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闲 A13-A14
2018 . 11 . 15 星期四

好 客 山 东 休 闲 齐 鲁

□出 品：旅游融媒新闻事业部 □设 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穆静 □美 编：晓健

文/片 本报记者 王逸涵

五埠村“伙大门”
奇特古民居全国罕见

走进有六百多年历史的
五埠村，犹如倘佯在一座石
头博物馆，石房石院、石磨石
碾、石街石巷统统保存完好，
在青石铺就的蜿蜒村路上，
深深浅浅的印记写满了沧桑
往事，在时间的打磨下，那些
生糙的自然之物，又重新染
上了人间烟火气，乡村旅游
中这种最自然粗犷的美，在
不少人的心中装满了乡愁的
故事和回忆。

肥城孙伯镇西北部群山
的环抱之中，空旷山野乡道
上有这样一座石头垒就的简
约大门，两侧的门垛上书“五
埠伙大门”字样，这种“门中
有门、院中套院、巷中有巷”
的“伙大门”建筑风格全国罕
见。据肥城市旅游发展中心
党组成员刘勇介绍，所谓“伙
大门”，就是前后相连、左右
贯穿的胡同，为一个家族的
栖居地，胡同门中有街、街中
有院、院中又套院，这种布局
的好处是大家庭气氛浓厚，
并且每家都有两道院门，比
自己单独居住要安全，也便
于互相照应。

五埠村三面环山，房子
全部就地取材，为青石、花
石等垒砌而成，没有任何辅
助的凝固材料，高矮错落有
致，时刻传递出不可多得的
历史气息，虽历经几百年沧
桑多数仍完整保持原有的
建筑格局。村内有古井十八
眼、古姓氏谱碑、古戏台、古
藏兵洞等众多古迹，演绎出
久远质朴的乡村记忆。村中
还保存有许多传统手工技
艺和风俗，游客可以在农户
家中体验磨豆腐、榨油、剪
窗花等民俗项目，亲自体验
泥塑、陶艺制作等手工技
艺，还有铁匠铺、纺纱坊织
布坊、石膏作坊等现场展
示。2015年，五埠村荣获山

东省乡村旅游特色村荣誉
称号。

乡村游购物
“后备箱效应”足

值得注意的是，五埠村
的乡村旅游商品生意也一
直非常红火。石磨面、红薯
馒头、杂粮窝窝......贴上“伙
大门”品牌设计包装的旅游
商品得到了许多到访游客

“买买买”的积极响应，呈现
出火爆的“后备箱效应”。

“这里除了食品可以就地取
材，一些消暑饮品也取自山
中野味，槐花茶、酸枣叶茶、
蒲公英茶等，都是在村里采
摘以后交给加工企业制作
而成。”五埠岭伙大门景区
总经理杨红娟告诉记者，其
实五埠村里到处都是宝，之
前村民尚不知道该如何开
发村里的土特产，需要不断
发现和引导，如今销售火
爆，许多旅游商品成为广受
好评的“爆款”。

为了方便回头客购买，
景区还开通了网上购买方
式，当地青年人则通过电商
平台将更多商品销往外地，
走出了一条旅游商品开发的
成功之路，有效带动了村民
的收入。红火的生意使得五
埠村被列为山东省乡村旅游

“后备箱工程”的示范基地。

圣井峪村：古典民宿惹人
醉，民俗体验乐趣多

位于安临站镇牛庄村的
圣井峪古村，是肥城另一处
有名的石头村，比起五埠村，
这里多了一些文艺气息，作
为著名油画家张华清的故
里，圣井峪古村还有着“多彩
画家村”的美誉。

“我从小就长在这个村，
这些石屋改造前荒废了很
久，有的屋顶都塌了，虽然现
在改造完焕然一新，但和原
来几乎一样。”圣井峪村民王
老伯说。据泰安圣井峪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斌介
绍，由于近年来当地政府进
行的保护性开发，保留了这
处原生态的自然村落，以原
始古村落风貌建筑为基准的
圣井峪古村落，修复了石头
房屋、水月寺、水月庵、七星

泉等景点，并以传统山村风
貌和禅修文化体验为主题，
增设了斋房、禅房、观景台等
景点，依托艺术创作和乡村
生活体验，将圣井峪古村落
打造成为具有原生态山村风
貌和禅修文化的重要旅游休
闲地，形成具有“原生文化、
原真生活、原貌村落、原味体
验”的原生态乡村体验旅游
产品。

“繁忙之余若想远离城
市的喧嚣，大可来圣井峪村
择一处僻静的田园短居休
憩。”马斌告诉记者，村中现
存完整院落38个，房间119
间，修复后的24套石头房屋
各有特色，精装的院落和房
屋打造出不同的民宿风格，
房间内饰和空间布局设计呈
新中式装修风格，古典雅致，
身处民宿的庭院中，让游客
感受到这里对生活态度的传
递。重新打造后的圣井峪民
宿旅游度假村也让这座昔日
古村落重焕了生机，2015年
圣井峪村被评选为省级传统
村落。

