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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冉梦蝶 通讯员 叶金涛 许洁琼
在“就地过年”的倡议下，刚过去的春节黄金周，
相比
往年，本地游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短途、乡村旅游热
度空前。日前，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交出了春节假日文旅
市场成绩单，假期全市旅游景区景点接待游客累计共
240.05 万人次，恢复至 2019 年春节的 95.84%；实现国内
旅游收入 12.87 亿元，
同比增长 349.7%。

“月渔雁沙”初现

来西门岛体验海上森林研学

晴朗的春节假日，
游客路过楠溪江石桅岩。

潘小龙 摄

“无预约，不前往”，春节出游，预约错峰成为了游览新趋势。
节日期间，在雁荡山游客中心，不少自驾而来的游客配合安检、测
温、确认健康绿码，然后出示线上预约成功的短信或二维码，便捷
入园。在百岛洞头，
家庭出行的游客主动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各景
区也加大入园时的引导服务，尽量减少游客排队时间，
最大程度保
障疫情防控效果。
为确保春节游玩和疫情防控两不误，春节假期，
我市各重点景
区贯彻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根据承载能力和疫情防控的
需要，通过即时通信工具、手机客户端、景区官网、电话预约等多种
渠道，及时发布景区开放运营动态、景区流量、游览管控、安全预警
等公众关注的信息，推行分时段游览预约，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
峰旅游，避免扎堆出行，严格限制每日游客接待量不得超过景区最
大承载量的 75%。截至 2 月 17 日，19 家 4A 级景区接待总人数为
136.23 万人次，
其中景区预约率超六成。
小长假期间，因连续晴好天气的加成，从正月初二开始，出行
游客激增，多条高速公路出现拥堵，各旅游景区、文旅场所，
仍然执
行 75%承载量的限流措施，有序开展区域环境卫生保洁、公共设施
消毒、游客体温检测等工作。同时各级文旅部门加大了安全执法
检查，截至 2 月 16 日，全市共出动文化旅游执法检查 276 人次，检
查文化娱乐场所和旅游企业 428 家/次，发现并处置疫情防控问题
数量 51 家/次，
发现并整改安全生产隐患问题数量 6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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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错峰游园
安全过大年

本地游成主角，
全市文旅市场揽金

春节期间的永嘉大若岩野鸽公园。

叶金涛 摄

春节文旅盛宴精彩纷呈

春节期间的雁荡山游客中心。

正月初一，泰顺南浦溪库村古村落。

粥粥 摄

翁卿仑 摄

就地多重惠游
暖心过大年
在“就地过年”的带动下，逛本地景点、赏乡村民俗、住民宿
酒店，成为了今年的新年俗。假日期间，都市游、乡村游、近郊
游、休闲游、文化体验游、春节主题游等文旅产品受到广大市民
游客的青睐。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我市各地公共图
书馆、体育场馆、职工活动中心等面向外地留温员工预约免费开
放，雁荡山、刘伯温故里、楠溪江、苍南渔寮等 55 家 A 级旅游景
区对外地留温员工实行门票优惠政策，让留温过年的群众品尝
到丰盛的新春文旅盛宴。
同时各地也通过差异化活动设置和场景营造，为市民提供
多元化的选择，在丰富游览体验的同时，亦能够减少游客扎堆、
聚集。比如，鹿城推出包括覆盖近 100 处文旅打卡点的“11 条新
春微游线路”
，从历史名城探秘、瓯越文化研学到瓯菜美食体验、
文化名人寻访等，各具特色的游线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出游需
求。同时打通线上线下，
无论是到江心屿探寻诗之旅，
去城市书
房品书香，还是看线上展览观非遗，或是到公园路大快朵颐，去
电影院看几场贺岁片……市民游客的选择更加丰富，体验也更
加愉悦。楠溪江则打包了一份原地过年指南，
分为拓展挑战类、
攀爬登高类、平地赏玩类、儿童游乐类、饮食场所类、精品民宿类
等多类别，
提供菜单式精华攻略，
并推出自驾三日游精品线路。
吃农家饭、住农家屋、摘农家果、享农家乐的乡村游亦成为
假日旅游新时尚。据悉，黄金周期间文成武阳、永嘉苍坡、平阳
青街等不少乡村游目的地根据不同人群需求，推出了一系列文
化民宿体验、亲子采摘活动、餐饮服务等丰富多彩的深体验旅游
产品，
俨然成为春节
“爆款”。长假中，
永嘉、洞头、文成等地精品
民宿基本满房，泽雅特色小镇、野鸽公园、云岚牧场、雁楠逸园、
瑞安幸福谷乐园、畲乡竹里、南浦溪库村等特色小镇、综合农庄、
美丽田园目的地亦迎来了接待高峰。截至 2 月 17 日，包括瑞安
曹村特色小镇在内的 7 个乡村旅游景区村（镇）接待人次进入全
市旅游景区游客排名榜前 20 名。

