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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贡宪云）石板街、
古门楼、拱石桥、小木舟……9月23日上
午，作为本届旅发大会参会嘉宾，河北十
点十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文创经理崔帅
帅，在参观完涉县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
部陈列馆后，因临时有事没有继续观摩
之旅。事后，他通过云相册、云直播方式

“游走”涉县赤水湾太行民俗小镇，同样
体验到北方水乡的独特魅力。

为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本届
旅发大会主要活动全部“上云”，通过网
络直播、开设专题、网络互动等方式，让
观众足不出户“云游”邯郸古城，领略燕

赵之美。
突出红色文化主题、挖掘抗战文化

内涵，涉县红色记忆小镇筛选当地30多
处特色遗址进行集中复原，再现了抗战
时期的人文历史风貌；围绕“山水邯郸，
绿色复兴”主题，邯郸市复兴区重点打造
山水邯郸、矿坑花园、清渠如许等“园博
十景”，将过去的工业废料排放地改造提
升为美丽景点……在本届旅发大会“云
观摩”活动中，媒体主播踩线拍摄，行业
人士现身说法，详细介绍邯郸标志性的
文旅项目，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更深
地了解燕赵文化。

作为本届旅发大会的重头戏，河北
省旅游发展成果展重点推出了线上展
览，除了对线下展览进行直播，还对河北
省特色文创产品、旅游商品以及农副产
品开展直播带货，让游客不仅可以看到
精彩，还能买到实惠。

“实体展会展期较短，展馆面积也有
限，而云展示、云直播则突破了时间和地
域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参观访问。”河北
省个性化教育协会副会长刘江表示，“云
上旅发”打造了永不落幕的旅发大会，让
更多受众“云”游河北。

本届旅发大会，一批文旅项目“云”

签约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虽然不在旅发大会现场签约，但项

目的含金量一点也不低。”平山县沕沕水
生态风景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侯思明说，
瞄准景观提升、服务升级的目标，他们与
中传致汇（河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完成“云”签约，沕沕水景区将迎来全面改
造提升，给游客带来更好的观赏体验。

专家认为，疫情倒逼文旅产业进行
数字化转型。“云上旅发”节省了商家在
人力、物资、场地等方面的费用，传播覆
盖面更广，信息传递更加及时，并可与客
户实时互动，将为观众带来别样精彩。

“云上旅发”别样精彩

涉县是红色热土、革命老区，也是太
行红河谷文化旅游经济带的核心承载
地。作为第六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主会场，涉县集中力量打造了一批主
题鲜明、特色突出、业态丰富的精品项
目，持续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实现更大突
破、更大发展。

9 月 23 日，与会嘉宾集中观摩了涉
县线下观摩项目。嘉宾们表示，涉县旅
游要素已经逐步完善，县域内汇集了红、
古、山水、乡村等丰富景观，全县域已经
成为一个大景区，全季全时有看头、有看
点、有亮点。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八路军一二九
师，在涉县战斗生活达6年之久，在这里
留下了大量红色记忆、红色旧址，同时也
为涉县留下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
于担当、勇于胜利”的一二九师精神。

观摩中，与会嘉宾对涉县的红色旅
游资源十分热爱。在八路军一二九师陈
列馆、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及连
心巷，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与会嘉宾对
眼前的一幅幅图片和一件件实物产生崇
敬之情。

八路军研究会副秘书长兼太行分会
会长李彤妍今年已75岁，对涉县怀有深
厚感情。“涉县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每
次来都有新变化。”李彤妍说，对涉县而
言，红色文化资源是核心旅游资源，应该
充分保护和利用。在发展红色旅游方
面，应该特别注重内涵提升，要充分利用
和发挥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
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本次旅发大会把邯郸的历史、文
化、生态、康养等元素高度融合，我认为
很多项目能够成为我省大中小学生开展
研究性学习的校外教育活动基地。”河北
省个性化教育协会副会长刘江表示，作
为全省大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旅行和红色
爱国主义教育的执行机构，河北省个性

化教育协会将借助旅发大会契机，与教
育部门协作，研究出台研学实践劳动教
育基地评选标准，从历届旅发大会的观
摩景区中确定研学旅行、劳动教育、红色
教育基地，着力提升研学旅行接待服务
质量和水平。

