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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城发现普利寺大殿旧址基础

雪季遭受重创
“夏补”寄予厚望

在太舞集团市场中心总经理聂宁宁
的印象中，刚刚过去的雪季可谓“冰火两
重天”。

“2019-2020 雪季之初，我们这里大
型赛事活动不断，客流量快速增长。尤其
是随着京张高铁、京礼高速开通运营，太
舞进入日均收入 200 万元的高速增长
期，较去年同期增加 80%。今年春节前，
我们的酒店客房很早就预订一空。但随
着疫情突如其来，小镇暂停开放，运营收
入断崖式下跌。虽然 2 月 26 日太舞开始

‘有限复业’，但很少的客流量根本无法
让运营复苏。”聂宁宁无奈地说。

省内其他滑雪场的情况大同小异。
野三坡滑雪场仅营业两个多月就因疫情
关闭，客流量只有不到8000人次，远低于
预期。

几乎九成以上的滑雪场全年营收依
赖于雪季，2019-2020雪季遭受的重创，
甚至动摇了一些滑雪场的生存根基，让大
家开始重新审视四季运营方面的不足。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4 月
13日，太舞滑雪小镇副总裁王世刚在“冬
鼎云论坛”上与业界交流时表示，必须打
破“一季养三季”的传统做法，依靠四季
运营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秦皇岛紫云山滑雪场·松果乐园在
三年前就开始尝试四季运营，尽管今夏
的运营时间被迫延后，但从四月初他们
就开始规划，希望能够实现“雪季损失夏
季补”，维持收支平衡。

聂宁宁表示，作为省内乃至国内滑

雪场中四季运营的先行者、探索者，太舞
去年夏季接待的游客数量超过 2018-
2019 雪季，在夏季运营方面已经积累了
成功经验。面对疫情，早在这个雪季结束
前，他们就着手进行了今年夏季运营的
谋划和准备，“今年的夏季运营担子更
重，我们希望一切顺利。”

活动、营销多方发力
争取融入更多业态

6 月 11 日，石家庄西部长青滑雪小
镇的微信公众号，推送了新一期的优
惠措施：门票特惠、好物特价、超值套
餐……翻阅其近期的更新，还可见微粉
亲子游、游乐项目有奖征集、惠民旅游直
通车等促销内容。

自3月底复业后，主打四季滑雪与绿
色景区配套运营的西部长青就开始进入繁
忙的夏季运营状态。与去年相比，他们今年
夏季运营的优惠措施和活动明显增多。

崇礼区各大滑雪场今年夏季营销的
力度也明显上升。如富龙四季小镇国际度
假区预售的2020-2021雪季至尊全季卡
中，附赠了露营、户外音乐季、ATV全地形
车等多项夏季权益；同是这款全季卡，去
年在夏季项目方面仅一项乐高专享乐园。

“活动是夏季运营最好的引流方式。”
聂宁宁说，今年太舞的夏季运营力求做到

“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惊喜”，目前拟定的
夏季活动至少有60场，除已形成届次的

“越山向海”人车接力赛、斯巴达勇士赛、
崇礼 168 越野赛等赛事，还有山地艺术
季、山地狂欢节等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内
容和形式也根据疫情防控和客户需求进
行了丰富和调整，像太舞 18℃缤纷盛夏

活动，今年更侧重于家庭式度假游客的需
求，增加了更多的亲子互动环节。

疫情也使太舞关注到一些新的引流
方式。聂宁宁介绍，前不久他们举办了抖
音直播活动，反响良好。另外，他们发现
举办电竞赛事是与年轻人互动的好契
机，而太舞又具备举办电竞赛事和论坛
的成熟配套设施，并有自然风光和交通
优势，目前正积极与王者荣耀、魔兽世界
等电竞品牌商讨合作，希望把电竞赛事
打造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和增长点。

“我们以往尝试过的夏季运营项目
有40多项，今年又增加了草地战斗机等
新项目。”紫云山滑雪场·松果乐园董事
长程克军介绍说，为搞好今年的夏季运
营，他们对现有产品和设施进行了丰富
和改进，一方面对场地进行升级改造，使
得夏季运营项目的规模、面积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总结以往的运营经验和游客
需求，更有针对性地增添夏季游乐项目，
利用雪场建设优质草场，开展适合家庭
露营、休闲的户外营地等。

