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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潮涌

盛夏 7 月，遵义多地避暑游客如
织。或在习水飞鱼谷等漂流景区飞舟
逐浪；或在湄潭万亩茶海等生态茶山
吸氧避暑，或在桐梓九坝等美丽乡村
体验高山清凉，享受着黔北避暑度假
的舒爽惬意……

近年来，遵义依托良好生态环
境、旅游资源富集、多元文化交融和
凉爽气候、交通区位等优势，按海拔
高差进行阶梯式布局，打造亲水漂
流、茶海康养、度假休闲、游憩观
光、乡村旅居、生态农业等多元业
态，精心推出生态康养避暑度假旅游
产品，持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成为
省外游客特别是川渝游客长住的生态
康养避暑度假旅游目的地。

遵义市文化旅游局党组书记、局
长袁云超表示，凉爽是遵义夏季旅游
最具特色的卖点，生态康养避暑度假
是最响亮的品牌。故园般的乡村旅居
生活，桃源般的生态茶海康养，画境
般的河谷亲水漂流避暑，以及户外露
营、森林度假、溶洞纳凉等避暑体
验，让游客流连忘返。

高山清凉 乡村旅居似故园

7月 24日，习水县大坡镇飞鸽景
区水上公路，游客或者开车疾驰，清
澈见底的溪水便飞溅数米，或下车赤
脚踏水嬉戏，或激烈水仗，惊呼与欢

笑交织回荡，在开心畅玩中尽享清
凉。

水上公路由丹霞板状河床天然形
成，长约 4 公里，从飞鸽村群力组穿
村而过，人和车都行水中，别有趣
味，也让这里成为省内外游客夏季避
暑旅游的“网红”打卡地。

“飞鸽村平均海拔 1500 米以上，
在村里长住避暑的川渝游客 2000人左
右，旅游综合收入 200 万元以上，是
习水高山避暑、乡村旅居和候鸟式避
暑 的 代 表 之 一 。” 大 坡 镇 镇 长 黄 河
说。按照农旅一体化发展思路，持续
提升乡村民宿 （客栈） 和农家乐品
质，推出融入乡土文化的农业体验、
采摘、垂钓、游园、生态观光休闲等
主题产品。

在平均海拔 1350米，年平均气温
15℃的桐梓县九坝镇，重庆游客周威
励享受着高山凉爽，在习习凉风中感
叹：“这里不仅是避暑度假的地方，
更是一个温馨的家，各种配套设施比
较完善，让我们真正感受了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

早在 2016年，周威励夫妇第一次
到桐梓县九坝镇避暑，就对当地凉爽
气候、生态环境等“一见倾心”，当
即购置避暑房，每年夏天都来长住避
暑。

袁云超介绍，依托大娄山山脉的

高山清凉气候，桐梓、习水、绥阳、湄
潭、正安、汇川等县（区）海拔 1000米以
上的美丽乡村，精心布局吃、住、游、
购、娱等业态，持续深度开发周边景
区、度假区旅游资源，不断提升避暑度
假功能，丰富游客体验。

康养度假 生态茶乡胜桃源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
山。

入夏以来，湄潭县翠芽 27度森林
康养基地，游客徜徉在生态茶园里欣
赏美景，呼吸富氧空气，享受夏日清
凉。

遵义的茶海康养业态主要布局在
湄潭、凤冈、余庆、道真等海拔 950
米以下的地带，生态茶园的茶树种植
依山顺势，绿野遍地，绵延不尽。利
用独特的自然地貌，结合“山、水、
茶、林”综合开发，茶园之间建有茶
庄、木栈道、观景台、休闲亭、骑游
广场、茶旅主题酒店等设施。

“万顷碧波浪涌的湄潭永兴中国
茶海、田园风光醉人的凤冈永安茶海
之心，以及余庆松烟万亩茶山、道真
关子山仡山茶海等，都是茶海观光、
茶文化风情体验、自由骑行、茶园漫
步、茶山徒步和观云海、品香茗的康
养度假理想之地。”遵义市文化旅游
局副局长杜宇如数家珍。

“夏日走进遵义生态茶园，一步
一眸皆风景，一草一木皆文化。”在
杜宇看来，寻着茶香漫步，就如同
在生态氧吧中徜徉，能领略让人心
旷神怡的茶海风光。尤其是涵盖湄
潭中国茶海、翠芽 27 度森林康养基
地、天下第一壶茶文化博览园和道
真仡山茶海、凤冈茶海之心等景区
的茶海风光康养度假精品线路，值
得深度体验。

