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芳芳

在大局中找自己的位置

“小清河，长又长，山东是
个好地方，青山绿水好风光，出
产稻麦和高粱……”这首歌唱小
清河的民歌曾被选进上世纪50年
代的语文课本，但80年代工业化
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城市人口的不
断增长，让小清河水体污染严
重，一度在济南市民心中留下了
“臭水沟”的印象。

11日下午，坐上装饰考究的
游船，当船划过碧绿的小清河水
面，滨河新区、五柳岛、板桥广
场等景观从眼前划过时，不禁感
叹小清河治理工程的伟大。

“济南的旅游呈南山北水的
格局，如今南部山区旅游市场已
经形成气候，济南虽然以泉水著
称，但旅游水文章却差了点。大
明湖、趵突泉这些景区的发展已
经被市区的位置所限制，而小清
河旅游的出现恰好成了济南发展
泉水旅游的突破口，所以小清河
的位置不可忽视。”在看过小清
河总体规划后，山东省旅游规划
设计院院长陈国忠掩饰不住内心
的激动，表达出了自己对于小清
河旅游的肯定态度。

虽然小清河治理工程成绩可
喜，但从旅游的角度出发，陈国
忠认为通航还不能等同于旅游，
目前小清河只是承载了防洪除
涝、城市排水、截污治污和河道
补水的功能，不能简单地以为在
河里通上游船就拉游客。

“小清河通过治理，加快了
北部城区现代化的进程，对于提
升城市形象，再现山、泉、湖、
河、城浑然一体的泉城风貌具有
很重要的作用。”山东省旅游局
局长于冲说，护城河通航后，是
因为在泉水上观光才带来了旅游
人气。小清河旅游打造亮点就需
要在大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做
差异化的旅游，打出独具特色的
小清河旅游，从而带动包括黄河
在内的济南北部城区旅游。

小清河旅游需编好故事

沿小清河两岸，专家团先后
参观了银座天成文化创意产业
园、滨河天成文化创意街区和五
柳岛三处景点。目前只有五柳岛
具备了简单的接待游客能力，不
难看出景点的略显单一极大地阻
碍了小清河风景区的可观赏性。

山东省旅游开发中心副主任
牛国栋首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一个景区能否有效地吸

引游客的关注，还是要看产品的
开发。“在小清河里转了一圈，
发现两岸的景点还是有些少，小
清河就像一条美丽的玉带，如果
没有珍珠的点缀，再干净再透彻
也只是一条河，而不能称之为好
的景区。”

同时，牛国栋表示，做好小
清河的旅游还要从文化上下手，
不管是小清河沿岸、游船上，还
是在景点，基本看不到关于小清
河的文化和历史的介绍，文化是
旅游的灵魂，没有了灵魂再美的
躯体也不可能具有吸引力。

“我也认为小清河旅游应该
编好故事，让每一个游客能够在
这里感受到小清河独有的文化，
通过导游讲解、画册宣传、雕塑
展示和导游图引导等方式，让游
客充分了解小清河每座桥和所流
经的每处地方的历史故事，让每
一个古闸、古码头也鲜活起来，

这样景区就会变得可读，有血有
肉。”陈国忠院长补充道。

如今，生活节奏过快的都市
人渴望找一个能够放慢脚步、享
受慢休闲的地方。富有灵性的小
清河如果从“逍遥清河”、“泉
城慢生活”、“休闲运动清
河”、“清河风韵”等关键词出
发，做足“慢游”文章，让都市
人在这里释放压力、品读“慢”
清河文化、听不一样的休闲故
事、在餐饮船中感受美食文化，
想来已是十分惬意。

产品包装不能掉以轻心

提起原济南啤酒集团旧厂
房，很多老济南人都有一份难以
割舍的情怀在里边，也许还会经
常想起趵突泉啤酒带来的畅快淋
漓，以及原浆啤酒的鲜爽可口。

如今这座旧厂房正在被改造

成银座天成文化创意产业园，稍
显破旧的老厂区将转型升级为集
艺术创作、文化交流、休闲娱乐
为一体的特色文化产业园区。造
型独特的建筑将保留原始的样
子，通过修旧如旧的手法，做出和
现有商业综合体不一样的风格。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规
划，还不知道规划落实后的样
子，但需要提前考虑的是，千万
不要把这么好的资源做俗套，档
次应该有严格的控制。如果将来
这里能容纳两到三千人同时品尝
新鲜的啤酒、和乐队共舞、享受
激情和畅快，对于丰富济南夜间
休闲的内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元素。”于冲局长表示，独具特
色的休闲场所若能满足都市人的
休闲意愿，北部市民又何必非要
跑到南部山区找休闲。

滨河天成文化创意街区是天
桥区配合小清河风景区，着手打
造的又一个大手笔工程，主要以
文化体验、中高档餐饮、休闲旅游
为主要业态的城市夜文化生活新
区域。完善后的滨河新区将有文
化长廊、夜时尚体验、景点餐饮休
闲和高尚红酒品鉴等板块，目前
商铺出租率已达到了80%以上。

陈国忠表示，济南并不缺少
一般的商业综合体，如果小清河
沿岸的综合体不能做出特点，那
么游客和市民也没有必要非到这
里休闲，所以文化和档次要兼
顾，做出精品，否则便浪费了资
源。

“卖点就是景区宣传的重
点，做出精品做出不一样才能有
客流，有了客流自然就不担心现
金流，所以在产品的包装上不能
掉以轻心。”山东交运旅游集团
董事长王延辉表示。

