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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不夜城，魅力梅河口。

在梅河口市山水广场，一排排整齐的小吃

车前总是围绕着形形色色的食客。

煎炒烹炸，味蕾对美食的渴望让这条街承

载了更多人的热爱。

没有太多的光怪陆离，没有无谓的觥筹交

错，日落之后，这条街迎来了全城最热闹的时

刻。

面对各色小吃，市民杨静贤又挪不动步了。

“给我来两个铁板鱿鱼，多放辣。”

“好嘞，怎么样？我们家的小吃味道不错

吧！”

在小吃街的起点，“老公园铁板

鱿鱼”每天的生意都很不错。

杨静贤告诉记者：“这里的鱿鱼

干净，吃着也放心，而且味道很好，

不光我，我们全家都很喜欢。”

热闹是这条街的显著特点，食品

安全，吃着放心则是内在要求。

老板娘鞠贵久听见老主顾的夸

赞插言：“别看我们布置简单，但是

食材可不简单，这都是经过检查的。工商和市

场监管人员经常来检查，要是扛不住检查的早

就没有一席之地啦。”

做了 27年餐饮，实体店受到很大影响，如

今通过夜市增加收入，她和丈夫高金峰经营得

兢兢业业。

烧烤排挡、特色小吃、知名美食不仅让人眼

花缭乱，飘散的香气也吸引着来往的人群。

张涣渝带着孩子专门来到夜市，为的是满

足孩子的心愿，她告诉记者：“来这里逛逛心情

很放松，我觉得这才是梅河口该有的样子，浓浓

的生活气息让我们这些忙碌的人更觉温暖，这

里真的是宜居宜业宜生活的好地方。”

记住一座城，就要记住它的味道。

在爨街美食城，从6月19日开始举办的“梅

河消夏啤酒节，周末经济促消费”系列活动，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梅河度周末、赏美景、逛

夜市、品美食、喝鲜啤。

华灯璀璨，夜幕下的梅河口霓虹闪烁、魅力

无限，饮一口梅河口自己的精酿啤酒，这才是夏

天该有的味道。

6月 28日晚，以往古香古色的爨街美食城

在周末却大有不同，餐饮商家纷纷将桌椅摆到

了商铺门口露天开放，餐桌上摆放着各种口味

的新梅河精酿啤酒和美食，人们欢声笑语，街巷

香气四溢。分布在街区的各类舞蹈、歌唱表演

动感十足、点燃了全场。

特色美食正在成为梅河口的一张新名片，

让更多人记住这座城，记住这个味儿。

激荡着发展节拍，循着创新的约定，梅河、大柳

河、辉发河千里奔流在这里相融。

三河汇聚之地，城水相依，活力无限。风起波动

间，一路向前，孕育了两岸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生态

文明。

岁月洗礼。梅河大桥依旧高高矗立，新建的华

阳桥横亘出恢弘之气，如霓虹，似彩练。

梅河口，这座素有“长白山门户”之称、载满记忆

的古城，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从清朝的盛京围场，到兵家必争之地的海龙县，

再到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和

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

梅河口，始终担当着扩权强县、创新发展的历史

使命。包容开放，地杰人灵，70万勤劳、善良的“梅

城”儿女，时刻上演着熠熠多彩的梅河故事。

现在，就让我们沿着辉发河畔18公里城市湿地

景观带、4A级海龙湖景区、山水公园、人民公园走进

吉林省中东部明珠城市，有着“中国皇粮御米之乡”、

亚洲最大的松子集散地、国家火炬中医药特色产业

基地等美誉于一体的名城——梅河口！

辉发河穿城而过，由老城向新城，一路欢歌。开

始它的水在城中，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幻化之旅。

一边是三河汇聚之地，巧夺天工的腾龙阁，畅然见证

着水润沿岸、芬芳满园的灵动之美；一边是滨河北街

人声鼎沸的农贸市场，演绎着生活的热闹与喧腾。

2016年，梅河口率先成立了“五城一区”联创工

作指挥部，统筹推进国家卫生城、全国文明城、生态

城、园林城、健康城和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形

成了党政统筹、部门联动、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

没有名山大川，缺少江河湖泊怎么发展全域旅

游？

先天不足，后天补。上下“一盘棋”、通力一条

心。在梅河口“七种精神”引领下，全体干部群众从

高标准城市建设开始，用老城新城“一体化”思维经

营着这座城市。

同年，梅河口成功入选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单位，从此，一幅波澜壮阔的旅游画卷在“梅城”大

