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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 in巷
■ 韦平

初春时节， 前往皖南赏花的游客络绎不
绝。 游客们既为无边花海而沉醉，也为当地特
色老街所吸引，位于黄山市的“黎阳 in 巷”就是
其中之一。 游客行走其间，感受扑面的时尚气
息，体味幽幽的历史文化底蕴，仿佛踏入了一
条时空隧道，进行了一次跨越数百年沧桑变迁
的奇幻旅游。

黎阳 in巷在以前的黎阳老街基础上拓展而

成，既是一个消费、休闲街区，也是一个知名景
区。 据说名称出自专业策划人之手，有人说是“黎
阳印象”的谐音，也有人说是国际青年亚文化“有
in 一族”的时髦引进（“internationalize”，即“国际
化的时尚街区”），说法不一，但的确算是融合了
古今中外、主流文化和亚文化。

游客们穿过高高耸立的 “黎阳 ”石牌坊 ，
踏着石板路，伴着一汪活渠水，就迈进了一条
蜿蜒曲折的巷子。 “黎阳 in 巷”是由滨江休闲
街区、 特色美食街区和黎阳老街文化街区三

条主街区组成 ，整个街区集餐饮 、休闲 、文化
体验和零售为一体， 既古朴典雅， 又现代时
尚；保持传统徽派建筑风格的同时，又有现代
欧陆街区风貌。其中，滨江休闲街区依傍三江
口 （横江 、率水 、新安江 ）的位置优势 ，聚合起
滨江码头、沿江酒吧、休闲商业、美术馆、电影
院 、非遗传承人工作室 、五星级酒店集群等 ，
游客们在这喝杯鸡尾酒，品盏黄山新茶，看场
电影 ，观摩美术展览 ，逛逛休闲店铺 ，参观非
遗精品的现场制作……特色美食街区， 几十

家大大小小的美食商铺与流动餐车， 向游客
们提供以徽菜与徽州小吃为主的特色美食和
一些域外美食。臭鳜鱼、毛豆腐、屯溪醉蟹、寸
金糖等应有尽有，烤蜗牛、松露菌、鹅肝、鱼子
酱、派勒利、龙舌兰酒等也时时出现。 黎阳老
街文化街区给人印象最深的， 应该是那爿古
色古香的黎阳古戏台。 这是整个街区人气最
旺之处，一年四季上演着徽州民俗表演，看客
摩肩接踵。 早些时候，黎阳 in 巷还入选“华东
六省一市唯一的全国网络春晚外景拍摄地”。
日游黄山，夜泊黎阳。 这里夜景的多姿多彩，
从星罗棋布于各个街区里的十几家民宿的名
称中也可以看出 ：“徽自在 ”“古早叙 ”“初遇 ”
“不见山客栈”……从这些颇有意味的别致名
称中 ，我们体会到这条 “巷子 ”与他处不同的
悠然风韵。

·一方水土·

综艺舞台“燃”起国风热潮

据人民网报道，回顾近年综艺节目，“国风”已成为
一个触发荧屏高光时刻的“开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河南卫视、广东卫视通过《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和
《国乐大典》等节目拨动了观众的心弦，迅速刷屏社交网
络，成为新的“流量密码”。 对此，执导了河南卫视“中国
节日”系列节目的导演路红莉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在
过每一个中国节日的时候都那么投入？因为这里面承载
着情感和文化，我们的节目通过深耕深挖，可以向大众
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

图书价格亟待规范化管理

据新华网报道，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相关
规划，提及推动制定相关法规规章的计划，其中包括业
内人士已呼吁多年的图书价格的管理与规范。对此，有
业内人士表示，推动图书价格立法，并不是要禁止图书
市场进行正常的竞争， 而是要消除过度竞争和恶性竞
争。 市场经济离不开竞争，但是，当竞争所造成的行业
经济损失大于由竞争所获得的行业经济利益时， 竞争
就是过度的、恶性的、自杀式的、破坏性的，反而会阻碍
行业发展。

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报道，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全国
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华为公司签定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
将共同就 5G 技术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领域的推广应
用进行合作， 聚焦数字化创新技术在公共文化行业应
用，赋能基层文化服务，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高效、
高质量发展。 此外，双方还将共同就虚拟现实、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应用实践开展合作