6月30日，紫云山滑雪场·松果乐园
还开放了为期两个月的夜场，并增设了放
飞萤火虫、露天影院等夜场项目，打造紫
云山滑雪场·松果乐园的夜间游玩特色。

市场预期谨慎乐观
突出特色才有竞争力

越来越多的滑雪场发力夏季运营，
但今夏的旅游客流会增长吗？

“经历了长时间宅家及在城市周边
的活动后，人们的活动半径正逐渐恢复
正常，很多个人乃至家庭其实特别期待
一次久违的、健康的户外之行。而滑雪场

普遍生态好、空气好，又不拥挤、不喧嚣，
是夏季户外休闲、避暑度假的好去处。所
以总体来看，滑雪场今夏客流市场可以
保持乐观的预期。”河北体育学院体育经
济与管理教研室主任庞善东说。但他同
时表示，今夏户外旅游市场的繁荣仍要
以巩固疫情防控成果为前提，所以目前
只能是“谨慎乐观”。

另外，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滑雪场
今夏的运营恐怕仍不能完全放开手脚。

程克军透露，他们 5 月中旬才正式
复业，相比往年，已经错过了“五一”客流
小高峰。此外，原计划于4月初动工的场
地设施升级改造也推后了。

以往，国际化的大型赛事和会议活动
是崇礼各大滑雪场夏季运营的重头戏之
一，但今年，这些赛事能否如期举办目前
还是未知数，即便能举办恐怕规模也要缩
减；此外，以往夏季运营的热门——针对学
生群体的营地活动，恐怕也会受到影响。

对此，太舞等大型滑雪场表示，会将
目标集中在挖掘国内市场、吸引国内游
客上，积极开拓国内合作品牌，比如今夏
将在太舞首次举办的迷笛音乐节，就是
国内夏季热门 IP；根据疫情期间不能开
展大型活动的情况，他们将着重开展一
些精品小众、健康安全的活动，从追求规
模效应努力向注重提升活动本身的质量
和吸引力转变。

“大家一起努力以期改变‘一季热三
季冷’的现象，自然是好事，但竞争也会
加剧。所以，切忌生搬硬套其他滑雪场的
经营模式，或只凭热情搞‘大水漫灌’，而
是要根据自身规模、市场环境等因素，努
力打造有特色、有卖点的夏季运营项
目。”庞善东建议。

2019-2020雪季，普遍经历“寒冬”的我省滑雪场纷纷发力夏季运营

滑雪场期盼“夏热”
对于太舞滑雪小镇而言，今年的夏

季，似乎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

“五一”期间，他们以一场太舞18℃缤

纷盛夏活动比往年提前一周开启夏季运

营，客流量达到日均4000人次，同比增

长明显，为复业自救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2019-2020雪季，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我省滑雪场普遍经历“寒冬”。重创

之下，许多滑雪场对今年的夏季运营寄予

厚望，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精力。那么，

“冬冷”之后能否迎来“夏热”，他们今夏的

运营能否取得突破呢？

□河北日报记者 赵瑞雪

▶近日，游客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太舞
滑雪场游玩。进入夏季以来，崇礼区各景
区游客回流，景区人气渐旺。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摄

石家庄永昌队将制定应对赛会制预案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2020赛季中超联赛将于7月25日开
赛。按照相关要求，7月3日上午，石家庄
永昌队全员进行了核酸检测。

新赛季中超联赛如何进行？从目前
消息来看，第一阶段16支球队将以上赛
季成绩为基础，通过蛇形分组分为 A、B
两个小组，A 组比赛在大连赛区进行，B
组比赛在苏州赛区进行。虽然截至目前，
永昌还没有接到具体通知，但他们大概
率会被分在B组，在苏州赛区进行比赛。

从分组形势来看，永昌有可能所在

的 B 组既有同为升班马的青岛黄海，又
有具有争冠实力的北京中赫国安和上海
上港，还有上赛季中游球队天津泰达和
武汉卓尔，以及上赛季保级区球队重庆
当代和河北华夏幸福。2 支争冠球队，2
支升班马，2支中游球队，2支保级球队，
实力阶梯分布均匀。

毋庸置疑，新赛季摆在永昌面前的
最现实任务是保级。“作为今年的升班
马，无论分到哪个组对球队来说都是考
验，我们除了做好备战，就是以最好的精
神状态去拼每一场比赛。”石家庄永昌足
球俱乐部新闻官赵博清表示，赛会制势

必会造成赛程的密集，球队已充分考虑
到可能出现的困难，将认真面对，研究制
定应对第一阶段比赛的预案。

从备战情况来看，中超 16支球队中
已有4队外援全部归队，永昌是其中之一。

穆里奇虽然离开中超多年，但状态
保持不错，热身赛中在中前场的衔接和
传球，保证了球队能够顺畅实现攻防转
换。马修斯则在与河南建业的热身赛中
替补出场，独中两元。新来的罗穆洛表现
出色，与队友之间串联不错。奥斯卡是目
前中超最年轻的外援之一，前途不可限
量。后卫苏祖也是中超联赛中少有的留