地铺展开来。

立足自身特色，梅河口坚持“大空间、大生态、大

环境”理念，以“幸福梅城”引领旅游升级，围绕体制

创新、景城一体、产业融合、品质提升、品牌建设等重

点，全力促进旅游与生活的深度融合，让幸福的脚步

踏遍每个角落……

海龙湖，创新旅游的代名词。开园以来，游人如

织，成为继辉发河湿地公园、现代服务业示范区、五

奎山龙泉寺景区、鸡冠山景区之后，又一个高品质旅

游景区。这个“国家4A级景区”的打造，使之成为

“市民休闲中心”、梅河口市又一张炫丽的旅游名片。

在务实有力的政策引领下，梅河口吸引了啤酒

小镇、教育小镇、建国饭店、翰林睿荷温泉度假酒店

等一大批大型旅游项目落地，“景城一体”，厚积薄

发，催生了全域旅游发展的龙头带动。

每当夜幕降临，爨街美食城在灯火璀璨中迎接

纷至沓来的人群。

为了繁荣“夜经济”，梅河口市高标准提升爨街

美食不夜城活跃度，创新开放山水夜市、开发海龙湖

夜游等吸引游客集聚，完善“夜经济”配套服务，优化

免费公共交通线路设置，延长公交运营及商业综合

体、景区景点夜间营业时间。

梅河口国际男篮锦标赛、梅河口国际半程马拉

松、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等近20场高品质赛事，2020

年吉林省运动会等省级活动相继落户，连续两年荣

获“国家体育精品旅游目的地”称号。

梅河口啤酒节、朝鲜族民俗文化旅游节、海龙湖

新春灯会、一袋牛奶的暴走等特色活动异彩纷呈，让

梅河口旅游的时尚与活力不断彰显，实现了包括旅

游在内的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东北地区为数不多的

人口净流入城市。

这就是梅河口，频频施展“大手笔”，绘制出一篇

篇全域旅游的精美画卷；

这就是梅河口，屡次上演“一出好戏”，彰显了这

座城市独具旅游特色的风骨魅力；

这就是梅河口，鲜花含笑流水有情，创新精彩不

断，活力持续迸发！

……

不信，您看：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落，晨雾笼罩下的梅河口

市人民公园便开始热闹起来，浓密的绿色让人神清

气爽，许多市民都在这里跑步健身，呼吸新鲜空气，

感受这里特有的宁静和美好。

梅河口的美，可不是春天的“专利”。那夏日里

接天莲碧的荷花，秋夜中曼舞的城市灯影，冬雪后巍

峨矗立的腾龙阁，更有那别具特色的高楼林立园林

小品，还有如江南却胜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

其实，梅河口就是一首诗，一帧天然水墨画。细

细品赏时，都会领略到精心打造全域旅游“梅城”那

卓绝的风采，再后来，已陶然于“醉美”的情境之中，

不能自拔。

海龙湖，在城市一隅，静谧中隔绝闹市的喧

嚣，给心灵寻找一处放松休息的港湾。

伴随着音乐的高低起伏，中心广场的两座

圆形音乐喷泉在优美的旋律中跳出曼妙的舞

姿，那玲珑剔透的水珠溅起朵朵水花，成了小朋

友嬉戏玩耍的乐园，游人兴致勃勃地观看，流连

忘返。

站在观湖台上远眺，微风吹过，粼粼的湖面

泛起层层波纹，好似无数透明的丝带潋滟水中。