研究，创新服务业态，提升服务水平。
（谷雨/文 冠贤/图）

文旅部与华为联手推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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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上“考古圈”亮点十足

据人民日报报道，3000 年前三星堆的手艺人到底
怎么制作出精美的金面具？河南省考古队领队每天都在
挖什么？ 一个个有亮点、有趣味的考古相关的热门话题
吸引着大众的视线。 这些话题的发起人并不是官方团
队，而是活跃在各大网络平台的自媒体账号：业内人士
利用自己的第一手资料为公众掀开考古、 文物工作的
“神秘面纱”；业外的人们，则更多从自己兴趣出发，灵敏
地发现富有价值的传播点。 在这样的信息时代，对于考
古热点，无论是业内还是业外，普通的个体也能发出属
于自己的精彩声音。

··特别报道··

姹紫嫣红开遍，江淮“微赏花”
春回大地，大自然仿佛打翻了调色盘，将丰富多样、鲜艳缤纷的色彩泼洒在江淮大地上。 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条件下，短周期、近距离、慢节奏的“微赏花”更受游客青睐。
跳出春季赏花旅游的局限，打造更多个性化的旅游项目，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旅游需求，各个景区

才能迎来源源不断的游客。

33月 1166日上午，，游客在巢湖经济开发区半汤郁金
香高地景区游玩、、赏花。。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
新安江岸油菜花一望无际的黄， 大别山之
巅映山红火一样的赤， 江淮分水岭脊无边
桃花的粉， 黄河故道上万亩梨花的白……
春回大地，大自然仿佛打翻了调色盘，将丰
富多样、 鲜艳缤纷的色彩泼洒在江淮大地
上。 油菜花和映山红争春， 桃花与梨花竞
放，各种明媚的色彩碰撞在一起，组成一幅
幅颜色鲜明、风格清新的唯美图画。

从看花景到逛花城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春临江
淮， 每年一度的热闹赏花季总是从梅花开
始。 冰雪初融，天地生机微露，梅花便倔强
地绽开了笑脸，一丛丛、一簇簇，顶着微寒
的春风傲立枝头。

歙县雄村乡山坳里，循着盛开的梅花
便能到达卖花渔村。 村民的庭院里、门窗
外，遒劲的梅枝和各色梅花装点着每处角
落 。 红梅 、白梅 、绿梅 ，花雨成海 ，暗香浮
动。 卖花渔村不养鱼、只养花，不卖鱼、只
卖盆景 ，几乎家家户户都以种花 、培制花
桩、制作盆景为生。 作为徽派盆景艺术的
代表 ，卖花渔村盛产的徽梅 ，不仅培育了
造型别致的梅花，更蕴涵着博大精深的徽
文化。

梅花过后，随着气温回升，百花闹春火
热开场。 油菜花、梨花、樱花、桃花、杏花、映
山红 、芍药花 ，红的 、黄的 、白的 、粉的 、紫
的，江淮大地沉浸在花的海洋里，宛若一幅
色彩斑斓的水彩画。

蜿蜒的河水清澈见底， 次第绽放的梅
花、迎春花、海棠花、樱花装饰两岸，这里是
合肥市匡河公园， 市民每年春天争相 “打
卡”的必到一站。 由于景色优美、游人渐多，
近两年， 合肥市相关部门修建了步道和阶
梯，不断完善休憩游览设施。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短周期、近
距离、慢节奏的周边游已经成为主流，早出
晚归的城市周边“微赏花”更受游客青睐。
如今， 合肥市各县区不断推出城市景观带
提升建设项目，创造更多“小而美”的风景，
让休闲“微旅游”嵌入百姓日常。 杏花公园
的杏花、环城公园的荷花、滨湖国家森林公
园的樱花……每逢赏花季， 市民便会呼朋
唤友、扶老携幼，组团前往这些不收门票的
景区景点。

从花旅游到花经济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
北望黄河故道，砀山百年老梨树林中，梨花
开时，如云似雪。 近年来，砀山县以梨花为
主题举办节庆活动，已经打响闪亮品牌。 高
亢的淮北梆子响彻花海， 激烈的斗羊民俗
上演阡陌，浓烈的地方风味香飘农家，吸引
游客纷至沓来，地方特产、特色民俗等更借
助梨花节庆打响知名度。