石岗连泉农旅产业走廊，是太行红
河谷农旅融合示范区，打造了“农业+旅
游”的农旅融合新业态，逐步形成“农旅
结合、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产业格局，
产业年收入达1.4亿元，带动3500余人实
现就近就业。在石岗连泉农旅产业走廊
引领带动下，涉县目前已发展起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30多个。

有山就有绿，有绿就有美。涉县是深
山区，在太行红河谷建设中，涉县通过自
然生态与人文乡土景观的有机融合，构建

出一幅山河壮丽、四季皆景的太行最美画
卷。观摩过程中，嘉宾们连声称赞涉县优
良的生态环境，他们表示，“红”“绿”相融，
是涉县旅游最大的亮点和特点。

娲皇宫国际露营地项目是本次项目
观摩的重点之一。该项目主要建设游客
接待中心、酒店住宿区、帐篷露营地、文
娱活动拓展训练区、亲子游乐区、房车露
营区等6大功能区域，开发生态观光、垂
钓休憩、休闲娱乐相结合的旅游产品，打
造了集旅游度假、拓展训练、户外露营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露营基地。

看红看绿看产业。涉县相关负责人
介绍，他们以“英雄太行山、中国红河谷”
为定位，规划建设的太行红河谷文化旅
游经济带总面积约1959平方公里。这条
经济带以1条清漳河谷产业轴、1个山水

休闲度假环、1 个旅游街区、9 个特色小
镇、13个精品景区、137个美丽乡村为支
撑，依托便捷高效的外围交通网络和“一
水路、一大环、五小环、两步道”的内部交
通体系，全力打造红色革命文化寻踪之
旅、太行奋斗精神研学之旅、太行历史文
化探奇之旅、太行山水游赏度假之旅等
四大精品旅游线路，着力打造“国家红色
研学旅游示范区、太行山绿色产业示范
区和特色山水旅游胜地”。

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要求，
涉县先行开发了河谷段42公里，总面积
约208平方公里，作为示范带动。未来，
涉县将把太行红河谷建设成为国际知
名、国内一流、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
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文化旅
游经济带。

“红”“绿”相融助推全域旅游发展
——涉县把全县域打造成一个大景区

河北日报记者 马彦铭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英雄太行
山，中国红河谷。9月22日至24日，第六
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古城邯郸
举办。发挥承办县（市、区）红色资源和
生态旅游资源优势，大会重点打造“国家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太行红河谷文化
旅游经济带”，形成“1+7”品牌体系，推出
太行山旅游风景道和七大片区，促进文
化、生态、康养、旅游深度融合，构建全域
旅游发展新格局。

看红看绿看产业，深山路畅不觉
远。在本届旅发大会上，站上“C 位”的
是贯穿整个“太行红河谷文化旅游经济
带”的太行山旅游风景道。它全长235公
里、贯穿 4 个县区，串起了 35 个特色村
落、39个美丽乡村、68个旅游景区景点，
串起了东方文明发祥地之一的磁山文
化、全国五大祭祖圣地之一的女娲文化

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摩崖刻经群的北齐
石窟文化。蜿蜒曲折呈“C”形的太行山
旅游风景道，宛若一条耀眼的“太行项
链”镶嵌在整个太行红河谷。

以大会观摩线路为基底，通过景观
提升、完善功能，邯郸市沿轴线还打造了
太行风云路、平步青云路、锦绣漳河路、
古韵磁州道、成语邯郸道和复兴园博路
等6大主题景观段，形成邯郸中西部漫游
大环线。

沿途看风景，驻足赏人文。本届旅
发大会打造的七大片区各具魅力。

太行红河谷，以红色历史遗迹、赤壁
丹崖地质、太行秋红多彩植物景观、河谷
田园写意为特色，打造“国家红色研学旅
游示范区、太行山绿色产业示范区、特色
山水旅游胜地”。

