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18年10月9日 星期二 编辑 王钰
吉林旅游

Email:jlrb18@126.com 电话：（0431）88600721

酒生产车间、原酒贮藏车间、山葡萄种植示范园，中国

山葡萄酒博物馆、地下储酒窖……在通天山葡萄酒文化科

技产业园内，来自浙江的旅行商们亲眼目睹了葡萄酒生产

的整个过程。“没想到通化的山葡萄酒文化历史这么悠久，

生产工艺这么先进”，在国内唯一的以葡萄酒为主题的博

物馆内参观完，浙江龙之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利兵忍

不住连连称赞。

作为吉林省首批工业旅游示范区，诞生18年通化山

葡萄酒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品牌之路。据悉，仅去年一

年，这里就接待游客10万余人。其旅游公司负责人杨娜

告诉记者，目前工业园是这里的旅游前沿，这里有亚洲最

大的橡木桶酒窖，有每小时6000瓶的生产线……下一步，

他们准备启动第4个五年计划——全力推进山葡萄酒文

化，在工业旅游中加入文化元素，让所有的国人乃至外国

人走进来，了解这里的山葡萄酒文化。

博物馆可能石一个最有可能拥有魔法的地方，在方

寸之间凝练历史，让光荣和奋斗在时光中穿梭。本次“浙

江旅行商吉林行”最后一站来到了一汽红旗文化展馆，在

这里旅行商们亲身领略中国早期自主研发生产汽车的风

采。

据了解，一汽红旗文化展馆始建于2006年，总面积

3000多平方米。展馆分为三个展区，A区主题为“艰苦创

业、为国争光”，讲述从1958—1981年间“红旗”从诞生到

停产的不凡经历，及新中国第一代创业者为国家富强迸发

的劳动热情和大胆创造力；B区主题为“锲而不舍、勇于探

索”，讲述从1981—2006年一汽红旗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一汽人顽强抗争的艰辛历程；C区主题为“创新发展、引领

未来”，讲述从2007年至今一汽红旗复兴计划的进展和实

施，表现了一汽人务实、科学的创新态度及追赶时代进步

的自强精神。

“这里诞生过新中国的多项‘第一’，承载着我们民族的

骄傲和自豪，但这里也经历过和艰难，处处满藏着我们不服

输的抗争精神。”参观一圈下来，浙江山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总经理鲁建民表示，很震撼佩服。他告诉记者，本次行程

