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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22 年，中国将迎来北京
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盛事，中国旅
游也将获得发展新动力，呈现发展新
面貌，迎来更加光明的复苏前景。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旅游消费已
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特点。新需求必将
激发新动力。

奥运东风吹热体育游

新年伊始，冬奥会与冰雪运动成
为两大热词，冰雪旅游成为旅游业最
火主题。

新年第一天，北京圆明园“欢乐
冰雪季”正式启动，冰场与雪场内，
雪圈、电动雪橇、冰上自行车以及冰
滑梯等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往体
验。“用冰雪运动开启新一年”，是许
多游客今年冬季旅游的新选择。据同
程旅行大数据，元旦假期，全国冰雪
世界类景区门票预订量环比增长
220％，滑雪场周边酒店预订量环比
增长140％，滑雪场门票预订量环比
增长110％。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2》 显
示，从 2015 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
至今，“三亿人上冰雪”已从宏伟蓝
图变成了现实画卷，冰雪旅游成为助
力“三亿人上冰雪”的示范产业。

火热发展的冰雪旅游也将成为体

育旅游迎来重大发展的契机。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是我国体育旅
游发展中的重要历史节点，经过 14
年的发展，百姓对体育旅游的认同感
不断加深，体育旅游相关业态逐渐成
熟、丰富，体育运动不仅是“健康中
国”发展的需要，也已成为一种新型
社交方式，体育旅游能够满足不同年
龄段游客的需要。2022 年，北京冬
奥会和杭州亚运会将相继举办，不仅
将为举办赛事的城市带来更多游客，
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也将带动中国
体育旅游产业的整体跃升。

红色旅游更加红火

2021年，红色旅游成为人们出游
的重要选择，红色旅游目的地成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场所。

中国旅游研究院与马蜂窝自由
行大数据联合实验室近日共同发布
的《中国红色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
（2021）》显示，2021年，马蜂窝上红色
旅 游 搜 索 热 度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76％。其中，京津冀红色旅游区的搜
索热度增长最高，同比增加240%。参
与调查者中，超过40％的游客2021年
参加红色旅游的次数达到 3 次以上，
40%以上的游客经常自主选择红色景
区参观学习。红色民宿和红色实景演

出，在2021年游客最喜爱的红色旅游
项目中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建党百
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的推出，既
展现了中国红色旅游的丰厚“家底”，
也为红色旅游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红色旅游已成为人们学习历
史、感悟革命精神的社会课堂。

与此同时，在红色旅游中看中国
发展成就、聆听中国发展足音，成为新
时代红色旅游发展的鲜明特征。2022
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将召开，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
的盛事，红色旅游的社会事业与旅游
产业的双重属性将得以进一步突显。

“到乡村去”受追捧

日前，从河北省农业农村系统工
作会议上传来消息，2022 年，河北
省将再建设 2000 个美丽乡村，重点
创建100个乡村旅游民宿示范村；广
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提出，
2022年将推进现有星级乡村旅游区、
农家乐等传统产品转型升级，推动乡
村旅游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打造一批高品质乡村旅游产品；四川
提出将从开展好乡村旅游提升发展试
点、推进乡村旅游景区转型升级、引导
乡村民宿健康可持续发展、培育乡村
旅游市场主体、做好乡村旅游人才培

养、完善乡村旅游发展体制机制、进一
步扩大乡村旅游影响力等方面发力，
持续推动四川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将乡村旅游列为新一年旅游发展规划
中的重点，是许多地方的共同选择。

“到乡村去”已成为国内游的重
要内容，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环境好、风景好、生活好的美丽
乡村，日益受到人们青睐，乡村旅游
产品不断向着有特色、有品质发展。
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着乡村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催生了一批节
庆活动，带动更多人才进入乡村。

2022 年，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的不断推进，乡村旅游不仅将继续成
为文旅消费热点，扛起中国旅游业快
速复苏的大旗，也将成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推动力量。

深耕传统文化宝库

2021 年，《唐宫夜宴》《最美中
轴线》《万里走单骑》等文化节目的
播出，带领观众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也成功让相关旅游目的地热
度大增。这些文化节目的成功，再一
次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
同时，也让旅游业界逐渐探索出一条
清晰的文旅融合发展道路。

2022 年元旦，四川卫视推出的
《花开天下·国韵新年演唱会》，受到
众多观众喜爱，这些节目客观上也成
为四川旅游资源的一次艺术展示。例
如，《绝唱》的编导叶飞说：“在青城山
与白娘子的故事中，火锅、方言与青城
山旅游，让大家在看完演出之后，犹如
去过青城山一般，也期待大家去青城
山实地走一走。”剑门关作为一个拥有
2400年历史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