春天的花朵在诗人眼里是春天使者，
在农家眼里是经济作物， 在游客眼里是醉
人风景。 以花的名义相约春天里，络绎不绝
的游客不但带来火热的人气， 而且给地方
经济发展带来旺盛财气。

来安县张山镇仰山村的万亩桃林是
驰名皖东的一方盛景 ， 每年桃花盛开时

节，周边县市乃至江苏的大量游客前来参
观游览。赏桃花、观民俗、购特产、游乡村、
品美食，以桃花为媒，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如今， 在仰山村桃文化旅游节带动下，张
山镇周边已经陆续建起意农山庄、汊河小
李庄 、景华生态文化园 、半塔古泉山水人
家等多个高质量的农家乐景点。来安县文
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冯佳佳说 ：“以节庆活
动提高品牌影响力，以品牌影响力带动市
场认可 ，以市场认可带动农户种植 ，以农
户种植带动乡村旅游发展， 从而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 ”

春天到皖南欣赏油菜花， 已经成为享
誉全国的旅游名片。 为了打造徽州特色的
油菜花景，黄山市近年来实施“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精品工程”，以旅游景区景点及百
佳摄影点、美丽乡村周边、旅游公路沿线、
主要河流两侧为重点， 创建重点区域油菜
示范片，每亩给予一定补贴，区县根据市财
政拨款再按照固定比例落实配套， 大力鼓
励农户种植油菜。 黄山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以山地云海为代表的歙县石
潭， 以梯田为代表的徽州区灵山， 以古村
落、美丽乡村为代表的休宁祖源，黄山市各
区县为游客打造了一处处充满创意、 各具
特色的油菜花海。

从一季花到四季景

春天总是匆匆，花期不免短暂，喧闹的
赏花季之后，如何延续旅游热度？

春天赏桃花， 夏天看荷花， 秋天闻桂
花，冬天观腊梅，合肥植物园凭借丰富的植
物资源，打造一年四季皆可观花的景观，颇

受市民欢迎。 合肥大蜀山西麓的四季花海
引进二月兰、矮牵牛、孔雀草、北美海棠、丛
生紫薇、绣线菊等数百种树木和花卉，四季
有花赏、月月闻花香，成为市民争相“打卡”
的网红景区。 从春季赏花延长到四季赏花，
景区得以持续保持人气。

舒心的旅游不仅限于赏花， 美好的体
验更在赏花之外。 吃住行游购娱，谓之“旅
游六要素”， 只有跳出春季赏花旅游的局
限，打造更多个性化的旅游项目，满足游客
多样化的旅游需求， 景区才能迎来源源不
断的游客。

大别山深处，岳西县天峡风景区，每年
千亩野生七彩杜鹃盛开时节， 绚丽的色彩
装点苍翠的青山，长三角游客摩肩接踵。 天
峡风景区市场营销总监谭文星说：“景区集
高山、峭壁、峡谷、湿地、洞穴、古庵遗址等
于一体，生态环境绝佳。 经过多年打造，我
们增添了丛林滑道、彩虹滑草、峡谷漂流、
高空玻璃桥、 打涟漪以及田园乡村民俗等
项目。 春赏杜鹃、夏天避暑、秋品美食、冬季
养生，游客一年四季体验不同，景区也因此
维持较高的人气。 ”

歙县霞坑镇石潭村，尤其以春天的油
菜花享誉摄影旅游圈 。 由于油菜花开短
暂 ，石潭村旅游的淡旺季特别明显 ，春季
游客接待压力大， 其他季节游客量骤降。
石潭村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 ，该村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 着力丰富旅游业态，推
出一批重点旅游项目。 同时，镇村两级鼓
励农家乐和民宿发展，免费发放种子和肥
料，引导村民种植向日葵等不同季节的观
赏植物，并充分挖掘民俗风情、人文资源，
举办民俗表演、徽文化体验、摄影展赛、书
画艺术交流等活动，让游客在淡季旅游有
看头、更有说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