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企业要在防疫中练好“内功”

■ 吴晓征

疫情拖住了出游的脚步，却锁不住撒欢的
心。 “云”中观景，饱览山河，4 月下旬，黄山、华
山景区的官方联动直播火上了热搜，话题当日
总阅读量就达 1.06 亿。

自 1 月份起，黄山旅游股份公司试水直播
平台 ，百名主播从景观 、线路 、美食等不同角
度，领着网友“云”上逛皖南、游山水、品文化。
这次黄山景区在互联网头部企业平台直播，有
网友留言称“隔壁”华山也在直播，一场不期而
遇的名山互动偶然展开。

事先没排练，却产生奇妙反应 、撞出欢乐
火花。 两边的主播说云海、谈奇石、论侠文化，
互推对方景区， 网友隔屏游走于两山之间，踊
跃围观难得的“梦幻联动”。 网友们留言戏称：
“两大名山 ，隔空论剑 ，千里合击 ，天外飞仙 ”
“疫情退散，放我去看祖国大好河山”……

疫情，给文旅产业转型发展踩了一脚 “刹
车”，也加了一脚“油门”。 客流受到很大影响，
而“线上预约”日趋常态化，大量景区借助数字
化技术，实现了“限量、预约、错峰”。 各级旅游
产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平台建立，景区视频
数据、游客流量汇成大数据，成为行业监管、游

客出行、企业发展的重要参考。 更令人欣慰的
是文旅产业数字化进程提速，以 IP 构建为核心
的“科技+自然+文化”的新文创模式，立足新方
位、打造新业态、沉淀新价值。

近年来，黄山景区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
计算、区块链、VR、AR 等新技术应用上积极探
索。 今年以来，黄山旅游官方平台与蚂蚁集团
联手打造“安徽途马科技平台 ”，推出首款 3D
数字纪念门票，16000 份数字藏品短短 5 秒即
被一抢而空；透过头部网红经纪机构，展示黄
山好画面、好声音、好故事，以全新表达打开、
刷新黄山，农播、旅播、茶播基地在持续打造，

慢直播也在积极推进……
用好数字技术 ， 让自然和文化遗产活起

来，让美景、文化底蕴内涵超越地域限制，化作
更多游客渴慕的诗与远方 ，IP 影响力穿越时
空，直抵消费者日常生活，放大安徽自然文化
符号的吸引力。 而对很多年轻人而言，消费“体
验” 有时比消费东西更重要，“浸入式体验”的
感觉更亲近、真实，能形成更多归属感和用户
“黏性”。

这带给广大文旅企业的启示是：当前特殊
时期，考验管理，也提供了转型契机；要一手抓
防疫，一手练内功，调整架构，锻造品质，提升
自己；必须提振信心，漫长的春寒终将回暖，旅
游市场必然会走向复苏， 涌现新的火热需求。
旅游是人实现自我精神解放的途径，在我国已
成了刚需，成了人们的习惯，百姓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不变，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就不可逆
转。 文旅企业不能迷茫、退缩，必须行动起来，
努力固本培元、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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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教材开启体系化搭建工作

据新华社报道，我国非遗学学科建设近日迈出关键
一步，作为我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点，天津大学启动非遗系列教材编写，首批三卷
教材分别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论》《民间文艺学教程》
《传承人口述史教程》。2021 年 10 月，我国首个非物质文
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落户天津大学，标志
着我国非遗保护人才培养进入高层次、 专业化的新阶
段，也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事业从“抢救性保护 ”进入
“科学保护”的新阶段。非遗系列教材编写将着力为非遗
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严谨明晰的理论体系。

历史文化纪录片大有看头

据光明日报报道，近期，一批优质的历史文化纪录
片走进观众的视野。《“字”从遇见你》趣味解读汉字，《美
术里的中国》 展现美术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大敦煌》
《良渚》《文明》《中国话》 等一系列精彩的历史文化纪录
片也将陆续登录荧屏。 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
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资源宝库，近年来，历史文化纪录
片一改曲高和寡的境遇，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 市
场的良好反响和观众的热情追捧，也吸引更多创作者不
断推出形式多样、质量上乘的纪录佳作。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下，随着大众对儿童美
育重视程度的提升，儿童文艺与基础教育、少儿成长的
结合日趋紧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儿童戏剧和儿童美
术等迎来发展契机。但面对年龄差异较大的儿童受众群
体， 还有很多儿童文艺门类没有进行相应的年龄细分。
专家呼吁，儿童文艺面对的是年幼的观众，更要求艺术
性和技巧性，强调对象化和差异化，应在高度细分与深
入研究的基础上，健全完善儿童文艺体系。 创作者需要
守住童心，适应网络时代的新变化，学界需要通力合作，
确立理论坐标。 （晋文婧/文 艺林/图）