白帆下，游客们惬意地一边乘凉一边欣赏美景。

不远处的湖边，游人自由自在地荡着秋千。

牵手广场上，相爱的恋人在这里写下爱的誓

言，温馨的婚纱草坪，典雅的临湖庆典平台，让幸

福的伴侣感受到甜蜜的味道。

沿着湖边行走，梅溪湿地观赏区让人仿佛步

入江南水乡，苏式再观澜船坊将被开发成观赏歌

舞表演的胜地。

湿地跌水景观效果恢弘而又不失翩然；

松风广场为休闲健身提供多元化享受；

儿童乐园让孩子在最大程度释放天性；

……

海龙湖的美，只能用笔尖倾出了部分。它真

正的美，无法用言语表达，只有亲临其中，真正感

受它四季独有的韵味，才能畅快直言！

夏日清晨，漫步在辉发河湿地

观光带，微风拂面，神清气爽。

河面上水波荡漾，水鸟欢畅，水

草丰茂……

朝阳把河水映得五光十色，河

畔两边一朵朵、一簇簇五颜六色的

鲜花迎风摇曳，光彩夺目，吸引了勤

劳的蜜蜂和斑斓的蝴蝶在花丛间翩

翩起舞……

梅河口城市湿地观光带位于辉

发河城区段，有5个广场，8处台阶，

15座景观桥。跨河建有3座形态各

异的大桥和一座钢架斜拉人行桥，

均安装了不同风格的彩虹灯，河两

岸筑堤为路，堤两侧独具匠心地构

筑了姑苏风格的白玉拱桥和亭榭。

小溪与碧水相连，跌水与瀑布

相戏，美不胜收。

立于辉发广场，视野所及处，凉

亭、绿树、长廊、美荷浑然一体，水中

鱼儿无拘无束地游来游去。此刻，

风含情，水蕴意……

悦荷广场里，池栽、盆栽荷花竞

相开放，徜徉其中，让人目不暇接，

宛如游走在画中。

水在城中、城在绿中、人在景

中。湿地观光带愉悦身心的同时，

让久居城市的人摆脱喧嚣，回归悠

闲宁静，听鸟语，闻花香，看恬淡的

风物。

感受现代气息，领略多彩梅城。

在梅河口市松江路，梅河口现代服务业示范

区坐落于此。

造型独特的体育公园气势磅礴，红色的飘带

长廊将乒乓球馆、网球馆、羽毛球馆、游泳馆串联

起来，依水而建的4个场馆，新颖的设计与时尚感

的建筑造型都令人叹为观止。

廊桥增添画意，水流更富柔美。在场馆外，水

中荷花盛开，彩色的锦鲤时而群起争食，时而腾出

水面，尽情嬉戏。

在体育中心的对面，文化中心的时尚造型与

之相呼应。这里包含文化馆、图书馆、科技馆、博

物馆、城市规划展览馆，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的人

们对更高层次公共服务和文化的需求。

科技馆内，声、光、电、影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

充满科技感的奇幻世界，图书馆内除了翻书声和脚

步声，只能闻到阵阵书香。文化中心五个场馆均免

费向市民和广大游客开放，成为了广大群众感受实

力、活力、法治、幸福梅河口的新平台、新窗口。

沿着文化中心向前，诺亚欢乐水世界水乐园

里的各项游乐设施极富吸睛力。水乐园以容纳千

人的巨型造浪池为主，致力于打造拟真阳光海岸，

夏威夷风情。辅以旋风滑梯、超级大喇叭等水上

游乐设施，共同打造内陆海滨游乐园。

恢宏大气靓恢宏大气靓““五馆五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隋二龙隋二龙 庞智源庞智源

