被誉为“隐秘
山中的红军村”。近年来，南部县
深入挖掘该村特色文化资源，通过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带动文旅融合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如今，这个
昔日的穷山村，已蝶变成南充网红
新村。走进雨后初晴的张家嘴村，
扑面而来的美景令人目不暇接：连
绵起伏的山峦，苍翠中点缀着片片
火红的枫叶；东溪沟、贯子山、罗
成山、马鞍山构成“三山一溪”独

特地貌，山奇水秀，风光旖旎。这
里有红军洞遗址、龙潭子验枪试炮
遗址、旋子山军事会议遗址、升保
起义打响第一枪遗址等。在当地多
个部门的支持下，投资180余万元
的升保起义纪念园、升保起义纪念
碑拔地而起。南部县还修缮了升保
起义红色文化陈列馆，收集了120
余件文物。

沿着升保起义的红色路径，我
走进张家嘴村的腹地——一片占地
100余亩的川北特色民居群。一座
座灰瓦白墙的川北民居被群山环
抱，房屋错落有致，格局古朴典
雅，环境幽静宜人。正是这原汁原
味的川北建筑特色，为张家嘴村申
报“四川最美古村落”奠定了基
础。厚重的红色文化、秀丽的自然
风光、原汁原味的川北民居，让这

座隐秘在大山中的山村显山露水。
历史的长河赋予了张家嘴村传奇色
彩，时代的发展又让它焕发新生。

长坪山红军纪念馆里，在各个
陈列物品上，在讲解员的解说词
里，我知道了当年红军在南部制盐
支援革命的故事、川陕苏区反“六
路围攻”等红色斗争历史和徐向
前、许世友、李先念、王树声等红
军领袖的生平事迹，革命前辈的革
命情怀令人感动，令人振奋。

太阳高高升起，阳光照耀下的南
部充满生机与活力。石沉寨、长坪山
红军纪念馆，在阳光下散发着圣洁的
气质，无声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图为南部县长坪山红军纪念馆
一角。 李永平摄

北鸟南飞，早闻贵州省遵义市凤
冈县绥阳镇黄泥塘水库的鸳鸯，与前
来越冬的候鸟一道成为当地别样景
观，我们决定趁周末前往一睹风采。

天微微亮，我们便驱车出发，一
路疾驰，山路弯弯，小小的车辆像荡
漾在绿色秋千架里，举目之间，千崖
竞秀。虽已寒冬，但深山绿幽处仍不
时传来鸟啼。快接近目的地时，突
然，一棵大树上传出“呼啦”一声
响，一个黑影从树梢飞翔而去。老
鹰？猫头鹰？还未等我开口询问，朋
友笑道：“快看，那就是鸳鸯。”鸳鸯
不是在水里吗？我提出疑问。朋友解

释：鸳鸯不但会上树，还会把自己的
巢筑在树洞里，鸳鸯“夫妻”会选择紧
靠水边的树洞筑巢，小鸳鸯孵出来后，
妈妈会带着它们一个接一个勇敢地从
树洞跳下，再到附近的水边觅食。

谈话间，翻过一道坡，黄泥塘水
库现出真容。下了车，只见水波凌

凌，一座长桥横跨水库两岸，桥中央
有一座别致的小亭。信步走去，风景
尽收眼底，清冷的山风带来野草香
气。马唐草、田旋花、苘麻……还可
见零星白鹭悠闲散步。举目四望，水
中央有一绿色小岛，几对鸳鸯正慵懒
地卧在沙滩上。当地有规定，任何人
不得上岛，与鸳鸯保持距离不干扰。

“鸳鸯喜静，对水质也很挑剔，生态
环境越来越好是留住鸳鸯的关键。”
朋友介绍，为了保护这群留守的鸟
儿，政府花大力气整治环境，每年凤
冈爱鸟协会组织志愿活动，发出倡
议。村民们更是功不可没，有着近

30 年党龄的水库巡查员李正高牵
头，与村民自发成立巡逻队，每天沿
水库巡逻4公里。2017年，村民发现
偷猎者，及时向派出所举报，很快将
偷偷射杀鸳鸯的偷猎者抓获。