水韵古磁州，以滏阳河为脉，以溢泉

湖为心，辐射带动磁州水墨园等景点，形
成滨水休闲文化娱乐度假区。

康养东太行，围绕东太行、七步沟等
核心景区，鼓励社会资本开发精品民宿
等山地度假旅游产品，打造山地康养旅
游基地。

响堂石窟寺，以推进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响堂山石窟的数字化展陈为示
范样板，讲好北齐皇家石窟文化。

复兴园博园，围绕“山水邯郸、绿色
复兴”主题，以园博园、沁河、康湖为空间
载体，打造太行山地区资源型经济转型
的示范样板。

广府太极城，恢复提升太极宗师圣
迹、故居，建设古城环城观光水路，打造
世界太极拳文化旅游目的地。

古赵回车巷，以串城街、邯郸文化艺
术中心等为基础，打造成语主题文化街

区和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围绕“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绿色发

展”主题，立足打造“国际国内知名文化
旅游目的地”定位，本次大会观摩项目严
格遵循“五看五不看”原则，即主要看项
目文旅融合的效果、看生态建设的成果、
看长效运营的机制、看产业带动的模式、
看创新发展的业态；手续不全的不看、无
长期运营的不看、业态重复的不看、站位
不高的不看、地产为主的不看。观摩项
目涵盖了主题住宿、田园生活、山地康
体、养生度假、历史文化体验等多种类
别，力求让与会嘉宾和游客眼前一亮、耳
目一新。

一条风景大道遍览太行之美，七大
片区尽展古都韵味。来邯郸，看一幅自
然、历史、经济、人文独具风采的壮美
画卷！

重点打造“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太行红河谷文化旅游经济带”

“1+7”品牌体系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记者手记

找准结合点，促进农旅深度融合
河北日报记者 刘剑英

9月24日，第六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与会嘉宾到邯郸市永年区广府古城观摩。观摩过
程中，嘉宾们被广府古城“无处不太极”的独特魅
力所折服。大家表示，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太极拳为旅游增添了许多精彩。

来到永年区，嘉宾们先乘游船观摩了永年洼
水系。12公里的环水观光线路，鱼虾共生、碧水
风荷、雁戏鸟鸣，风景美不胜收。“杨氏太极拳拳架
舒展，结构严谨，舒展大方、立身中正、动作柔和。
武氏太极拳小巧紧凑，形似干枝老梅，却在静中暗
含开、合、隐、现……”游览过程中，太极拳传承人
为大家讲解了太极拳的相关知识，并进行了表
演。刚到广府古城，嘉宾们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太
极氛围。

杨露禅故居的古装情景演出《大师归来》、四
号岛上太极印象情景演出《又见惊鸿》、南大街上
街头音乐情景演出《我的太极我的城》、府衙内外
大型古典情景剧演出《天地大道》、武家大院古装
情景演出《武韵留香》以及东瓮城内、水滴码头太
极拳集体表演，水路水面各类船只布置形状，广府
古城呈现出“无处不太极、无时不太极”的盛大
场景。

永年区是“太极拳之乡”，太极拳习练者达42
万人，到永年学习太极拳的外地人年均超过10万
人。“太极+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推动了永年旅游
产业快速发展。2020 年 12 月 17 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太极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又为永年发挥太极之乡品牌优势增添了新
的力量。

作为本届省旅发大会重点打造的七片区之
一，永年区对杨露禅故居、武禹襄故居、太极文化
博物馆进行提升改造，还对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
人傅钟文的纪念祠进行全面改造，同时，全长12
公里的环水观光项目全线竣工，广府“古城、水城、
太极城”的特色更加突出。

了解到广府古城距今已有2600多年历史，看
到太极拳习练者个个精神抖擞，或快慢相间、或柔
化刚发，嘉宾们感叹，深度感悟了太极拳文化神
韵，“真是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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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在石家庄开幕
（上接第一版）定州市、辛集市等代表团带来第一
组14个参赛剧（节）目，涉及音乐、舞蹈、戏剧、曲
艺等多个门类，展现出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共同
繁荣进步的精神风貌。

“文冠花开等你来，文冠花开我就来。哥哥
的心思你该明白，妹妹的心思你可别猜……”伴
随着喜悦、甜美的背景音乐，歌曲《文冠花开》
唱响舞台，赢得阵阵掌声。“这首歌描绘了邯郸

