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欲倒骑玉龙背,峰巅
群鹤共翩翩。 ”四百多年前，伟
大的旅行家徐霞客一生行程十
万里， 足迹遍及江南及 21个
省， 他撰写的 60万字的地理
名著《徐霞客游记》，不仅对地
理学有重大贡献， 还有很高的
文学价值，被称赞为“世间真文
字、大文字、奇文字”。徐霞客出
生在江苏，成名在上海，出游在
浙江，游历最多的地方是安徽，

而今天， 江沪浙皖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同时
“江南游圣”徐霞客所讲述的江
南文化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共
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家园。

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发
展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 2019

年， 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合计
23.7 万亿元 ， 约占全国的
23.9%。 长三角地区 5A级景
区数量占全国比重超过五分之
一； 星级饭店占全国比重超过
16%； 浙沪苏皖旅游收入总和
占到全国旅游总收入的一半以
上，占全球近 9%，万亿市场潜
力巨大。

近日，“爱我中华： 长三角
新发展 新变化”大型釆风活动
启动仪式在江苏南京举行，邀
请媒体、作家采风长三角，共同
搭建长三角城市群与全球的合
作交流桥梁， 同时全面展示长
三角地区文旅融合与产业升
级、科技创新的丰硕成果，记录
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的蝶变
进程。

目前， 长三角地区已成为
全国经济最为发达、 文化产业
最为繁荣的区域之一。 这个区
域具有共同的江南文化属性和
特征， 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丰沃土壤的江南文化， 使长
三角的城市有着区别于其他地
区的文化特质， 这不仅有力地
推动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

还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提供了文化支撑。

本次活动， 感谢上海烟
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
支持。

传统文化与创新 IP 时空
融合

在长三角，江南文化与旅游始终
相伴相生、如影随形，我们在长三角
找不到一个叫作“江南”的城市，但是
几乎每一位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江
南”。 如今的江南，不仅有小桥流水、

杏花春雨，还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
拍摄基地。 不仅有粉墙黛瓦、吴侬软
语，还有常州中华恐龙园、杭州 Hello

Kitty主题公园等特色 IP。江南文化的
共通性及文化旅游资源的富集性，为
长三角区域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遵循“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原则，专家、学者们对江
南古城、古镇、运河、园林、戏曲等丰
富多彩的传统江南文化景观及资源
用文化展示、 旅游传播+互联网新媒
体的理念和方式加以创新表达，打造
出了饱含江南文化意蕴的长三角经
典文化旅游产品体系。

时尚文化与红色文化基
因融合

长三角地区具有众多的现代都
市时尚文化资源， 如演艺、 设计、赛
事、游戏、购物等。 今年来持续开发了
国际性、前沿性的现代都市文化旅游
产品族群，为长三角文旅深度融合奠
定坚实的基础。 长三角地区既具有现
代都市时尚文化魅力，同时又蕴含深
厚的红色文化基因。 从党的诞生地、

红船精神、革命老区、淮海战役精神，

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互联网大会、

特色小镇、美丽乡村、两山理论、自贸
试验区，从党的初心与使命，到改革
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以及勇
立潮头新精神，长三角地区始终彰显
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和引领价值，是坚
定“四个自信”的重要支撑。 这些时尚
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基因并重发展，

以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方式加
以传承和弘扬，形成了当代长三角文
化旅游的鲜明标识。

体制机制与旅游产品地
域融合

在上海， 以重大项目为载体，从
深化长三角合作体制机制、建设长三
角一体化旅游示范区、打造文化旅游
精品、提升区域文化协同发展能级等
方面，推进长三角地区文化旅游一体
化发展。 上海具有注重生态旅游资源

开发，突出都市环境下的生态旅游特
色，40条文旅融合精品路线， 串起上
海了 16个区的主要文化旅游资源。

在江苏, 专门对江南文化的深厚
底蕴和当代价值进行深入研讨, 为长
三角一体化提供文化标识、传统根源
与精神凝聚力。 不断加强江南水乡传
统文化和自然风貌保护, 弘扬古镇文
化, 推动环太湖古镇群文化休闲和旅
游资源开发,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