中的工业旅游景点都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相比于

青山绿水，他对吉林厚重的工业文化情怀，更感兴趣一些。

在吉林省老工业振兴进程中，旅游产业扮演了一个重

要的角色。除了宣传推广外，还通过人流带动客流，带商

流、带资金流，这是一个增加附加值的过程。记者看到，在

参观通天酒业的时候，很多旅行商就买了葡萄酒，而在参

观红旗文化馆的时候，不少旅行商则选择购买了车模。这

个带动消费的小小缩影，可以深刻说明我省工业旅游发展

具有巨大潜力。

那么，如今，工业在转型，旅游在升级，作为曾经的

工业大省，吉林省的工业旅游新业态该如何成长壮大？

在工业振兴中旅游人应该如何书写自己的旅游担当呢？

省旅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从旅游+工业的

角度同一汽集团建立战略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

少浙江旅行商表示，对于这种“双品牌”体验感到满意。

作为吉林旅游人，未来，还会持续在工业旅游领域深耕细

作，将专业的东西转化为大众化，增强消费者的趣味性。

同时，该负责人也表示，目前很多工业旅游处于“一日

游”或“一次游”的尴尬局面。工业旅游不能简单停留在参

观层面，而应增加与消费者的互动。下一步，我省工业游

将逐步在增加消费者的黏性等瓶颈问题上多下功夫，用特

色工业油为吉林旅游“加码”。

从“干工业”到“看工业”，目前，我省工业旅游已不断

发展。未来，如何让工业旅游成为我省旅游产业中闪亮的

元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天

来得不会太迟。

诚邀江南客，共赏吉林景。

9月25日，由吉林省旅发委、中国一汽集团、浙江省

旅游局、浙江省旅游协会 、浙江省旅行社协会、浙江省饭

店业协会共同主办的“浙江旅行商吉林行”活动正式启

动。

75名浙江旅行商和25名吉林旅行商共乘红旗H5轿

车，在白山松水间开启为期5天的自驾之旅。以游会友，

这1500公里的旅程有着怎样的亮点？我们一起来看看。

亮点一：从寻觅山水到解码文化

秋风飒爽，层林尽染，从诗画江南走来的旅行商们，刚

一踏上旅程，便被吉林五光十色的秋景所迷住。“一直以为

浙江秋天满山杜鹃花很美，但来过吉林后，我不敢再和别

人说浙江秋天是最美的了。”浙江西湖山庄副总经理彭建

文真诚感慨。

浙江省饭店业协会副会长、杭州映逸酒店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赵移起说：“以前我总感觉吉林适合夏游，没想到这

里秋景竟然更美。我在朋友圈发了几张照片，点赞人数都

多达120人左右。”

“我走过7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我仍觉得吉林的美不

是一般的美。好多地方会让我想到新西兰岛、加拿大温哥

华61号公路，我认为，吉林的景色完全可以和这些地方媲

美。”在长白山上，浙江外海星空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鞠成良不停夸赞。

据悉，本次“浙江旅行商吉林行”活动，所经路线是我

省东部经典旅游大环线。从长春出发，一路经过通化市、

集安市、白山市、长白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沿途旅

行商们饱览了我省生态、红色、工业、文化等各种形式的旅

游资源。

“这次形成线路安排非常合理，全程下来我都充满了

新鲜感。”一地一景，一地一特色的搭配组合，让浙江力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事业部总经理孙艳兰非常满意。

“吉林我还会再来的，下次我希望能够在深入体验一次这

里延边的少数民族文化。”

记者观察到，为了避免广大旅行商们审美疲劳，本次

旅行在线路设计上充满匠心：不仅带领旅行商们穿越了吉

林的壮美山水，还带领他们感受了吉林独特文化。毕竟山

水是大自然的馈赠，文化才是当地人的结晶。

在安图县万宝镇红旗村内，荡秋千、吃打糕，观歌

舞……旅行商们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中，了解了朝鲜族

在吉林的发展历史及文化风情；在大关东文化园里，喊

山号、扭秧歌、闹婚礼、旅行商们通过亲身参与，了解了

吉林省的放山文化，以及作为清朝龙兴之地的醇厚满

族文化习俗。

远方来客，不可怠慢，作为东道主，热情十足的吉林

方精心准备的“旅游套餐”,让广大浙江旅行商们收获颇

丰，回味无穷。很多旅行商表示，不能把吉林的产品混

在东北旅游产品中，应该单列出来，因为它太过独特、太

过美好。

亮点二：从单向推介到深度踏查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将我省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

