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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彩赏瓶贺佳节

交通部：今年预计新增铁路新
线3300公里以上

旅游业几年来一直面临前所未有的变

革压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景区

作为旅游业的基础支撑，在波动回暖的路上

亮点不断，创新不止。

跌宕起伏中亮点频现
去年，受疫情影响，中国旅游景区的复

苏之路跌宕起伏，但不乏亮点涌现。中国旅

游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中国旅游景区发展报

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红色旅

游引领景区行业新时尚，冬奥会助力冰雪类

景区发展。

红色旅游景区备受关注。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日前发布的“2021北京网红打卡地

推荐榜单”中，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

动纪念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陈独秀旧居）等红色新景点不仅入选，而且

受到年轻游客的喜爱。《报告》指出，红色旅

游景区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明显提升。《中

国出了个毛泽东》《延安保育院》《延安保卫

战》等多部大型实景演出广受游客欢迎。井

冈山、延安、瑞金、韶山、西柏坡、嘉兴等地探

索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红色旅游发展模

式。越来越多的红色景区创新展呈现，将夜

游、高科技、乡村游等形式融入红色旅游，让

红色文化更加鲜活生动，吸引更多年轻游客

到访体验。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开始，从北到南、从

自然到人工的冰雪类景区度假区正在为“市

场旺、投资热、产业兴”的冰雪旅游注入更多

活力。2021 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拉开帷幕

后，融合冬奥元素、城市特点、文化标识的

22 条北京冰雪旅游精品线路，汇集滑雪、登

山、徒步、自驾、美食等多种元素，升级冰雪

消费体验。河北、黑龙江、吉林等地借助优

质的冰雪资源，大力发展冰雪运动，推动冰

雪旅游持续升温。

生活空间也是景区
游客的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旅游景

区的内涵随之扩大，自然空间、历史遗址、生

活空间和当代场景都是景区。身边的美丽

风景，日常的美好生活，都成为人们旅游的

乐趣。

中国旅游研究院专项调查数据显示：自

2020年国庆假期以来，游客平均出游距离和

目的地平均游憩半径呈现双收缩趋势，靠近

主要客源市场的旅游景区客流增长趋势明

显，面向本地和近程周边游市场的休闲度假

空间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文化和旅游融合，旅游景区已成为

人们感受文化之美、增强文化自信的常态化

生活空间，也是温暖向上的力量。博物馆、

展览馆、书店、商业街区、城市综合体、菜市

场、城市公园、郊野公园、主题公园、古镇村

落等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也成为人们享受

美好生活的景区。开放和共享已不再是旅

游景区的宣传与口号，而是游客和居民切切

实实的行动与选择。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杜江在近日举办

的 2021 中国旅游集团化发展论坛上表示，

旅游消费信心正在稳步恢复，大众旅游和休

闲度假需求进一步释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品质化、便利化、定制化新需求不断推

动大众旅游转型升级。“本地人游本地”和主

客共享美好生活新空间趋势明显，以短时

间、近距离、高频次为特点的“轻旅游”“微度

假”“宅酒店”、文化研学、夜间休闲等成为市

场热点。

创新助力景区发展
过去的游客去景区，是“我来了，我标记

了，我走了”。今天的游客去景区，是“我来

了，我又来了”，甚至是“我一直都没有离开

过”，因为“这是我的生活”。《报告》指出，现

在的旅游景区就是有核心吸引力的、可以去

玩的、能让游客开心的地方。旅游景区吸引

游客，需要给游客一个去的理由。如今，这

个理由不再是以前的“世界唯一”“全国独一

无二”，也不再是旅游景区门前一块或“世界

级”或“5A 级”的牌子，而是创新的内容、共

情的氛围和可以伴随的记忆。

如何满足游客需求的新变化，景区需要

培育新空间，景区发展的新动能来自哪里？

文化引领生活，科技创造未来。《报告》指出，

科技应用日益成为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旅游景区要实现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就必须推进数字化战略，让科技成