沿着吉乐乡一路向前行走，远远望去，鸡冠

山仿佛一幅美轮美奂的水墨图画。

鸡冠山景区位于梅河口西侧，属长白山余

脉，以峰顶状酷似雄鸡头冠而得名，总面积 15 平

方公里的鸡冠山，有 3座山峰海拔高度在千米左

右，主峰鸡冠砬子海拔 969.1 米，是梅河口境内

最高峰。这里山势险峻陡峭，山峰秀丽入云，山

路崎岖蜿蜒，树木繁茂苍翠，原始次生林是这里

的活化石，形成了天然的氧吧。

鸡冠山最为著名的千米龙头峰以雄、奇、秀、

幽称雄周边。早春，多种杜鹃迎春怒放，姹紫嫣

红，灿烂夺目；盛夏，古树参天，遮云蔽日，鸟语花

香，蝶飞蜂舞，小溪潺潺，是游人纳凉避暑好去

处；晚秋，红叶漫山，五彩纷呈，如诗如画；隆冬，

银装素裹，雪岭冰峰，奇光异彩，白雪雾凇，冰清

玉洁，傲骨铮铮，好一派北国风光。

景区内空气清新宜人 ，山脉绵延不断 ，更

有“三海”奇观和历史遗迹 ，当年抗日义勇军

战士“四海山”就是在主峰处跳下悬崖 ，英勇

就义。

进入景区后，天空之境打卡区引人驻足，在 3

面镜子的辅助下，照片中的人仿佛步入云端。

前方的彩虹滑道也颇为抢眼，游客自上滑

下，在群山环抱中体验速度与激情。

呐喊泉边，大家争先恐后拿着话筒操控着水

柱，十分过瘾。

恐龙谷、百花谷、摔碗酒……每一处景点都特

色鲜明，独树一帜。

不想辛苦爬山，“飞天魔毯”这种上山“神器”

可以将人一路送达至9D莲花玻璃栈道的起始端，

高空中领略鸡冠山那雄浑之美。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幽谷同游鉴爱情，冠山作证珍情深”，横批