推广出去，吉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一直煞费心思。不论是

前段时间火爆朋友圈的手势推广，还是不定期赴外地的品

牌宣传，都为外地游客和旅行商们认识吉林、投资吉林提

供了重要的“窗口”。

相较于以往推介的单向“输出”模式，本次“浙江旅行

商吉林行”活动则是以体验为主。将外地旅行商请进吉

林，在白山松水中自驾体验，这在吉林尚属首创。

“红旗轿车是我们国家优秀的民族品牌，能乘坐它慢

悠悠出游，机会真是十分难得。”在得知本次活动可以驾驶

一汽集团新下线的红旗H5轿车后，浙江饭店业协会副会

长叶晓燕兴奋不已。

叶晓燕从事餐饮行业，几天的踏线考察，她十分关注

我省的饮食特色。“想象中东北菜都很咸腻，但亲自体验后

才知道，这里的很多菜都很符合江南人口味，完全可以引

入浙江菜谱。”她告诉记者，回去之后，她会将吉林各个县

市的美食认真筛选，赋予它们故事性、文化性，让更多的吉

菜走进浙江的餐饮市场。

寓玩于游，寓品于游，全景展示吉林的食、住、行、

游、购、娱是本次活动的重要目的。为此，除了观山水、

品美食，本次活动还组织了民俗答题、抖音比赛、飞碟射

击、影像分享等形式各异的团建活动，使广大旅行商们

在逐渐密切友谊的同时，对吉林有一个更加立体清晰的

印象。

浙江省饭店业协会会员服务中心主任徐霖表示，五

个日日夜夜，行驶千余公里，我们充分了解了吉林省的

旅游资源，感触很深。吉林的旅游资源很丰富，但我们

认为还应在加强旅游设施配套建设上多下一点功夫，比

如说旅游购物点建设、景点娱乐设施建设，景区网络覆

盖等。另外，吉林省的食材非常丰富，希望能加强精细

化和特色化打造。吉林很美，我期待未来能有更深层次

的合作。

有赞美、有畅想、有建议……两省旅行商首次长时间、

大跨度地围绕吉林旅游开发、两地旅游合作等事宜全方位

研究探讨，使活动成为“务实的招商会、移动的谈判桌、高

效的宣传台”。吉林省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竞慧告诉记者，本次自驾采取的3个浙商搭配1个吉商

的组合方式，作为吉商代表，她明显感受到了浙商们对吉

林旅游产品的兴趣，相信未来两省间的合作交流会越来越

多。

亮点三：从三产独奏到多产和鸣

作为第三产业，旅游业向来是“一业带百业”的产业。

在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如何贡献旅游的一份力？如何

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将“旅游+工业”落到实处？

本次“浙江旅行商吉林行”活动，可谓

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近年来，我省深挖旅游资源，提炼旅

游产品，向市场推出了很多形象鲜明的宣

传主题，包括“温暖相约·冬季到吉林来玩雪；

清爽吉林，22度夏天”等。而本次活动，在巩固既

有明星品牌的同时，又强势推出了工业旅游这一重要

产品。

当白山松水的多彩华服联袂老工业基地的明星元

素，这种品牌叠加效应在旅行商心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呢？

浙江龙之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利兵表示，对于中

国人而言，红旗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还是一种深

深的情怀和神圣的记忆。对于本次活动能够亲自驾驶红

旗车的经历，他表示荣幸难忘。“方向盘很轻，车子很智能，

时尚实用，非常好。”安吉天使小镇乐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剑更是直言，“红旗轿车豪华的内饰，精准的操控，让我

从根本上颠覆了对国产轿车印象。”

“一汽集团提供的28辆全新自主研发的H5红旗轿车，

零差错且安全完美地完成了本次旅程的任务。”吉林省旅

游发展委员会活动处处长贾鑫告诉记者，“希望通过此次

活动，打造吉林旅游品牌+工业品牌的双品牌叠加效应。

通过‘三产’带动‘二产’，将吉林省的知名品牌推向全国的

旅游消费者。”