在国内的外援中后卫。
内援方面，永昌本赛季引进的5人分

别是门将韩锋、后腰王鹏、边后卫廖承
坚，还有中前场两名年轻球员邓宇彪、陈
蒲。在队内几名边缘球员离队后，永昌的
年龄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作为一名曾经两度执教永昌的教
练，古特比最大的乐趣就是进行技术分
析，他了解球队的特点，并给永昌打上了
鲜明的战术烙印。

目前，新赛季中超联赛各队何时以
何种方式抵达赛区，抵达赛区后是否要
在赛前进行统一隔离，还没有具体答案。
由于联赛赛制以及外援政策等变化所带
来的不确定性，永昌或许将面对许多难
以预料的困难，在新赛季前能做的就是
迎难而上。

□河北日报记者 肖 煜

“作家只有将自身的身份定位、写作行
为与书写对象聚焦于人民，向现实生活的
深处开掘，向精神思想的高处探索，才能创
作出真正有温度、有感情、有思想、有价值
的精品力作。”近日，省作协主席关仁山做
客河北文学馆读书荟网络直播间，为广大
网友做了题为“文学的人民性与精神性”的
专题讲座，5000余名文学爱好者在线观看，
并与关仁山进行互动。

作为河北文坛“三驾马车”之一，关仁
山早期以写实笔法生动描述了上世纪九十
年代社会转型期工厂、乡镇经济困境中普
通人的生存状态，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
近年来，他将目光聚焦于农民的精神诉求，
记录新时代农民的命运。在完成长篇小说

《金谷银山》后，又创作出长篇小说《大地长
歌》，生动反映了农民更新土地观念、勇于
开拓新型农业之路的创新精神。

“没有人强迫我创作，是火热的生活感
染、激励着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步履不
停。”关仁山结合自身多年的创作经验、生
活实践与社会思考，从文学的人民性与精
神性两个维度出发，翔实地阐明了文学与
人民、文学与精神、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辩证
关系。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许多文学作品记
录了时代、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迁，体现了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人民性”表征及其特
点。关仁山认为，其中具有典型性的是路
遥的《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创作，具有时
代感和前瞻意识，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传统道德的审美理想、书写苦难的情感基
调，及其传播方式与经典化过程中的群众
参与历程等多个层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
学人民性书写的审美追求及其意象。”关仁
山分析，《平凡的世界》关注了大变革时期
中国的“三农”问题，书写了“城乡交叉地
带”人民的生存与生活，反映了改革开放初
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展现了当代中
国变革的时代情绪及民众的精神心理动
向。路遥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表征充分体
现在对于人民的生存状态的悲悯情怀，以
及以伦理关系作为衡量道德之根本的审美
倾向和价值取向。

“文学的力度最终体现在精神气度
上。新时代的文学创作者一方面要敏锐地
捕捉变革时代现实生活的闪光点，努力发
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
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去；另一方面又要具
备对民族精神的探索能力，只有从对民族历史的现实剖析
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探索，把雄阔的历史与繁复的现实生
动呈现出来，作品的历史真实才能上升到新的审美层次。”
关仁山强调，文学要出现超拔、高越的精神性作品，就需要
作家提高文化修养，走出大众认识论。“提高文学的精神
性，需要作家独立的自我思考，书写真切的生命经验和感
知，表达我们对人民的关切、对生命的关切、对美的关切，
把个体的困惑和快乐与群体、民族乃至人类的困惑和快乐
融为一体，浇铸成为具体生动的故事和形象。”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日前，临城县对普利寺塔南面
进行土地平整时，发现了普利
寺大殿旧址基础（约16平方米
铺地砖），同时出土3个直径为
1米的柱础及琉璃瓦构件等遗
物。另外，在该基础附近出土
一尊佛龛残件、两根明代正德
年间石柱和一通明代石碑，距
今已有406年。

普利寺是临城县历史上
较大的寺院之一，因与宋徽宗
的关联让它名噪一时，是当时
北方重要的佛教寺院。普利
寺塔塔高 27.35 米，作为普利
寺唯一的遗存，是普利寺辉煌
的见证，也是邢台市最早的古
建筑，文化价值弥足珍贵。清
代杨宽、乔已百编纂的《临城县

志》载：“普利寺在县治东北郭
门内，肇建于唐。宋徽宗下晋
阳过此驻跸，命宰相蔡京书‘爽
亭’二字于石碣，赐额曰‘普
利’。”2017年，普利寺塔西南出
土了景泰四年（1453年）石碑残
件，碑文记载：“普利寺徽宗所
赐寺名”。考古人员在普利寺
塔南一处民居内发现一通石
碑，依稀可辨认有“普利寺兴于
唐时，寺后有宝塔”等文字。
2001年，普利寺塔入选全国第
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临城县文广体旅局局长贾
文博说：“本次发现的房屋旧址
和部分石刻，对研究普利寺的
规模和肇建年代均提供了实
物资料，为下一步普利寺遗址
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强大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