黄泥塘水库是位于乌江水系洪渡
河一级支流绥阳河上的小型水库，既

是当地6000余人备用水及5000余亩
粮田灌溉的宝库，也是野生动植物的
生命根源。2013 年，一群迁徙的鸳
鸯路过这里，水草肥沃、湖水清澈、
空气温湿，黄泥塘水库为鸳鸯提供了
白天游弋、取食的场所，周围树木成
为绝佳的隐蔽繁殖空间，鸳鸯们从此
在此安家落户，繁育后代。几年来，
鸳鸯家族不断壮大，从 20 余只发展
到百余只。随着凤冈县生态环境治理
力度不断加大，森林覆盖率逐步上
升，白鹭、野鸭、黄莺……越来越多
的候鸟出现在凤冈，黄泥塘更是成为
不少鸟类栖息的乐园和候鸟迁徙的中

转站。
天色渐开，霞光染红天际，陆续

有鸳鸯浮现，它们俩俩相伴，相偎相
依，并头浴羽，鸳为雄，鸯为雌，比
翼双飞合为鸳鸯，此情此景，让我情
不自禁吟诵：“尽日无人看微雨，鸳
鸯相对浴红衣。”见我兴奋激动，同
行的摄影爱好者指着湖四周告诉我，
鸳鸯群体出动的场面更加壮观。只见
周边树丛里有些树窝棚，这是为了拍
摄鸳鸯专门搭建的隐蔽所。声名在外
的鸳鸯吸引许多慕名者前来参观，摄
影爱好者从五湖四海赶来拍照。他们
大清晨赶到，趴在伪装棚里屏气敛息，
只为拍出一幅幅精美照片。

太阳暖洋洋地洒满水面，远山如
黛，近水含烟，小岛上的芦苇丛和竹
林里传来骚动，随着声声鸣叫，一
只、两只、三只……一群鸳鸯扑腾飞
出，鸟儿成群结队，盘旋滑落，一对
对鸳鸯在绿波上时而埋首觅食鱼虫，
时而振翅击水追逐嬉戏，一幅美丽和
谐的生态画卷缓缓展开。山间白云，
缭绕变幻，幸福的鸣叫声伴着微风越
传越远。

南部红
贾 海

南部红
贾 海

安徽芜湖举办Q乐节

城市嘉年华提振发展信心
汤荣讯

贵州遵义：黄泥塘上鸳鸯飞
程永珺

鸳鸯在黄泥塘水库嬉戏。杨先礼摄

紧跟消费新趋势

“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已连续举
办9年，并且每一年都有创新。”北京市
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副主任赵恩国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两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影院、剧
院等线下文化消费场所受到较大冲
击，但与此同时，“宅经济”兴起，
数字消费不断扩大，为文化消费带来
了新的机遇。

据介绍，顺应数字消费趋势，
2021 年消费季探索推出了一些线上
联合活动，例如，联合保利影业、王
府井大厦等20余家影院、60余家书
店，线上发放代金券、联名卡，助力
消费者更多聚焦场景消费；文化品牌
周联合高德地图推出线上“高德指
南”，覆盖国内 300 多个城市吃住行
游购娱全品类热门推荐，并推出消费
季专属百元打车补贴券包等。统计数
据显示，消费季期间，线上活动共计
24219场，较往年大幅增长，线上浏
览量 18.32 亿人次，占总参与人数
99%，线上文化消费额占比近80%。

北京市文化消费研究课题组专
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范周指出，通过
对网络游戏、网络视频、在线阅读领域
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用
户数量对比发现，北京市数字文化消

费蓬勃发展，在线文化需求持续扩大，
领先于其他3个城市的文化数字消费
情况，正在形成数字文化消费圈。

近年来，北京在文化消费领域已
开展一系列探索和创新，包括创设惠
民文化消费季、发放惠民文化消费电
子券、评选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等，
为全国文化消费促进工作树立了标
杆、创造了经验。