《昭昭有唐》的现代舞美艺术中重获新
生。四川剑阁县宣传部部长廖兴泉表
示，旅游业与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密
不可分的血脉联系，景区的提档升级
需要优秀传统文化增加底色，以旅游
业态承载当地历史传承，让优秀传统
文化因旅游焕发新生。

2022 年，高品质发展依然是中
国旅游业发展的方向，已经绽放出独
特魅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将继续成为
文旅融合的深耕领域。

左图：海南省立足优质体育旅游
资源，拓展旅游新空间，引导体育旅
游消费，推动体育与旅游融合。

袁 琛摄（人民图片）

前不久回家乡，听村里人说，在
红豆树、小水井村一带的深山密林
中，有人见到绿孔雀了。我又惊又
喜，我的家乡双柏，是云南哀牢山中
段东麓一块地广人稀、山高林密、远
离城市噪音和人为污染的土地，自古
就是绿孔雀的家园。

早在 2017 年秋天，一条消息引
得无数人关注：被称为百鸟之王、中
国神鸟凤凰原型的绿孔雀在双柏重
现。据介绍，全球绿孔雀不到 1 万
只，中国仅有500只，分布在楚雄彝
族自治州双柏及邻界的哀牢山中，双
柏境内有200多只，仅在双柏鄂嘉镇
空龙河一带发现的就有20余群100多
只。绿孔雀体长 180 厘米至 230 厘
米，属大型鸡类，雄孔雀羽毛为翠蓝
绿色，头顶有一簇直立的冠羽，下背
翠绿色，呈紫铜色光泽，体态雄健，
美丽异常，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
物，被列为极危物种。

绿孔雀为什么会在双柏出现？哀
牢大山中的双柏森林茂密，是红河源
头的重要绿色屏障、哀牢山国家自然
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最高海拔 2946
米，最低海拔556米，四季分明，日
光充足，雨量充沛，海拔高差大，具
有凉、温、热三带植物区系成分，适
于各种动植物生存。从卫星云图上
看，哀牢山山川相间，峡谷纵横，雄
奇险峻，林海茫茫，犹如镶嵌在祖国
西南边疆的一块“绿宝石”，双柏
4045 平方公里的绿色沃土，又是宝
石上最闪耀的部分。

据双柏县志记载，双柏是古“濮
人”居地，最初为土著民族彝族先祖

“黑爨蛮”部落。汉武帝元封二年
（公元 109 年） 置益州郡，双柏为其
24 县之一。知县初来乍到，看到县
境内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森林，一时
不知该取什么县名为好？当他看到县
治所在地静乐庵县衙门口有两棵又高
又大的古柏树时，一下子来了灵感，
取名双柏，一直沿用至今。

这个以树命名的地方名不虚传。
如果你走进这片神秘的土地，不管到

哪一个乡镇，都会被青翠的绿色包
围。无数南来北往的游客、摄影家、
画家、作家诗人辛辛苦苦奔走数日，
往往只能看到哀牢大山一角，恨不能
长上翅膀，像鸟儿一样自由地起起落
落，把神秘多姿的哀牢大山看个透、
巡个遍。

双柏县境内三山鼎立，五峰叠
翠，林海莽莽，到处山青林茂，秀水
盈盈，翠鸟飞翔。绿是双柏的“底
色”。森林茂密，水资源就必然丰
富，双柏县境内 2325 条河流泉溪星

罗棋布，碧玉环绕，山林间潺潺流动
的溪水、山腰上野性十足又活泼妩媚
的瀑布随处可见。山水滋润的土地，
注定是一块丰饶富足的沃土。芬芳四
溢的花草，四季碧绿的树木，清澈见
底的流水，舒缓洁净的白云，一年四
季的美景使人陶醉，也让各种各样的
动物迷恋。

青山绿水醉了游人，也引来神鸟
“凤凰”。面对今天满目的苍翠，回顾
过去，也曾有过伤心之痛。新中国成
立前，山里人刀耕火种，肆意毁林开

荒，森林破坏极大。新中国成立后，
在计划经济时代，双柏的木材被大量
采伐。那些年双柏流行一句话“舞好

‘金箍棒’（木头），摇好‘芭蕉扇’
（烤烟）”，烤烟需用柴烤，木材消耗
量惊人。到 1990 年，双柏县活立木
蓄积量下降为820.7万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下降为 37.5%。山光、水枯、
河流干涸，原来山清水秀的哀牢山变
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机。