亲水避暑 漂流消夏画中游

7 月 2 日，绥阳县十二背后旅游
区清溪峡漂流正式开漂，12公里漂流
河段上的 32个险滩，让游客享受一次
惊险刺激的“浪尖蹦极”。

依托乌江、赤水河、桐梓河等丰
富水系和河谷低海拔优势，遵义精心
打造了习水飞鱼谷，赤水大瀑布、香
溪河，桐梓水银河、古夜郎、圆满
贯，绥阳清溪峡，务川洪渡河等多个
集漂流、探险、观光、娱乐、避暑、
露营等为一体的漂流景区，吸引了各
地游客前来避暑消夏。

其中，地处桐梓河段上的习水飞
鱼谷漂流，是集奇、险、秀、幽于一
体的原生态大河漂流，有别于其他漂
流形态。以澎湃开阔、由缓而急、承
载量大、运动性强为特色，让客人随
到随漂而倍受喜爱。从 5月 28日开漂

以来，已接待游客 12000 余人次，其
中省外游客 6000余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800余万元。

遵义各地漂流景区依托优质空
气、生态环境、优美风光，以“漂
流+”为核心特色，持续优化漂流亲
水、山地运动、康体养生、研学旅
行、生态农旅、健康生活等避暑度假
业态，联动周边景区共谋发展，推出
个性化、定制化、多元化的产品，打
造亲水避暑度假旅游目的地，让游客
享受沉浸式漂流体验，实现了从“一
漂即走”到“漂游度假”的转变。

杜宇介绍，遵义还精心推出了黔
北旅居康养静心、赤水河谷画中骑
行、黔北亲水激情漂流、山地户外露
营等避暑主题旅游线路，以及避暑度
假游、暑期亲子游、科普研学游、乡
村旅居游、山地户外游、亲子亲水
游、自驾露营游、文化体验游、民宿
度假游、都市休闲游、极限酷玩游、
特色定制游、高铁游等个性化的避暑
旅游产品。

除了漂流景区，各地精心打造的
避暑亲水乐园，习水土城飞鱼部落水
世界、桐梓杉坪娄山水上乐园、湄潭
海世界温泉水上乐园、凤冈龙泉百里
桂花水世界、绥阳观音岩水上休闲活
动中心、务川桃符水上乐园等，丰富
夏季旅游业态。

海拔差阶梯式布局 多元业态市场化引客

遵义倾力打造生态康养避暑度假旅游目的地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林 黄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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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资讯
黔游·聚焦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微
信二维码

本报讯 （记者 叶梅） 近日，全国
市辖区旅游研究课题组及北京华夏佰强旅
游咨询中心联合发布了“2022 年全国市
辖区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区”“2022年全国
市辖区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区”名单，贵州
11地上榜。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云岩区、花溪
区，安顺市西秀区，遵义市汇川区，铜仁
市碧江区上榜“2022 年全国市辖区旅游
综合实力百强区”，分别位列第 8位、第 9
位、第 21 位、第 66 位、第 67 位、第 90
位。

市辖区旅游综合实力研究，从旅游经
济发展水平、政府推动作用等6个方面38
个指标构建研究评价体系，得分居前 100
位的即为“2022 年全国市辖区旅游综合
实力百强区”。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播州区，贵
阳市乌当区、观山湖区，六盘水市钟山区
上榜 2022 年“全国市辖区旅游发展潜力
百佳区”，分别位列第 6位、第 50位、第
18位、第73位、第58位。

城市旅游发展潜力指标体系包含旅游
资源潜力、旅游市场潜力、旅游开发效
益、社会经济支撑条件 4 个方面，共 22
个指标。得分靠前的 100个区即为“2022
年全国市辖区旅游发展潜力百佳区”。

贵州11地上榜
“全国旅游百强”

安 顺 ， 被 誉 为 “ 中 国 最 佳 避 暑 旅 游 城
市 ”。 走 在 山 水 间 ， 凉 风 习 习 ， 没 有 炎 热 与
酷暑，清爽宜人，是一座自然风光旖旎的城
市。

巧夺天工的“喀斯特之手”在此划过，便
有了瀑布群声势浩大、溶洞五彩斑斓、溪流蜿
蜒曲折、峡谷曲径通幽、田园秀润如画、村寨
诗意乡愁……

去看看“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阔而
大者”的黄果树大瀑布，山风习习，水声潺

潺，浅水喧闹，深水无波，在这里玩水、听
瀑、观洞，惬意而舒爽。

龙宫风景名胜区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
无严寒，更是避暑休闲的旅游胜地。去龙宫的
溶洞里走一走，乘船穿行于溶洞暗河之中，洞
内雾气缭绕，轻柔的水汽触碰肌肤，顿时倍感
清凉。

