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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全域皆景区”
崂山旅游向深处发力

2016年2月，青岛市崂山区
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首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三年后的今天，当你再次踏入
崂山，发现“此崂山非昨崂山”。
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处处是景，
村村有料。

进入5月，崂山景区到处华
盖如云、芬芳四溢。华严寺内，
百年流苏花盛开，景区进入一
年当中最美的时节。凭借得天
独厚的山海自然风貌和独特的
历史文脉，崂山每年吸引了大
批游客前来游乐体验。景区所
在的崂山区，则秉持“崂山全域
皆景区”的理念，切实推动旅游
业全域共建、全域共融、全域共
享，各项工作渐入佳境。

近日，人民网人民视频组
织拍客团队，会同全国各地旅
行达人前往崂山采风，展现在
他们面前的崂山，一派“生态田
园城市、山海品质城区”风光。

伴随崂山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的创建，旅游业与各产业融合
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
等工作均同步推进。

以前，崂山更多扮演青岛
市民“一日游”的角色，买张门
票上山逛一圈，下午乘坐观光
车回市区。而今，越来越多的岛
城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则喜欢
将脚步慢下来，在崂山订房，美
美感受“夜崂山”，顺便体会当
地民情。

“仙居崂山”是这几年推出
并打响的一个精品民宿品牌，
位于崂山美丽乡村精品示范
村——— 东麦窑，具有背山面海、
依山伴海的特色。“仙居崂山”
融入崂山当地的文化特色，并
与民俗相结合，成为北方民宿
的标杆，是外地人感受崂山、感
受青岛的打卡之地。此外，崂山
近两年还形成“和园山居”、“九
水和园”、“太清道苑”等精品民
宿酒店，并渐成集群化发展之
势。为了规范发展，崂山区文旅
委牵头成立了崂山民宿协会。

在通往巨峰游览区的崂山
客服中心，最近几年功能全面
升级，成为集游客集散、售票、

换乘、导游服务，以及旅游交
通、咨询投诉、购物休闲、餐饮
食宿、特色旅游产品展示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游客服务
中心。如此配套齐备的设施，与
崂山优美自然环境的完美结
合，处处传递出景区“游客至
上”的服务理念。

崂山内的小交通状况明显
提升，游客赴太清红码头体验

“太清游轮”海上旅游产品，可
感受“上山下海”的产品新格
局。今天的崂山在创建全域旅
游中，已建成地铁、旅游大巴、
海上游轮、低空飞机等交互立
体交通网络。

全力冲5A
“龙冈”牵手东北景区

对山东现代旅游发展稍有
了解的人，都知道“龙冈”这个
名字，它是山东民营景区的代
表，也是近二十年中县域旅游
发展中的民企佼佼者。眼下，

“龙冈系”旅游景区打包创建国
家5A级景区，备受业界瞩目。

山东龙冈旅游集团孔杰说，
为创建5A，他们对照有关细则

以及实施标准，认认真真研究了
两三年。提升景区内部管理很重
要，最关键的是练好两项内功，
其中一个是“硬建”，就是对照细
则和标准，不打折扣地完成硬件
建设，满足游客高质量旅游观光
体验的需求。随着旅游业的发
展，今天对龙头景区而言，再强
调综合服务水平似乎有点过时
了，游客对特色服务水平要求则
更高，龙冈旗下的景区就是要让
旅游者体验到差异化、个性化的
服务。

另外一个要练好的是“硬
功”，这要求现代景区的管理团
队必须要具备相当强的职业化
管理水平，在景区管理的机制、
体制以及人才队伍等方面，达到
专业化的水准。目前，传统景区
正在面临游客的迭代、知识的迭
代和人才的迭代，孔杰认为，景
区如果跟不上，就可能被淘汰。

现代景区还要深挖资源的
吸引力。拿景区文创产品的开
发来说，必须加强。前些年推出

“洞藏酒”系列之后，最近两年
龙冈旅游又将山东著名的“沂
蒙煎饼卷大葱”进行旅游产品
的标准化研发，推向市场后大
受欢迎。对游客来说，吸引他们
光顾的不光是历史文化，还有
景区在长期发展中培育形成的
特色文化，如地下大峡谷、萤火
虫水洞等景区梳理出的民俗文
化、生态文化、地质文化、科普
文化……通过对萤火虫独特资
源的开发，景区端出了炙手可
热的研学产品。

记者采访中注意到，最近
两年，龙冈旅游在市场营销方
面也加大调整力度，除了巩固
原来的市场，还对山西、陕西、
内蒙古等中长线客源地加强开
发。旅游业界有种说法，绝大多
数景区客源限制在500公里半
径以内。通过苦练内功，提升产
品，目前景区对500公里半径以
上客源地的吸引力明显增强。
孔杰甚至把龙冈旅游与东北的
景区联结，形成包括海上游的
新线路产品。据透露，大量国内
游客愿意为此埋单。