“游客来到圣井峪村，
可以走进农户家体验做豆
腐、摊煎饼、磨香油，还可以
跟着老乡学打铁、唱戏、演
皮影，累了去看七星泉、水
月庵，饿了去吃农家饭，同
时村内有大面积的田地和
菜园，能让游客体验亲手种
植和收获的乐趣，确保吃到
的 蔬 菜 和 粮 食 是 有 机 食
品。”马斌说。此外，在圣井
峪村的王马印社体验馆内，
还能亲自体验古代“四大发
明”之一的活字印刷，零距
离触摸感受选字、排版、上
墨、铺纸、印刷、装裱等工
序 ，印 制 属 于 自 己 的“ 作
品”。如今，王马印社还把活
字印刷作为旅游项目和研
学课程开发，也使得这项古
老技艺更广泛的传承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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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肥城：石头村里触摸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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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方入冬，热闹的旅
游市场也基本上进入淡季。但
有些地方却将迎来旺季，比如
东北的雪乡。去年因宰客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的雪乡，近期又
有了新动静，一些经营者在网
上承诺今年不宰客，向游客发
出邀约。他们能走出去年的阴
影么？

雪乡距离哈尔滨市区300
多公里，核心景区位于双峰林
场，因独特雪景被誉为“中国雪
乡”。据说这里的积雪厚度最高
可达2米左右，雪量堪称中国之
最，且雪质好，粘度高。看过照
片的人都会惊叹，雪乡风光真
是如同童话世界一样纯净。

但就是这样一个优美纯净
的地方，去年年底却爆出宰客
事件，并一度成为网络焦点。

2017年12月29日，有游客
在微信平台刊发《雪乡的雪再
白也掩盖不掉纯黑的人心！别
再去雪乡了！》，称自己与家人
预订了雪乡赵家大院一间三人
火炕房，支付两晚费用552元。
但当他们到达时，店家却告知
火炕房只能住一晚，第二晚安
排他们到很多人一起睡的大通
铺。游客还反映，景区泡面、炒
肉等价格离谱，有大巴车乘务
员忽悠游客购买的游玩项目其
实是毫无经营权的民设景点，
问题不少。

后来，当地主管部门介入
调查，认定赵家大院确实存在
价格欺诈行为，按照规定已对
其处罚5 . 9万余元，同时将其列
入不诚信家庭旅馆“黑名单”，
并责令其停业整顿。

时隔一年，雪乡之旅又将
启幕，改过自新的雪乡期待重
振雄风东山再起。有当地的经
营者也力图走出宰客事件的阴

影，在社交软件上晒出美景，并
向游客承诺：今年不宰客，来
吧。

但实际情况貌似并不乐
观。对于雪乡不宰客的承诺，一
些网友也并不买账。对于经营
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信誉。如果
信誉“雪崩”，重建就要付出更
大的努力。而在信息爆炸、网络
留痕的当下，过往所有的正面
负面的记录，只要输入一个关
键词，就都会重新蹦出来了，不
得不慎。

所以对于风景纯净的雪乡
而言，去年这次事件的余波要
持续多久，恐怕谁也说不准。根
据官方的反馈，经查，帖文中所
指的赵家大院不在雪乡景区，
是临近林场的个体家庭旅馆，
你说雪乡冤不冤？

细想一下，雪乡的这个案
例，对于现在的旅游行业，其实
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全域旅游
时代，人人都是旅游形象。任何
的一个负面新闻，也都会直接
对当地的旅游形象形成杀伤效
应。而雪乡这样的地方，旅游特
色鲜明类型却很单一，而且一
年只有3个月的旺季，店家想多
挣钱有情可原，但一旦出现这
样的负面事件，一经网络放大，
其短期效应就可能是致命性
的。今年雪乡人承诺不宰客的
背后，其实更有深深的渴盼和
忧虑。这也足以说明，诚信和口
碑是多么多么重要啊！

对于旅游业而言，网络
也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
迅速爆红，用不好也会伤及
自身。而且旅游并不是一个
部门的事情，如今也面临着
更多新的挑战：例如网络舆
情如何有效应对、如何多管
齐下做好市场监管、经营者
待客素养全方位提升、管理
机制的完善到位等等。

雪乡旅游即将迎来最佳
的时节，问了一下旅行社老
朋友，说是现在咨询的并不
多。我没去过雪乡，但我真心
希望他们走出阴影，像当地
官员承诺的那样，重还游客
一个纯白雪乡。

被被宰宰客客黑黑过过的的雪雪乡乡能能否否“返返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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