为变革创新的关键支撑。

不断满足游客美好生活需求、持续进行

内容创造创新的旅游景区才是有着无限未

来的景区。《“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建设一批富有文化

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

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

区，以景区、度假区、旅游休闲城市等为依

托，打造区域性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生态、

海洋、冰雪、城市文化休闲等特色旅游目的

地。 据《人民日报》

身边有美景 景区品幸福

中国旅游走进日常生活

近日，第二届山西工艺

美术产品博览交易会参展

作品评比揭晓，静乐“传统

大漆古琴”作品获银奖。

2021 年 9 月，忻州市工

艺美术大师、静乐县承弦堂

古琴工作室领军人杜威制

作的“神农式大漆古琴”作

品代表忻州市参加了由山

西省委、省政府主办，省文

旅厅和长治市委、市政府承

办的山西省第七次旅游发

展大会举办的第二届山西

工 艺 美 术 产 品 博 览 交 易

会。组委会按照“既做得好

又卖得好”要求组织专家严

审细评，杜威参展作品“神

农式大漆古琴”荣获“太行

杯”文创神工银奖。

据悉，山西省第七次旅

游发展大会举办的第二届

山西工艺美术产品博览交

易会是我省规格高、影响传

播力较大的活动，是呈现全

省各市工艺美术繁荣发展

成果和“大匠门·晋手艺”的

精彩盛会。

图①为杜威在第二届山

西工艺美术产品博览交易

会参展现场；图②为杜威获

奖证书。

记者 李涛

“ 火 树

银花合，星

桥铁锁开。

暗 尘 随 马

去，明月逐

人来。”唐代

诗人苏味道

的《正月十

五夜》描绘

了元宵节灯

月交辉、游

人如织、热

闹非凡的场

景。元宵节

既是新春之

后的第一个重大节日，也是春节闭幕的舞台，

自古以来便备受人们所重视。元夜作为一年

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

的夜晚，人们为此点起彩灯以示庆贺。是

夜，亲友结伴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

谜、共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佳节、其乐融

融，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

“袨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

一个“闹”字，点燃了元宵节的喜庆气氛，儿

童也成了欢庆元宵佳节的主角。因此，清代

的宫廷工匠受此场景的影响，创作出了童子

闹元宵的纹饰，以此展现元宵节的热闹欢

腾。

凸雕粉彩百子闹元宵双耳大瓶，是清代

宫廷为庆贺元宵佳节特别烧制之品，现藏于

沈阳故宫博物院。此瓶高 86 厘米，盘口，长

颈溜肩，直腹束胫，圈足外撇，沙底，底部无

款。颈部两侧对饰青花螭耳，瓶内壁施松石

绿釉。口沿、胫部各描金彩一周，其下各饰

一圈松石绿地彩色云头纹。瓶颈部以白釉

地为主，凸绘有红色蝙蝠图案，寓意“宏福齐

天”；肩、腹部以凸雕百子婴戏图为饰。整器

造型颀长，胎体厚重，纹饰精美，色彩艳丽。

百子闹元宵，也叫百子迎福。我国传统

习俗，每逢元宵佳节，人们张灯结彩，表达对

幸福的祝愿和期望。“百”含有大或者无穷的

意思，由此把祝福、恭贺的良好愿望发挥到了

极致。百子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特定

含义，蕴含着“多子多福，人丁兴旺”“团圆吉

祥，阖家欢乐”的美好寓意。此瓶百子婴戏图

中的婴孩身着各色服饰，千姿百态、神情逼

真、动感十足。数十童子或举灯观看、或舞龙

戏狮、或燃放爆竹、或敲锣打鼓，一派喜庆祥

和的热闹氛围。并衬以亭台楼阁、山石树木

等，场面甚为壮观。又以设色淡雅而丰富的

粉彩相衬，烘托出热闹的场面。此瓶体形硕

大，烧成不易，为清代粉彩瓷器中殊为少见的

大器，弥足珍贵。

凸雕工艺，又称“堆雕”“浮雕”“凸花”，是

采用堆、贴、刻等方法，使陶瓷表面产生凸起

的纹样，一般分为高浮雕和浅浮雕两种，也有

两者相结合的。此瓶采用了浅浮雕的特殊工

艺，经由大师之手后呈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

感，将“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

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

龙舞”的元宵盛况刻画得淋漓尽致。赏之，似

有身临其境之感。

程磊磊

第二届山西工艺美术产品博览交易会参展作品评比揭晓：

静乐古琴获银奖

凸雕粉彩百子闹元宵双耳大瓶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

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介绍，2022年预计将新增铁路