到格凸河看“蜘蛛人”攀岩，一站打卡穿
洞、盲谷、峡谷、暗河等喀斯特精华，目之所
及尽是碧水蓝天，眼底身前清风悠然。山里江

南四季鸟语花香，坝陵河大桥蹦极惊险刺激，
地球裂缝花江大峡谷等，都值得体验。

独具特色的屯堡，则为安顺增添了文化底
蕴。走进天龙屯堡、云峰屯堡，便有大隐隐于
市之感，漫步其道，让人仿佛重回六百年前的
屯堡时光。

高荡千年布依古寨、旧州古镇时光柔软，
红崖天书奇丽神秘，穿洞文化、夜郎文化、牂
牁文化等历史文化遗存，吸引各地游客造访探
寻，感受 21℃瀑乡的清幽之美。

非遗文化炫
“干一杯、干一杯……”在优美

的敬酒歌中，让参展商体验了一回苗
族特色的“高山流水”，陶醉在优美
的歌声与甘甜的米酒中。

记者在现场看到，贵州馆以绿色
为主色调，凸显山地公园省特色，并在
设计上融入了山、水、洞、瀑、高桥和少
数民族等文化元素。贵州馆前，苗族歌
舞、芦笙演奏、侗族大歌等非遗文化展
演炫彩纷呈，人气满满。

在省级非遗竹编工艺展台，赤水
市牵手竹艺发展有限公司展示的竹编
扣瓷系列、竹编包、竹编画、竹家
具、竹编灯具等系列产品很受欢迎。

“参展主要是为了展示产品，带
到现场的产品数量有限。已经有多个
省外参展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负
责人王从芳说。

“销售蜡板画 1000 元，蜡染桌布
380 元，蜡染包 820 元……”六盘水
市钟山区兆美蜡染手工艺作坊负责人
熊兆美记录着每一笔销售。她所带来
的苗族民族服饰、蜡染服饰、蜡染、
蜡画、刺绣、装饰品民族手工艺品和
旅游商品深受顾客喜爱。

“苗族银饰上每一个符号都有特
殊 的 寓 意 ， 是 装 饰 品 更 是 苗 族 文

化。”雷山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杨光
宾在苗族银饰展台向客人耐心介绍。

银马花冠、银锁压领、龙凤银盘、
银酒壶、银碗、银笔筒、银茶壶、银项
链、银手镯、银吊坠等 50多件精美的银
饰作品，引起了顾客的惊叹。

“文化是对客人最好的邀请，绚
烂多彩非遗文化则是最好的展示之
一。”杨光宾说。

旅游商品优
“贵州酱香酒很好喝，也是我的

消费首选。”在贵州馆唯一的酱香酒
展台前，云南顾客杨冬购买了两瓶多
彩贵州原酒。

“客人对贵州酱香酒比较认可，
带来展销的 60 件酒被抢购一空。”贵

州省多彩贵州原酒股份有限公司事业
合伙人赵丽映说，已与云南、山东、
河南等多个省份的参展商达成代理商
合作意向。

“果酒喝过不少，刺梨酒是第一
回！第一次喝，口感很好！”顾客和
参展商们在品尝盘州市柏果四方田酒
厂现场展示的四款刺梨露酒之后，不
少人直接付款提货，或现场下单快递
发货。

贵州宏财刺力营销有限责任公
司展销的刺梨饮料、刺梨原液、刺
梨口服液、刺梨糕、刺梨含片等产
品，以及贵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展出的盛境庄园核桃乳、刺梨饮
料等地方优质特产，得到了顾客们
的一致好评。

都匀毛尖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展

销的都匀毛尖茶绿茶、红茶等系列产
品，因声名在外成为关注焦点。贵州
省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展出的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银球茶系列产品，让很多顾客在品茗
之后都交口称赞。

贵州合友实业有限公司展出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叶咔香苗药秘方系列
头疗保健产品也颇具人气。

文创产品特
刺绣团扇、蜡染玩偶、地戏娃

娃、屯朴小嬢嬢、民族娃娃……在安
顺展台上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引来
顾客围观购买。

“受限于展馆场地，参展文创产
品只是‘安顺旅物’注册商标下的
部分产品。”安顺市文体广电旅游局

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科负责人刘雨
桐一边给记者介绍一边向顾客推荐
汇集安顺全市文创产品、手工艺品
等 500 余款产品的“安顺旅物”品
牌。