找好位置 编好故事 做好产品

望闻问切“会诊”小清河旅游
经过4年的改造，如今小清河摘掉了“臭水沟”的帽

子，再现“小河萦九曲，茂木郁千章”的优美风姿。今
年“十一”黄金周，小清河首次与游客见面，虽然期待
值挺高，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还是以尴尬收场。问题出
在哪里，是没定好位，还是特色不鲜明？11日下午，在
山东省旅游局局长于冲的带领下，省旅游界专家和旅行
社代表实地考察了小清河风景区，进行现场“会诊”。

9月28日，虽然临沂市区一
直笼罩在濛濛细雨中，天气也清
冷了不少，但风帆广场上却比平
时热闹得多，市民们来不及打
伞，纷纷围在鱼苗前，看着它们
在水里欢快地游，似乎已经迫不
及待地想把它们放到沂河中。

“我每年都会买鱼苗来沂河
放生，而且发现还有很多市民也
像我一样。现在临沂市把放鱼定
为了一种节事活动，我们感到很
高兴，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种
休闲的方式来爱护生态环境，关
注母亲河、爱护母亲河。”在放
鱼节现场，一位来自临沂市电业
局的职工高兴地说。

为保护沂河，由临沂市政府
主办，临沂市渔业局、临沂市园
林局联合承办的首届山东·沂河
放鱼节，于9月28日至29日举办，

放鱼节用“以鱼养水”的生物净
化方法，进一步改善沂河水质。
同时为了将沂河鱼类增殖放流作
为一项长期工作来开展，达到长
期净化水质的预期效果，决定将
山东·沂河放鱼节定为两年一
届。

临沂市渔业局工作人员介绍
说，通过多年的努力，沂河水质
净化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
沂河仍然存在水体富营养化程度
高、水生生物生态失衡和渔业生
态荒漠化等问题，临沂市正面临
着如何保持沂河水质良好、保护
水生生物多样性、维护水体生态
平衡、防止暴发蓝藻水华等一系
列战略问题。

此次放鱼的鱼种以鲢鱼和鳙
鱼等滤食性鱼类为主。鲢鱼专门
滤食浮游植物，消灭藻类；鳙鱼

主要滤食浮游动物。据统计，鲢
鱼、鳙鱼每生长1公斤，可消解
浮游生物50公斤。大量投放鲢、
鳙鱼，可以有效防止蓝藻水华的
暴发，同时，对丰富沂河渔业资
源，维持沂河水系生态平衡能够
起到积极作用。

“临沂举办首届沂河放鱼节
开了城市水系增殖放流的先河，
拓展了现代渔业的新功能，同时
也有利于树立文明的社会风尚，
利于城市文明建设，检验市民素
质。”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一位
副厅长对沂河放鱼节给出了很高
的评价，希望通过沂河放鱼节的
引导，改变市民对传统渔业的认
识，向现代渔业和商业渔业转
变，建设和谐的生态和社会环
境。

(李芳芳)

借力休闲汇 传统渔业走向休闲渔业

山东沂河举行首届放鱼节
□李芳芳

好客山东休闲汇的举办旨
在让老百姓感受到幸福，学会
享受休闲，而“最佳休闲社
区”和“最佳休闲家庭”的评
比活动，恰恰是最能体现百姓
们幸福生活的两项活动。“十
一”黄金周期间，各市丰富多
彩的社区、家庭休闲活动，为
市民营造了浓厚的休闲氛围。

在各地市，社区各类棋
艺、书法比赛，邻居节和健身
运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其
中，济宁市中区越河街道竹竿
巷社区举办了“邻里一家亲、
百家饺子宴”邻居节活动。参
加活动的居民有的剁菜、有的
和面、有的擀皮、有的捏边
儿…… 神形兼备的“鱼形
饺”、 栩栩如生的“蛤蜊
饺”、色彩斑斓的“四喜蒸
饺”从街坊邻居手中诞生，瞬
时找回了过去里弄人家深厚的
邻里之情。

国庆节当天，威海荣成市
凤凰湖社区在社区广场举办了
朝鲜歌舞会，表演者为社区居
民展示了富有朝鲜特色的民族
舞蹈艺术，给社区居民带来艺
术享受的同时，也丰富了社区
居民的文化生活，让大家领略
了不同国度的艺术文化。

临沂河东区九曲社区十一
黄金周期间，一支自发组织的
自娱家庭队伍，取名为汤头民
间艺术团，活跃在河东区的大

街、广场等场所，有练剑小
组、练拳小组、扭秧歌小组、
跳舞小组(多种)、京剧小组、
吕剧小组、黄梅戏小组、红歌
小组、流行歌曲小组等，自发
参加的家庭成员达到近万人。

除了这些形式各样的活动
外，很多社区和家庭还借好客
山东休闲汇的机会，采用“引
进来，走出去”的战略享受了
别具一格的休闲。济宁市泗张
镇司友侠一家休闲服务意识
强，在搞好农家乐游客餐饮接
待服务的同时，组织游客进行
菜园采摘、扒地瓜、拔花生、
钓鱼等活动，体验翻地瓜秧、
压碾、老牛耕地、摊煎饼的农
村生活，受到广大游客的一致
好评。在该家庭的带动下，全
村群众的旅游服务意识明显提
高，先后建设了桃树认植园、
农事体验园、采摘园、手工制
作坊、桃木工艺坊、手工煎饼
坊、茶社等，同时由其牵头成
立了旅游合作社。目前，该村
已成功建立了一种“度假+农
家乐+乡村民俗观光+农事参与
体验”的乡村旅游新模式。

在“走出去”上，东平县
赤脸店社区鼓励居民外出旅
游，开阔视野，解放思想，组
织社区居民到经济发达地区参
观学习休闲娱乐，不但推动了
社区文化建设，提升了居民人
文素质，同时也增强了凝聚
力，为社区发展起到了推动作
用。

既有常规休闲，还有引进来走出去

黄金周社区、家庭比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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