通过创5A和苦练内功，龙
冈旅游极大的提振了市场。今
年“五一”，旗下山东地下大峡
谷、地下萤火虫水洞游客量均
大幅增长。

壹号院位于大明湖南门
百花洲东侧岸边，按理说，位
置不在曲水亭街主线上，并
不起眼。尽管这里曾经写入
宋人曾巩的诗篇，又有明代
人李攀龙在此建过白雪楼，
但很多济南人知道大明湖，
却并不知道这里。就是这样
一个院子，却从去年夏天起
在济南声名鹊起。

从旅游发展的角度而
言，历史街区更多的是静态
展示，如果没有相关的活动，
游客来了，看一眼逛一圈就
走了，也难以停下脚步。这时
候，如何让传统街区动起来，
活起来，就显示出文化创意
的重要性。而壹号院就是在
这方面做足了文章，四两拨
千斤。

比如，这里诞生了济南
第一家共享书店——— 敬读书
房，游客来了，可以坐拥书
城，闹中取静，安心读书。门
口的牌子上写着，“这是一家
只读书，不卖书，老板开心了
还送书的书店”。有趣吧？

比如这里的泉水茶，工
作人员从黑虎泉打来泉水，
来往的游客、市民可以坐下
来，晒晒太阳，喝一杯真正的
泉水茶，感受泉城的味道。可
亲吧？

比如敬读书房小馆长体
验，去年暑假天天有小朋友
来这里值班当小馆长，读圣
贤书，体验古人说的“洒扫应
对”，壹号院还管饭。好玩吧?

比如，坐下来写下自己
的故事或是对济南的感受，

就可以免费领一张手绘的明
信片，一年来故事已经写满
厚厚的几十本。珍贵吧？

比如，创意于曲水流觞
的流杯池游园会，是一个融
街头乐队、机车、怀旧游戏、
茶道、汉服等诸多潮元素的
大派对，这些美好而有趣的
人凑到了一起，会擦出什么
样的火花呢？目前游园会已
连续办了两次，五一假期前
两天接待游客60万人次，其
中不乏外国游客的身影。是
不是很嗨？

这还不是全部，除了这
些，壹号院还有茶道、古琴、
书法、香道、刻瓷、唱片、照相
馆等诸多内容，既传统又现
代，融古今于一处。每个周末
学而讲堂还有传统文化教授

或者是业界大咖的公益课大
餐。很多市民和游客来后感
慨：想不到济南还有这样的
地方！

眼下，刚办完流杯池游
园会的壹号院运营团队，又
开始筹备小南湖夜市，创意
更多地着眼于城市市井精神
的复兴，不知道他们又会带
来什么样的惊喜。

负责壹号院运营的著名
创意人木影跟他的小伙伴
们，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文旅
的创意开发，公益性的“留
住济南”手绘明信片一年一
季，已经出到第七季，而且
只送不卖；“济南不急”、
“打水去”，都是网络爆款；
此外还完成了我省多个城市
的“好客之道”系列作品的创

意拍摄。
在木影看来，文旅的融

合为创意行业带来了新的
机遇，旅游对创意有着天然
的需求，因为良好的文化创
意，可以不断地、更好地为
旅游赋能添薪。他把壹号
院比喻成一道光，一个平
台 ， 可 以 链 接 更 多 的 内
容，传递更多的美好。比
如从这里衍生出的乡村讲
堂，已在济南南部山区落
地，而“亲戚家”等扶农
品牌的创意，则着眼于乡村
与城市更好的对接，这已经
超出了单一的旅游范畴。

以我的观察，壹号院这
一年的探索，新意频出，堪称
济南文旅创新的一个样本、
一股清流，让大家感受到不
同的气息。但新生力量的成
长，也需要更多的呵护。这些
搞创意的年轻人，有激情有
闯劲，这里的创意项目多是
短期，如果能够为他们提供
更多支持和引导，他们肯定
会做得更好，否则难以形成
长效、持续的机制。所以，从
长远来看，这恰恰也是摆在
政府、文旅部门以及有关方
面面前的考题。

至于能做多久，木影说，
能做多久就做多久。

一个老院子，一杯泉水茶，一处共享的敬读书房，一条非主线的老街
巷，一个新潮时尚的复古集市……一帮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在短短一年
内，将这里变成了济南一个新的文旅打卡地、城市新名片和学习高地。这
里，就是百花洲壹号院。

壹号院，济南文旅创新的一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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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涛

我省大力推
动文旅融合，省内
文化旅游业态积
极调整变化。近日
记者采访获悉，眼
下很多有实力的
景区将工作重心
放在苦练内功，调
整业态产品，增强
市场竞争力上，并
取得显著效果。

海上崂山 纪春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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