在贵阳展台，由贵州黔里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展出的贵州蜡
染、漆器、马尾绣、黄平泥哨、牙舟
陶、黑砂陶、傩戏面具、黄杨木雕等
非遗文创产品上百件，引来多地参展
商洽谈合作。现场负责人蒋栋介绍，
黔里非遗文创作品以贵州非遗传承人
制作为主，打造贵州“染、绣、银、
陶、雕、茶、酒”综合性销售平台，
非遗文创产品超过 1000种。

贵州原人可乐文化发展中心展出
的兴义印象系列文创商品口罩、眼
罩、文化衫、公仔等；毕节百里杜鹃
旅游开发集团展出的文创产品蒲公英
漆器伴手礼盒，百里杜鹃联名款补水
套装、口红以及丝巾、纪念款领带等
因实用性强、方便携带而受到销售商
青睐。

山东展商陈橙橙参观贵州馆后感
叹：“多彩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非常
有吸引力。精彩的歌舞，精美的银
饰、蜡染等非遗文创产品，勾起了我
对贵州旅游的向往，有机会会到贵州
感受独特的人文魅力。”

贵州组团参加 2022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多彩贵州持续提升旅游品牌形象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林

安顺：西部之秀 避暑胜地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叶梅

本报讯 （记者 赵林） 日前，由贵
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云贵相遇·如
此多彩”2022 年避暑度假到贵州主题推
介会在云南昆明举办，旨在全面推广贵州
避暑度假品质体验，不断深化贵州云南两
地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吸引全国游客入黔
享清凉，尽享魅力多彩的夏日时光。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李芳介
绍，贵州为全国游客精心打造了“多彩
贵·世遗之美”旅游线路和避暑康养度假
主题自驾游线路产品。面向贵州省内外派
发 1.6 亿元的文旅消费券，还针对学生客
群、公职人员客群、高温城市客群、省内
市场客群推出不同的旅游产品和优惠政
策。

会上，六盘水市、安顺市、黔南州、
黔西南州文旅部门负责人作文化旅游推
介，并诚邀云南游客向黔而行，尽享山地
公园省的夏日清凉。

避暑度假到贵州
主题推介会
在昆明举办

旅行小贴士

线路：云 峰 屯 堡 —— 旧 州 古 镇
——格凸河——花江大峡谷——黄果
树——龙宫

美食：安顺裹卷、夺夺粉、荞凉
粉、旧州辣子鸡、丝娃娃

民宿：尧 伽 凡 舍 悬 崖 民 宿 、 匠
庐·村晓、匠庐·阅山、旧州客栈

本报讯 （记者 赵林） 近日，云南
昆明滇池湖畔响起阵阵鸣笛之声，几十辆
自驾游汽车缓缓启动，“七彩滇黔路·多
彩贵州游”2022 年云南车友“自驾游多
彩贵州”活动正式启动，开启自驾畅游贵
州之旅。

据介绍，贵州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生
态优势和交通优势，顺应自驾游发展需
求，建设旅游景区停车场，推出自驾车营
地、房车营地等新产品新业态，开启了贵
州自驾游产业化新征程。

贵州推出“原生态穿越之行、山地运
动之旅、温泉康养之旅、深度民族风情
游、最美乡村游、红色文化之旅”6条自
驾游线路。让自驾游多彩贵州的游客可享
天然空调，感受避暑胜地凉爽惬意；赏如
画风景，在山水画卷中窥谷忘返；品多彩
文化，感受文化海洋的多彩之魅；觅诗与
远方，感受诗情画意般的田园生活；寻爽
口美食，尽享舌尖上的“贵州味道”。

当天，贵州旅游协会房车露营与自驾
越野分会和云南省自驾车与房车露营协会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各自的综
合优势与行业经验，促进两地自驾游发
展。

2022云南车友
“自驾游多彩贵州”
活动启动

7 月 22 日至 24 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的主题为“智慧创新·共启未来——服务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2022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展览区现场，贵州馆独特的山地特色，丰富的文化旅游展品，精彩的苗族歌舞、芦笙演奏、
侗族大歌、木叶吹奏等非遗文化展演，吸引全场关注目光。

贵州展团团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李芳介绍，此次展会全省各市州文化旅游部门、旅游景区、旅行社和
文旅企业等 50 家单位 100 余人携文化旅游产品、文创商品、特色旅游商品 1000 余件参展，旨在借助国内历史最
久、亚洲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旅游服务贸易性质的行业展会平台，展现贵州多彩风情、山地旅游特色、绚丽
非遗文化、特色旅游商品、个性文创产品，持续强化“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旅游品牌推广，吸引四海游客
入黔来。

天龙屯堡。 杨舰 摄

格凸河。 李晓鸿 摄黄果树大瀑布。 （安顺市文体广电旅游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