提供文化新看点

2021 年国庆假期第一天，北京
中学生殷瑞新和同学们相约去石景山
游乐园，一是为了去玩游乐设施，二
是因为那里正在举办“刘慈欣科幻漫
画宇宙沉浸展”。近1200平方米的沉
浸展生动再现了刘慈欣科幻漫画中的
经典场景，现场的科技互动装置让同
学们有了极强的沉浸感和体验感。

“我们都是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粉丝，
这个展满足了我们的想象。”殷瑞新
兴奋地表示。

“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沉浸展”
是 2021 年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活动
中的“首展”之一。

在第八届惠民文化消费季中提出
“首”发品牌效应的基础上，本届继
续深挖打造“首店、首牌、首秀、首
发”的“四首”经济。初步统计，本
届消费季期间，包括“刘慈欣科幻漫

画宇宙沉浸展”在内的“四首”活动
达 20 余项。例如，四合院艺术节、
北京首届国际大学生音乐季、2021
凹凸首届潮流艺术等“首届”活动亮
相；遇见博物馆线下展馆等新店开
业；北京时装周首秀“美好时光”国
风大秀；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全球
首展等。

“四首”经济在挖掘消费潜力、
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创新动力、增强
品牌吸附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
为增强北京文化创新供给的重要内
容。以“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沉浸展”
为例，它的入驻，为北京老牌游乐场石
景山游乐园带来了许多新客源，也让
这一北京游乐地标有了新看点。此
外，“四首”经济的发展也能反映出北
京文化消费市场状况。据统计，2021
年上半年，434家首店落地北京，数量
已超过2020年全年的落地数。

探索发展新模式

《2021 年北京市文化消费报告》
指出，文化消费活动带动了文化市场
回暖，以惠民文化消费季活动为例，
文化消费季举办3个多月，月均个人
文化消费金额大于500元的消费者比
例较2020年上升。同时，范周还提出
建议，下一年文化消费活动应该更加
下沉到 16 个区，并在夜间文旅、老年

消费等方面加大活动的供给力度。
2021年9月，北京印发《北京培

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
案》，力争到2025年率先建成具有全
球影响力竞争力和美誉度的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北京市“十四五”时期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中，共 26 次
提及“消费”，并提出北京进入“品
质文旅消费时代”。

赵恩国介绍，经过多年的培育与
发展，北京的文化消费展现出较强的
韧性，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仍然保持总体增长。“下一步，‘升级’
将是北京文化消费的重要任务和方
向。”赵恩国说，2022年北京将举办第
十届惠民文化消费季，十年磨一剑，如
何引导好文化消费趋势，并不断增加
文化市场容量，离不开新业态、新产品
和新模式，包括重点商圈的建设、重点
文化产品的创作以及文化与科技、旅
游等领域的融合发展。

2021年，作为文化空间集群“书
香秀带”的运营方，首开文投新华第
一次参与惠民文化消费季品牌周全民
阅读惠及大戏看北京活动。通过参加
此次活动，出版社、文化公司、文化
内容公司和实体书店之间形成联动，
同时，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吸引很
多观众走进“书香秀带”，进行文化
消费。像首开文投新华这样的文化企
业越来越多，它们正通过创新方式促
进文化消费。

北京文化消费季创新出彩
本报记者 尹 婕

日前，第九届北京惠民文化消
费季落下帷幕，自 2021 年 9 月以
来，累计举办活动超3万场，线上
线下参与人次18.46亿，直接消费
金额89.5亿元，在传播文化消费理
念、引导文化消费意愿、激励文化消
费行为、助力文化创新发展方面交出
了亮眼的成绩单。

历经9年，北京惠民文化消费
季活动已成为北京文化消费领域一
大盛事，也是北京文化消费发展趋
势的“风向标”。9年来，北京的文
化发展土壤日益肥沃，文化消费形
式更加多元，人们可以享受的文化
大餐越来越丰盛，不断出“新”成为它
的鲜明特征。

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活动石榴市集。 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组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