市邱县文冠花开时节香飘千里的喜悦场景，唱
出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们满怀信心迎发
展的激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主唱马
可说，妻子程艳是汉族人，他是回族人，夫妇二
人共唱的《文冠花开》表达了回汉一家亲的美

好心愿。
由20多名学生表演的舞蹈《云歌》，以蒙古

族传统舞蹈为基础，节奏紧凑，音乐、灯光、服装、
队形的巧妙设计更是鲜活地体现了云的动静之
姿和草原的雄壮之美。该舞蹈领队、河北工程技

术学院舞蹈系主任张会改介绍，从最初查阅资
料、采风、创作构思、动作设计，到最后节目成型，
整个过程不仅让他们收获了讲好故事的本领，更
领略和学习到各民族精彩的传统文化。

“少数民族文艺调演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
体，为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展示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舞台。”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文教科
技处处长耿栋良介绍，本届调演推出了一大批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舞台
艺术精品，各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充
分展示了少数民族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民
族风格。

9月23日，游客在邯郸市涉县八路军一二九师陈列馆参观。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9 月 23 日，
河北省旅游发展
成果展展厅内，
一位嘉宾正在扫
描二维码，体验

“乐游冀”平台。
通过该平台，游
客可以享受从目
的地选择、购票、
交通出行、导游
导览、入住酒店、
预约入园到智能
浏览、购物等旅
游全程智慧化服
务，实现了“一部
手机游河北”。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年产业收入达1.4亿元，带动
3500余人就近就业。9月23日，第
六届省旅发大会观摩中，涉县石岗
连泉农旅产业走廊引起许多参会
嘉宾的关注。

石岗、连泉，两个小山村年产
业收入超亿元，“农旅融合”功不
可没。这里不仅有冷水鱼养殖、
水稻、设施蔬菜等特色产业，还有
农家乐、渔家乐、乡村民宿、休闲
观光园区、教育基地等多种休闲
农业新业态，实现了产业横向、纵
向融合，各类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达103个。

农旅融合是开发利用农业旅
游资源的重要路径，但如何实现农
旅相融？涉县精准把握游客消费
心理，构筑“三点一线”，该做法可
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首先是“看点”。同样是乡村旅
游，在石岗连泉农旅产业走廊，不仅
可以看到田园风光、青山绿水，更有
其他乡村难得一见的景致，比如长
一两米的鲟鱼，用紫黄绿白四色水
稻种植而成、以“女娲补天”为主题
的千亩稻田画，这些独特的视觉享
受吸引着不少游客专程来“打卡”。

二是“品点”。“吃住行游购娱”
旅游六要素中，“吃”排名首位，独
具特色的美食往往是人们关于某
个地方旅游记忆的重要内容。滑

溜鱼片、麻辣鱼皮、糖醋鱼骨、美味
鱼丸汤等“鲟鱼八吃”，小米焖饭、
菜锅小卷、粗粮抿节等地方小吃，
小山村的美食绝对可以满足你的
味蕾。在这里，游客还可以自己动
手采摘时蔬、捞鱼抓虾，让旅游体
验更丰富。

三是“卖点”。追求“舌尖上的
美味”，首先要保证“舌尖上的安
全”。涉县生态环境良好，石岗连
泉农旅产业走廊产的农产品，用的
是地下冷泉水，水质清纯，矿物质
丰富；采用传统耕种方式，虽然价
格高于普通产品，但由于品质好，
产品十分走俏。

“一线”，则是指设立农旅产
业电商中心，让农特产品“上线”
销售。通过设置 O2O 展厅，游客
可以线下体验、线上下单，从而带
火了农产品销售，促进了农民增
收。

农业因旅游而兴旺，旅游因农
业而兴盛。找准游客需求与产业发
展的结合点，通过开发个性化、差异
化农旅融合项目留住游客，促进旅
游终端消费，增强了乡村旅游生命
力。尽管涉县石岗连泉农旅产业走
廊在旅游配套设施上还有需要提升
和完善之处，但这种从游客消费需
求出发、促进农旅融合的思路值得
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