文旅大餐纷呈
开心过大年

泽雅龙溪
畔，油菜花已
初绽放 ，吸引
大批游客。
杨爱青 摄

相比
“走得远”
，今年春节市民更关注
“玩得好”，
以家庭为单
位就近出游成为主流，
出游目的也不再停留于对看看山水风光，
而是更加倾向于对历史文化的深度体验上。我市文旅部门联通
线上线下，将精心准备的文旅活动和文旅产品搬上云端。城乡
微旅游、云旅游、文博游等均呈现出供需双热的情况。
假日期间，市文旅局策划举办了
“在温州，
过温暖年”
展播活
动，解读诗画温州，推介“跟着谢灵运游温州”十大山水诗线路。
全市各地文化馆、图书馆等精心准备了 480 余场公共文化活动，
听戏曲、看展览、赏夜景、逛诗会、观演出、买年货，
以丰富多彩的
互动方式传递传统、有趣、年味儿十足的瓯越印象。此外，文化
驿站、城市书房等在春节期间开展了多场贺岁档的读书会、展览
会、公益讲座等活动。
线上活动更加别出心裁。各地重要景区、博物馆、图书馆等
纷纷通过“温州云”
“云展览”
“抖音”
“直播”等互联网平台，开展
了东瓯艺韵民间艺术线上展、戏曲民乐线上专场、非遗添年味系
列活动、
“云游诗路温暖过年”
“云旅游”AR 展览系列文旅服务活
动等，为群众献上丰富多彩的文旅盛宴。仅鹿城区，就推出了
村晚云联欢、云游鹿城、
“又见鹿城幸福生活”
摄影展、似水
“留”
年——中国古典诗词原创歌曲赏析等一批云端原创文艺精品展
播、摄影展、读书会、民俗展等，普及民俗经典，为广大市民打造
了一场场云上新春派对。

西门岛红树林新景。

叶金涛 摄

本报讯 （记者 冉梦蝶 通讯员 叶金涛） 踏上木栈
道，
看对岸雁山奇秀峰峦如聚，
眼前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像
绸带一般铺展在海面上。近日，雁荡山西门岛生态岛礁
（一期）项目已基本完工，岛上观赏视野与山海体验为之
一新，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红树林是热带、亚热带海岸湿地生态系统唯一的木
本植物，
具有防风消浪、促淤护岸、净化海水、调节气候和
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西门岛拥有全国首个国家级海
洋生态保护区和中国最北的红树林两张金名片。以红树
林资源为依托，去年起，该岛整合提升滩涂现状，加快建
设生态岛礁项目，通过植入研学、科普教育等业态，建设
红树林种植区、红树林景观栈道、临海广场等配套设施，
打造雁荡山最美海岛。
雁荡镇西门岛位于乐清湾北部，
拥有总面积 2.8 万亩
的滩涂湿地，再加之独特的红树林区孕育了丰富的生物
和景观资源。生态岛礁全长将近 1 公里，总投资 1300 万
元，
将搭建起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研学旅游、休闲观光
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让游客及研学团队走进海上森林
自然课堂，
近距离观察红树林奇形怪状的根系、挂在红树
林上奇特的胚轴苗、举着大鳌挥舞的招潮蟹、在滩涂上爬
行的跳跳鱼，
以及黑嘴鸥、黄嘴白鹭等珍稀鸟种或候鸟季
节成群掠过的水鸟群等等，
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
提升生
态保护意识。
据悉，
西门岛生态岛礁项目是乐清市雁荡镇
“月渔雁
沙”乡村振兴示范带上的重要一环。该示范带西起白溪
街村，东至白沙岛村，全长约 9 公里，将以水产养殖产业、
旅游配套产业、生态岛礁资源等特色产业资源为依托，
因
地制宜拓展
“山”
之夜间经济，
补足
“海”
之休闲产业，
完善
配套服务、产业示范、夜间休闲、康体运动、海岛研学、乡
村旅游等多功能，
并构建起
“雁荡山研学、海岛研学、滩涂
研学、海上研学”
四大类山海研学产业体系。

龙湾贞义书院惊艳亮相

贞义书院惊艳亮相。

周建海 摄

本报讯 （记者 冉梦蝶） 日前，
龙湾区瑶溪钟秀园内
举行了贞义书院开院暨授牌仪式，这座温州历史上唯一
奉旨敕建的民间书院，
将重现昔日风采，
并借助现代展陈
手段，展示贞义书院历程、张璁历史功绩等，进一步彰显
龙湾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
明代嘉靖初年，内阁首辅张璁在龙湾创建“罗峰书
院”；嘉靖七年，明世宗皇帝赐名“贞义书院”。这是温州
历史上唯一奉旨敕建的民间书院，成为温州文化教育的
一座丰碑。为深度挖掘本土文旅资源，2016 年至 2018
年，共有 9 栋历史建筑整体迁移到瑶溪钟秀园，为进一步
盘活古建筑，
龙湾区多项非遗体验项目被不断引入，
钟秀
园也逐渐建设成包括“一院二馆”的“龙湾非遗体验基
地”
。
其中瑶溪街道黄石村重阳路、团结路的三幢清代古
民居，
与永中街道新联村粮库清代门台，
组成一个完整的
传统院落。经过多次的学习考察、专家讨论、专题会议协
调，
龙湾决定将该院落建设成久负盛名的
“贞义书院”，
并
于 2020 年正式施工，今年初进行初步布展，在不破坏古
建筑本体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微改造，重点展示贞义书院
历史、张璁历史功绩，融合省级非遗“张阁老民间故事”，
积极探索古建筑活化利用的新思路，将贞义书院打造成
为更具人文气息的文化精品。
如今经过重新修葺之后，书院建筑风格以明清时期
为主，
完整保留有大厅、院落、回廊、门台等建筑。接下来
还将在此开展系列传统文化教育、书画创作、国学研究、
展览、培训和对外交流等活动，
市民可以在远离尘嚣的瑶
溪清净修学，
感受传统国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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