1998年9月，国家实行天然林禁
伐，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成为人们的
共识。双柏县有8个森工林场，过去
完全以砍树为业，禁伐后，工人们放
下斧子锯子，拿起锄头镐头，从砍树
人变成种树人。20 多年过去，到
2017 年底，双柏境内森林活立木蓄
积量2051.67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上升为84.3%，全县实现林业总产值
20.3亿元，农民人均林业收入达2500
元，哀牢大山重新披上绿装。

春天，乍暖还寒，数不清的野花
竞相开放，成千上万的鸟儿从远方飞
来，在繁花似锦的大山里嬉戏、歌
唱，准备筑巢安家、繁衍后代；夏
天，林木碧翠如洗，被雨浸透的大山
像是突然苏醒一般，黑木耳、香菇、
鸡枞等山珍一拨拨一批批冒出来，难
怪人们把它命名为野生菌“王国”；
秋天，层林尽染，瓜果飘香，各种各
样的果实引来无数的鸟儿在树林里美
餐，小松鼠和一些叫不出名的小动物
在树下奔来跳去，森林成了动物的乐
园；冬天，虽然寒风凛冽，但没有积
雪的哀牢大山仍是绿色一片，更诱人
的是，红艳艳的山茶花、野樱花已悄
悄开放。

如今，双柏森林覆盖率、活立木
资源总量、林地资源人均占有量、活
立木资源人均占有量及生物多样性指
标均居楚雄彝族自治州、云南省首
位，成了绿孔雀、黑长臂猿、黑颈长
尾雉等珍稀动物的乐园，被称为“野
生动植物王国”“天然的绿色氧吧”。

“一身金翠画不得”的“神鸟”又飞
回来就是明证。

清泉坝，位于四川南充顺庆
区东北部，紧邻嘉陵江畔。这里
依山傍水，云蒸霞蔚，烟波浩荡。

在清泉坝临江而立的清泉山
上，林木葱茏，一片勃勃生机。
春天，乡间桃李竞放，像彩色的
眼睛闪烁梦幻光彩；夏天，青山
倒映，老者垂钓，孩童戏水，一
派祥和雅趣；秋天，江风吹过，
银杏叶落，满目金黄，和着夕阳
的渔歌；冬天，山间腊梅飘香，
农家炊烟四起，年味渐浓，点点
乡愁仿佛展开的画卷。

清泉山上有一座古寺，又名
清泉寺，始建年代已无法考证。
上世纪 80 年代，寺庙几经修缮，
焕发新姿。庙堂依山层叠而立，
一庙宇中有块高悬的乌木匾，“护
国利民”四个鎏金字闪闪发光。
随着景区翻新扩大，当地政府妥
善安置清泉寺附近村民，精准扶
贫让他们告别了低矮的旧房，住
上了舒适亮堂的新楼。提起清泉
寺清泉坝的变化，当地老百姓
说，以前想要好生活总不忘求神

拜佛，现在依靠党的好政策，加
上自己的辛勤努力，幸福触手可
及，日子越过越红火。

悠悠清泉，涓涓流淌，红色
基因早已渗透到清泉坝的每寸土
地。罗瑞卿大将就出生在清泉坝
马家坡。罗瑞卿逝世后，他的故
居更名为罗瑞卿纪念馆，成为红
色教育基地。两袖清风，一生正
气，是对将军忠义品格的真实写
照。绿树青瓦，缅怀功绩。塑像
前那棵高大的雪松，在阳光下英
姿挺拔，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动人
的故事。

如今，罗瑞卿纪念馆周围的
清泉坝像极了嘉陵江畔的一叶绿
舟，成为南充城市会客厅之一。
楼宇林立其内，清泉坝湿地公园
环绕其外，互通工程通车，清泉
坝打开了外联交通线，践行生态
环保理念，建设民众宜居小镇，
吸引众多商家云集于此。

漫步清泉广场，视野开阔，
一路繁花绿树。行至观江平台，
放眼看去，碧江净澈，鸟鸣声
声，浮云翩翩。上观龙门烟霞似
锦，下望江岸高楼如林。再往
西，竹境园、童乐园、五彩田园
次第铺开，山、水、林、禅融为
一体，临江游步道与紧挨的双女
石公园无缝衔接，串联起嘉陵江
畔靓丽的胜景，绘就南充文旅新
篇。展望未来，将军学校列入了