儿童文艺创作要有分众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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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滋养养““科科创创名名城城””

··特特别别报报道道··

合合肥肥““悦悦··书书房房””给给市市
民民带带来来““愉愉悦悦时时光光””。。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文/图

日前， 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年度最美书
店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全国共有 ４６ 家书
店获得“年度最美书店”的殊荣。我省合肥市
的新华书店三孝口店和徽州书局入选。 与
此同时，合肥一六八中学在教育部“传承红
色基因，讲好中国故事”阅读活动总结交流
会上受到表彰，并作为全国四所学校代表之
一进行了交流发言。

读书使人进步。 眼下， 尽管面对疫情
“大考”，但生活在这座“科创名城”的合肥人
从未停止阅读的爱好，各种形式的读书活动
依旧“风景这边独好”。 2021 年全省居民阅
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合肥市居民综合阅读
率为“优秀”，并多次位居全国“最爱阅读城
市”前列，跻身“全国十大数字阅读城市”。去
年底，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工作入选中
宣部 2021 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

织“网”———
让百姓能“推门见书”

初夏万木葱。 位于瑶海区的长江 180
艺术街区，人来人往。 在这里，有一家“拾光
书屋·悦书房”。 走进书屋，空气中飘荡的阵
阵书香沁人心扉。 经过扫码、量体温，市民
径直来到一排排书架前，挑一本书阅读，放
松阅读的间隙，可静观窗外的街景。 即使受
疫情影响，现在每天来书屋的市民仍有 200
余人。

拾光书屋·悦书房只是合肥众多城市
阅读空间“繁星”中的一颗。 “五年前就出台
《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建设实施方案 》，决
定到 2020 年建设 100 个左右城市阅读空
间。 ”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郑家余告诉
记者，近些年，为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决策
部署， 合肥以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便民惠民为导向，坚持政府
主导，突出公益性质，建设集阅读、活动、展
示、 休闲等多元功能于一体的城市阅读空

间，加快打造“书香合肥”。
2018 年，合肥市按照城乡一体、融合发

展的思路， 将城市阅读空间建设拓展到 5
县（市）。 三年来，市县两级财政共投入 3 亿
多元， 建成政府主导的城市阅读空间 110
个，居全国省会城市首位，并在全省率先建
成了“15 分钟阅读圈”。 这 110 个城市阅读
空间和免费开放的 160 多个公共文化场馆
如珍珠一样散落在 “科创名城” 的大街小
巷，分布在老百姓家门口。

“现在的合肥 ，无论是公园湖畔 、绿地
中心，或是‘城芯’地带，最好的地段和风景
总是留给阅读空间， 群众的生活因阅读而
变得更加美好。 ”合肥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
卫工委主任王浩说 ，全城织 “网 ”，让百姓
“推门见书”，阅读变成“悦读”，体现在不断
攀升的数据里。 全市阅读空间在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共接待读者 1895.6 万人
次，外借图书 378.2 万册次，举办各类活动
17695 场 ，2021 年共接待读者 1076.4 万人
次，外借图书 192.9 万册次，举办各类活动
12156 场。

创新———
构建全民阅读服务体系
穿过绿荫，走进包河区图书馆，书香扑

鼻。 “建立读者阅读激励嘉许、适度回馈制
度，营造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不
断引导读者养成阅读习惯 、 提高阅读能
力。 ”包河区图书馆馆长余家平打开电脑里
一张导图告诉记者，去年 6 月，包河区图书
馆依托图书云系统开发的“阅读银行”正式
上线，读者可通过借阅、参与活动、捐赠图
书等获得相应的知识币， 并在积分商城兑
换奖品。

包河区认准的是社会化、 专业化发展
方向，从“办图书馆”向“管图书馆”转变，努
力探索和创新各类社会主体有效参与公共
图书馆管理运营的机制、模式和途径。 “区
图书馆实行全流程外包、 各城市阅读空间
和街镇社区书屋引入文化企业运营， 既解

决了人员编制不足的问题， 同时引入的专
业团队也大大提高了服务水平。 ”包河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吴红说。