从“各扫门前雪”到全面融合，“旅游+工业”，这是一次

尝试，也是一次突破。工业游虽然属于小众旅游，但吉林

作为老工业基地，优势还是非常明显。在一汽红旗文化馆

内，旅行商们对中国第一辆自主轿车等国车非常感兴趣，

纷纷拍照留念。而对于这次座驾H5旅行商们更是充满感

情，纷纷询问是否可以购买到车模。

同船渡，共车游……短暂的行程中，两省旅行商建立

下了深刻的友谊。活动结束之际，浙江旅行社协会副会

长、浙江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军深情说到：

“作为协会，未来我们一定会和吉林交流，大力推广吉林旅

游。对于我个人，今年冬季冰雪季来之前，我一定会带领

我们的游客来参观吉林冬季的美好风光。

这是一次饱览山水人文的精彩旅程，

这是一次深度了解携手共进的盛会，

吉林，正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旅行商的目光，

未来，值得期待！

朝搴红叶于枫林，夕揽山河之壮美。乘

划艇从上游顺流而下，看夹岸苍松翠柏，听

林中鸟鸣啾啾，是怎样的快感？漫步原始森

林，在充沛的负氧离子中，大口呼吸是怎样

的惬意？体验飞碟射击，让枪声回荡于耳

畔，是怎样的痛快？行走山间木道。听潺潺

流水，望云卷云舒，又是怎样的一种享受？

如果你想要一场这样的旅程，吉林东部

经典旅游大环线全部都能满足你。

吉林东部景点旅游大环线：长春市、通

化市、集安市、露水河长白山国际狩猎场、长

白山、大关东文化园、红旗村、长春市。下面

记者简单为您推荐一下这条环线上的吃、

喝、玩的典型代表：

吃：
集安火盆：

集安火盆集安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

道美食。制作时先取一个火盆，在里面摆上

已经生好的炭火，然后取一平底锅置于火盆

上，锅底先铺几块肥肉，再铺上一层豆腐，然

后将牛肉、猪肉、牛肚、牛蹄筋、米肠、黄豆芽

等食材混在一起，用秘制的调料大火炒熟，

置于最上面即可上桌。

当炭火烘烤下菜肴始终都是滚烫的，铺

在下面的豆腐滋滋作响，各种肉类食材热气

腾腾，香气弥漫。最妙的是食材吃光，就着

充满肉香的油锅，炒上一盘蛋炒饭，金黄的

鸡蛋，白白的大米，吃上一口，真是回味无

穷。

喝：
通化葡萄酒:

得益于特殊的纬度位置和气候优势，数

十载的种植栽培，如今，通化已经成为我省

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地，所酿造的山葡萄酒、

冰葡萄酒等产品，深受市场好评。闲来无

事，驾车来通化，选购几瓶好酒，或独自品

尝、或馈赠亲友都是不错的选择。

朝鲜族米酒：
朝鲜族米酒是朝鲜族的特色饮品，在我

省的延边地区销售广泛。米酒多采用纯天

然发酵自酿，富含多种氨基酸，活体酵母菌

体，乳酸和赖安酸等。白嫩剔透，闻起来有

淡淡的粮食香味，度数不高，老少皆宜。

玩：
长白山：

长白山，世界第二大活火山，与五岳同尊，被称为“关东第一

山”，为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发源地。雄浑壮美，世人瞩目。

这里独特的陆地生态系统举世难寻，是名副其实的“自然资源宝库、

万物生长乐园、人间生态天堂”。在这里，游客既可以体验登主峰、

赏天池乐趣，还可以享受泡温泉、住木屋的惬意。

露水河国际狩猎场：
露水河国际狩猎场坐落于长白山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内，是

1987年经国家林业部批准建立的，距离长白山主峰约60公里。森

林中的“红松王”、“沙松王”和富于神化般的“连理树”，还有亚洲最

大的红松母树林，是游客喜欢游览的森林大观。天然的森林气候，

使游人如同走进清新的森林浴场和森林氧吧。除了独特的森林景

观外，这里还有很多精彩的旅游项目。赏树、漂流、垂钓、滑雪、划船

等活动多姿多彩，乐趣无穷。

特色工业游为吉林旅游“加码”
本报记者 陈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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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旅行商吉林行”活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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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商参观山葡萄酒博物馆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红旗H5车队穿行在露水河国际狩猎场 仇鸿鑫 摄

旅行商观看朝鲜族歌舞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推介会上向旅行商们展示吉林人参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旅行商们在选购吉林特产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旅行商们在大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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