“八校十园”基础教育建设项目，
一座崭新美丽的校园将给孩子们
带来幸福快乐的童年。

“梅河到了啊——”，列车员口
中亲切的“梅河”就是梅河口，位于
吉林省东南部，原名海龙县，因地处
梅河入柳河河口而得名，我更愿叫
它梅城。

稀疏的星光下，梅城像部老电
影，朴拙、斑驳，光影流转着岁月的
沧桑。自古以来，它就是交通和经贸
的通道，兵家必争之地，清初属盛京
封禁围场之地。民国时期，东北民众
在这里自筹资金、自行施工，建造了
东北第一条铁路奉（奉天）海（海龙）
铁路，开创了东北铁路史的先河。解
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此
多次召开的“梅河口会议”，对解放
东北、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具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

打个盹的工夫，梅城醒了，我最
先嗅到了它温润的气息，淡雾与薄
雪使它看上去氤氲润泽。令我惊讶
的是它的明丽，街上以绿色为主基
调的出租车、公交车，一点点、一片
片、一汩汩流动起浅绿黄绿深绿的
浪潮，跳动着这个城市的活泼与热
情，绿是这座北方小城的标签。

“水在城中，城在绿中，人在景
中”。穿城而过的辉发河水系庞大，
大小河流 50 多条，纵横交错，一个
个湿地公园如翡翠一样点缀城中，
与森林公园、植物园里铺展的天然
林草，共同描绘着“林水相间、河湖
相连、森林包围城市”的美卷。

梅城独特的河湖连通生态水
系，使得市区街路、住宅、公园、树
木、河流、湿地、湖泊融为一体，形成
东北的“江南水乡”。滨河两岸的景
观带上、湿地公园里，江南风格的亭
台水榭、白玉拱桥、园林小品布局巧
妙。春夏之时，这里绿植葳蕤，鲜花
美艳，如诗如画。

全景化的城区设计，让梅城变
成一个大景区。从市区出发，1个小
时车程，可到有东北“小西湖”之称
的海龙湖公园 700 亩水域泛舟，可
去长白山植物园观赏具有长白山风
情的奇花异草，还可以去鸡冠山森

林公园沐浴林海清凉。
梅城不仅空气清新，环境整洁，

百姓素质也高。走在大街小巷，风中
没有烟尘气，耳边没有粗言秽语，热
闹又祥和。繁华的商业街，商铺林
立，商品琳琅满目，徽派风格的十里
铺，黛瓦白墙与飘散的落雪形成天
然的水墨画，人在其中，如在画里。
往来的女孩略施粉黛、淡扫娥眉，个
个如姑苏女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梅城的女人皮肤细腻白皙，眉眼清
丽，体态婀娜，不能不归功于此地的
好水土。

梅城是国家商品粮基地，梅河
大米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

“皇粮御米”和亚运会专用食品之
称，饮誉海内外。梅城除了有上好的
牛羊肉外还有鹿肉可享，鹿肉汤营
养多，酱鹿肉骨头味道美，大家说说
笑笑围在一起包顿鹿肉馅饺子，让
人感觉回到了老家。冬天，铁锅炖大
鹅是这里的时令菜，大鹅多是散养
的，肉质鲜美，雪后，鹅毛好褪，鹅肉
口感味道更好。伴着漫天的雪花，大
鹅炖酸菜、炖土豆，锅里咕嘟咕嘟冒

着香气。到梅城当晚，主人用大鹅炖
酸菜待客，酸菜酸爽，鹅肉烂、软、
香，酒杯倒满了红葡萄酒，旅程的疲
惫与辛苦都化成了满足与享受。

美餐一顿，出来赏“十里霓虹”。
梅城“不夜之魅”气韵惊艳，璀璨夺
目的光影将梅城幻化成色彩斑斓的
琉璃世界。除了当地人，还有不少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此流连，不同
地域的口音交织在这座“全国十佳

‘美丽中国·最美城镇’”。不觉中，我
走上彩虹桥。临水而居的梅城多桥，
桥是梅城美丽的头钗，梅城的桥或
弯或直，或平或拱或吊，姿态各异，
风情万种。彩虹桥桥身如三道彩虹，
桥上彩光流泻，变幻万千，美如君主
的王冠，桥下水面霓虹倒映，美轮美
奂，不知身处天上还是人间。

塞外江南，东北明珠，梅河口，
期待下一次与你相遇。

图为梅河口风光。

2022中国旅游

新需求激发新动力
本报记者 尹 婕

2022中国旅游

新需求激发新动力
本报记者 尹 婕

绿孔雀栖居哀牢山
苏轼冰文/图

绿孔雀栖居哀牢山
苏轼冰文/图

遇见梅河口
曲 波文/图

遇见梅河口
曲曲 波波文文//图图

悠
悠
清
泉

熊

雄

悠
悠
清
泉

熊

雄

莽莽哀牢山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