当然是人尽皆知的“情人谷”了。“同心锁”“姻缘

树”“玉龙泉”等纷纷在行进间抛在脑后。

过了文化带，就是上山的路了，崎岖蜿蜒，陡

峭险峻。

顺着山崖，捋着登山的铁链子，顺势而上，费

尽九牛二虎之力，成功登顶。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

览众山小。”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顿时浮现脑海。

来过了，还想再来。

这就是鸡冠山，好似有着魔力吸引你，又像

魂牵梦萦般地在召唤你。

奇绝秀险鸡冠山奇绝秀险鸡冠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隋二龙隋二龙 庞智源庞智源

五奎山为长白山脉系，山下

田埂阡陌如织，山下的村庄白墙

红瓦，透露着古朴与雅致。

这里原本是榛莽之地，树木

参天，草菜蔽地，鹿豕纵横，荒

无人烟。偶有猎虎、射熊、挖

参、采药者结队穴居于此。明代

为建州女真之地，后又为清代皇

家猎场，景区内山峦起伏，五峰

耸立，松柏苍翠，山泉淙淙。牌

楼、楼阁、宝塔、碑碣、园林等景

观依山而建 ，错落有致 ，龙泉

寺、万佛塔就是景区内的主要景

点。

龙泉寺坐落于五莲山中部，

占地面积 80000 平方米，建筑面

积 3000 平方米，是东北大型庙

宇建筑群。

从山门穿过，门口的 4 只石

狮子造型各异，听着由来已久

的传说，映入眼帘的是依山而

建的层层庙宇，在庙宇前的空

地中央 ，石雕凤凰栩栩如生。

石阶从林中穿过，走在上面全

无暑意。

万佛塔耸立于五莲山最高

峰，海拔500米，塔高 59米，八角

九层，内旋梯外回廊，属仿清代

佛教阁楼式观赏塔。

游龙泉寺感受佛教文化韵

味，闻晨钟晚课余音绕梁；

登万佛塔瞰龙泉宝刹美景，

赏五莲胜境湖光山色。

在梅河口市和平街道，有一座红砖砌筑的日

式二层小楼静静伫立，这便是中共中央东北局梅

河口会议会址所在地。

从大门进入，穿过转角楼梯，登上二楼，只见

门上悬挂着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会址展览

的金色刻字，屋内十几把椅子紧凑摆放在一张长

桌周围，墙上挂着一张张会议会址历史资料。

据了解，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会址始

建于1936年的伪满时期，东西长101米，宽8米，

总面积为1622平方米。

1946年3月，彭真、林彪率东北局和东北民

主联军总部从抚顺移驻梅河口。东北局在梅河

口期间先后召开多次重要会议，史称“中共中央

东北局梅河口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彭真、伍修

权、林枫、吕正操、李富春、张闻天、高岗、罗荣恒

等领导人。会议研究分析东北战局，落实毛泽东

主席和中央军委提出的东北大会战的战略方针，

对下一步作战计划作出周密部署。梅河口会议

对于解放东北，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具有深远的

历史意义。

1984 年 7 月 28 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彭真来到当年梅河口会议会址视察，

亲笔题词：“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会

址”。红色文化，润泽心灵。只有牢记过去，

珍惜今天，才能面向未来，在革命传统教育中

筑牢信仰之基。

在梅河口市区西南约 40 公里

处的小杨乡庆云村半截山南坡，距

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的女真字碑伫

立，向世人展示着曾经的历史。

沿着陡立的台阶，石刻的碑文

清晰可见，方方正正的字体。

这是我国仅存几块女真字碑之

一，而庆云摩崖镌女真字 70 余个，

分别是在东侧石壁右侧刻有汉字

“大金太祖大破辽军于节山息马立

石”，共 3行 15个字，左侧刻有女真

字 4行 23个字，这是研究女真文字

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碑文所记之

事，对于了解辽、金历史更有重要

史料价值。

山林中不见喧嚣，仿佛配合着

厚重的碑文，静静地感受着时间的

洗礼……

激昂动听的音乐，动感十足的舞蹈，香气四

溢的美食……华灯初上，走进梅河口市山水夜

市，餐饮区、娱乐区和综合区人气渐旺，慕名前

来拍照打卡、品尝美食、观赏节目的市民和外地

游客络绎不绝。

据了解，山水夜市一期规划区域为山水

广场及朝阳路北段；二期规划为朝阳路南段，

占地面积 18200 平方米。根据市委、市政府

建设高质量夜市的总体要求，一期项目从爨

街美食城商户、海龙湖美食节商户及其他精

品商户中进行招商，截至目前，已入驻餐饮、

娱乐、商贸等商业化运营摊位共计 278 个。

项目二期规划公益摊位400—500个，针对低

保户、五保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残疾人、零

就业家庭、在校大学生、待业大学生等特定群

体开放。

晚上6点，娱乐区舞台上的文艺演出拉开帷

幕，歌舞、民间戏曲、达人秀选拔和古玩拍卖等

文娱展演，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以前在外地美食街经营小买卖，现在政府

鼓励发展‘夜经济’，我又干起了老本行，特别是

天气热了以后，我们的夜间生意更好了，晚上销

售额最多可达七八千元。”在餐饮区，商户邓丽

颖话语中掩饰不住喜悦。

采访中记者发现，餐饮区内各类烧烤排档、

特色小吃、知名美食十分受欢迎，市民间隔落

座，服务员穿梭其间，嘈杂声里感受着浓浓的烟

火气。

“近期生意越来越火，所以我们将营业时间

延长到凌晨两点，在‘端午’小长假的带动下，客

人明显增加了很多。”商户仲天宇一边忙着给客

人递菜单一边兴奋地告诉记者。

面对琳琅满目的饰品，市民王启东仔细地

挑选着心仪的礼物，她说：“入夏后，夜市成了

市民消夏休闲的好去处，只要有时间都会到这

里溜达和购物，尝尝特色小吃，别提多惬意

了！”

截至6月27日，山水夜市客流量56.35万

人，销售收入399.4万元。

点燃点燃““夜经济夜经济””释放新动能释放新动能
———梅河口山水夜市扫描—梅河口山水夜市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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