传承两汉文化，让“水韵江苏”成为长
三角的亮丽名片。 同时，江苏着力打
造高水平服务业集聚区，以苏州市吴
江区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形成了涵盖“吃住行游购
娱”的全域旅游体系，积极打造“慢生
活”旅游新模式。

在浙江, 围绕文化旅游、 数字经
济、基础设施等领域实施了近 200 个
重大项目,投资额 1万多亿元。以湖州
市吴兴西塞山旅游度假区“乡村文旅
创客基地” 为起点推动 “文旅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探索构建中国
乡村特色的美好生活新模式。 推出
“美丽乡村”等一揽子政策，坚持生态
文明理念， 优化生态资源开发格局。

近年来，浙江不断在各地推出特色文
化品牌，成为吸引年轻游客到访的新
元素。 不论是《印象·西湖雨》《宋城千
古情》等旅游演艺，还是乌镇戏剧节、

西塘汉服文化周等文化活动，都吸引
了许多年轻游客前往体验，感受浙江
风景与文化的交融。

在安徽 ,深入推进皖西大别山革
命老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等
“一圈五区” 发展新格局建设。 积极
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区，着力推进皖南
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合肥都市圈休
闲旅游区、 大别山自然生态旅游区、

皖北文化生态旅游区 “四大板块”特
色发展，深度开发红色、生态 、文化
等旅游资源，打造了长三角高品质红
色旅游示范基地和康养基地。 安徽
正全面推动“旅游+生态化”建设，同
时， 在传统热门景点黄山风景区之
外，找到新的旅游增长点。 宏村与西
递两个古镇，一跃成为新晋网红。 宏
村作为《卧虎藏龙》《苏乞儿》等著名
影视剧取景地，被众多游客熟知。 当
地的徽派建筑、 私家园林保存完整，

向游客讲述了原汁原味的徽派山水
与文化。

江南文化与全球文化市
场融合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出境游人数

最集中的地区， 有最大的出入境口
岸和邮轮港。 长三角地区与伦敦、巴
黎、东京、纽约等国际城市对标，加
强对境外游客的营销， 提升入境游
人数，挖掘深度旅游、高品质旅游的
开发。 除了游客走进来，长三角也正
在着力引进一批独具特色的文创企
业和项目。 去年底召开的第二届长
三角文博会汇聚了来自 15 个国家
和 2 个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

意大利、韩国、日本、泰国、印度、新
加坡、 南非等参展商带来的文化交
流盛宴， 展现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
前沿，联通世界的“大平台”作用。 上
海将引入海内外约 80 余家文化授
权开发企业和机构， 形成从 IP 授权
到衍生市场开发、 从内容创意到跨
界联动的全产业链模式， 促进中国
优秀的 IP 进入世界市场， 也让世界
上更多的优质 IP 进入中国市场。 江
南文化正逐步从地方性文化走向全
球性文化、 同时又从全球性文化走
回地方性文化。

疫情防控与高质量发展
“危”“机”融合

随着我国进入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阶段， 在各地做好安全防
护措施前提下， 生态旅游由于亲近
自然、 放松身心的性质受到越来越
多游客的喜爱。 而长三角地区由于
交通便利 、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彼
此之间更是互动频繁。 在疫情防控
中，危中寻机、化危为机。 长三角地
区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文旅
发展，深化高水平融合，不断培育文
旅高质量发展新增长点， 持续培育
线上线下融合新机制， 强化高效能
治理，打造出文旅智慧监管新常态，

努力提升文旅行业对疫情防控的贡
献度、 文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度、 文旅融合对人民美好生活的贡
献度。

■结束语

未来长三角将建设 “旅游共同
体”， 构建长三角世界旅游目的地体
系。 以创新的资源观重新审视、挖掘
区域内各类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尤其
是依托在世界层面具有高度影响力
的生态旅游自然和人文资源， 打造
“长三角生态旅游品牌共同体 ”，创
新江南文化品牌，以更国际化的形象
迎客全球，打造全国性的生态旅游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

爱我中华 走进长三角

高质量、新发展、新变化，谁不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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