新线3300公里以上，新改扩建高速公路8000公里以

上，新增及改善高等级航道700公里以上，新增颁证

民用运输机场8个。

李小鹏介绍，全国交通运输业“十四五”开局良

好，2021 年全年完成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约 3.6

万亿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4%。川藏铁路及其配

套公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有序推进；全年铁路新开

通线路4000公里，高铁运营的总里程超过4万公里，

新增高速公路超过8000公里，高速公路的运行里程

超过了16.8万公里；新增和改善高等级航道约1000

公里，高等级航道的里程达到了1.62万公里；新增城

市轨道交通超过1000公里，全国城市轨道交通的运

营总量超过了8000公里。

近日，《2021中国电视剧发展报告》发布会在北

京举行，青年观众眼中的优质国产剧关键词和喜爱

的十大国产剧、十个电视剧角色公布。

2021年青年观众眼中的优质国产剧关键词是：

正能量、剧情吸引人、演技在线、三观正、主旋律、时

代感、文化自信、小人物大时代、温暖、烟火气等。

2021 年青年观众最喜欢的十大国产剧是：《觉

醒年代》《大决战》《山海情》《跨过鸭绿江》《扫黑风

暴》《叛逆者》《流金岁月》《功勋》《小舍得》《理想之

城》。

2021 年青年观众印象最深的十名电视剧角色

是：陈独秀（《觉醒年代》）、彭德怀（《跨过鸭绿江》）、

林楠笙（《叛逆者》）、蒋南孙（《流金岁月》）、陈延年

（《觉醒年代》）、李水花（《山海情》）、李延年（《功

勋》）、林警官（《扫黑风暴》）、南俪（《小舍得》）、刁大

顺（《装台》）。

本栏稿件均据人民网

近日，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消息，《中华人民

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

布，2021年全年我国生产电视剧194部6736集，故事

影片 565 部，人均图书拥有量 7.76 册（张）。统计结

果表明，我国电视剧产量连续三年下降。

公报显示，在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方面，

截至2021年末全国全年生产电视剧194部6736集，

电视动画片 78372 分钟。根据此前的公报，2020 年

全年生产电视剧 202部 7476集，电视动画片 116688

分钟。2019年全年生产电视剧254部10646集，电视

动画片94659分钟。这表明，我国电视剧产量，无论

是部数还是集数已连续三年下降。

我国电视剧产量连续三年下降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

报》）。《公报》显示，截至 2021年末全国共有体育场

地 397.1万个，体育场地面积 34.1亿平方米，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2.41平方米。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

表示，2021 年我国全民健身条件持续改善，全国体

育场地比上年末增加25.8万个。《公报》还显示，2021

年，竞技体育成绩亮眼。我国运动员在16个运动大

项中获得67个世界冠军，共创12项世界纪录。

2021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2.41平方米

《民用机场公共信息标识系统
设置规范》将于3月15日起施行

日前，中国民航局发布《民用机场公共信息标识

系统设置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作为民航局机

场服务设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发布的第一部机

场服务设施类标准，该文件旨在指导和规范民用机

场公共信息标识系统设置，推动提升人民群众在机

场的导向体验、视觉体验和服务体验。该《规范》将

于3月15日起正式施行。

《规范》明确了系统协同、安全高效、清晰醒目、

简洁易懂、连贯一致、融合共享的标识系统通用原

则，从环境分析、流程分析、空间分区、信息分层分

级、编号及命名等方面提出了标识系统规划策略，在

标识系统版面设计、方向符号、图形符号、文字、颜

色、高度、视角、照明、无障碍标识设计等方面细化了

设计规范和量化标准，对地面交通、乘机流程、服务

功能三类信息完善了标识系统信息设置要求。《规

范》还配套提供了大量表格、图例及图形符号，以实

现方法论指引和实用性规范的统一。

2021年青年观众最喜爱十大国产
剧出炉《觉醒年代》《山海情》入选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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