为构建全民阅读服务体系， 合肥探索
政府主导和市场配置“双轮驱动”。 由政府
投资建设阅读空间， 建成后零成本交给企
业运营，场租费、物业费等运营费用由各辖
区承担；图书购置费、合肥市图书馆统一配
送费由市财政承担。 “企业可以有偿提供个
性化服务，服务人员全部来自企业。 ”合肥
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孟宪磊介
绍，“馆店一体、两业融合、功能多元、双轮
驱动、构建网系、便民惠民”，是合肥探索城
市阅读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

创新进一步催生“鲶鱼效应”。 110 个阅
读空间的布局建设， 倒逼图书管理制度创
新，确保图书流通跟上改革的步伐。 “通过
创新，在‘总分馆体系’中，图书业务管理集
中于总馆， 通过管理平台督促分馆和基层
服务点开放借阅，组织开展全区图书借阅、
阅读推广等活动。 ”余家平介绍。目前，合肥
市图书馆运用在线服务平台和图书管理软
件， 纵向实现了对所有城市阅读空间内公
共图书的借阅管理和有效配送， 横向实现
了所有运营单位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 “这
进一步方便了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借书还
书，推门进来就有书看。 ”合肥市图书馆办
公室主任祝茂洲说。

创新同样带来“云端书香涌”。 线上公
益讲座、短视频荐书、“品读国学经典 弘扬
爱国情怀”主题读书活动、“我爱记诗词”在
线诗词擂台赛……疫情防控期间， 合肥市
图书馆丰富多彩的“云”上活动，让读者享
受阅读之乐，深入感知合肥的历史文化、风
土人情。 各县（市、区）精心策划的一系列
“云 ”上阅读活动 ，也让书香通过网络 “涌
入”千家万户，温暖滋润着整座城。

蝶变———
滋养“科创名城”城市精神
最是书香能致远。 第 27 个世界读书日

之际，位于肥西县的南门小学上派分校内，
“为孩子种下一棵阅读树”读书节启动仪式
在朗朗的读书声中拉开帷幕。 同学们手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在晨光里高声
朗读，构成了校园里一道美丽风景线。

4 月 22 日一大早 ， 在合肥市瑶海区
大兴镇钟油坊社区裕兴家园值守的防疫
志愿者们便收到了 “全民阅读大礼包 ”，
有 《觉醒年代 》丛书 、合肥市图书馆数字
资源卡 ， 还有合肥市全民阅读主题宣传
品等 。 “疫情防控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大
考 ， 不仅考验着城市的治理能力和公共
卫生体系 ，也考验着城市的精神 。 我们相
信 ， 阅读能够为我们这座城市凝聚起战
疫的强大精神力量 。 ”合肥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洪书霞说。

合肥开展全民阅读，并不局限于书籍。
“祖孙三代的‘快板约定’”、“鲍庐恩”的故
事……随着疫情防控不断深入， 这些抗疫
过程中涌现的凡人英雄、感人事迹、管用做
法都成为最鲜活生动的阅读素材， 谱写出
一篇篇“战疫故事”。 “阅读它们，得到的不
仅是知识， 更是继续前进并最终战胜疫情
的勇气和信心。 ”合肥市委宣传部出版版权
管理处处长何永湖说。

“周边群众在书香浸润下，文明素养悄
然提高，走进城市阅读空间里，大声喧哗的
少了，低声细语的多了。 ”何永湖介绍，随着
全民阅读不断深入开展， 主流阵地强了 ，
文化设施活了，文化活动热了，市民素质高
了，教化宣讲实了。 实践证明，推动全民阅
读，建设正能量、高品位、强功能的主流文
化新阵地， 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文化
生活，也熏陶了城市气质、温润了城市的理
想追求。

“满城书香”，助力“科创名城 ”加速发
展。 今年一季度，合肥全市 GDP 为 2521．2
亿元，同比增长 5．3％，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0．5 个和 0．1 个百分点，在全国 26 个省会城
市和 27 个长三角城市中，合肥一季度多项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次靠前。 经济文化和
合润养，城市才有幸福的味道。

以以““满满城城书书香香””

合肥推动全民阅读，建设正能量、高品位、强
功能的城市阅读空间———

线上中华文化课面向华裔青少年开讲

据中国文化传媒网报道，近日，2022“亲情中华·为
你讲故事”网上营在各地相继开营。 该活动由中国侨联
主办，地方各级侨联承办，国内大专院校协办，办营对象
为 6 至 18 周岁的海外华裔青少年。 中国古典诗歌音视
频故事、 中国传统节气民俗故事等一系列寓教于乐、精
彩纷呈的中华文化课程，激发了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学
习中文和中华文化的热情， 增进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
故乡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