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域旅游应该说路子是对的，但是推动全域旅
游还要注意一些内在的规律。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适
合于推动全域旅游这篇大文章的。有四个基本的条件
必须要具备。”郑华成介绍。

这四个基本条件是，旅游业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
拉动就业上应该有一定的水准；管理和执法体系应该比
较完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必须要配套；在创新业态、
科技支撑、智慧旅游建设上必须要有较完善的平台。

要推动全域旅游首先要注重规划的引领，全域旅游
的发展事关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事关各种资源的整合和
推动。做好一个规划，对于统筹协调各个资源的有序优
化和升级至关重要。市旅游委现在正在大力推动和实
施咸宁旅游发展十三五规划，全域旅游的发展空间布
局，按照“一核两翼四极四带”已经成形。

其次，推动全域旅游必须要推动特色，特色是旅游
发展的灵魂，也是旅游打造核心吸引物的关键。咸宁旅
游资源禀赋非常丰富，山青水秀、泉温洞奇，应该说良好
的区域优势，加上优质高效的生态环境，为咸宁旅游带来
了发展的天然禀赋。所以在打造特色上要力戒千城一
面、同质化竞争，一定要走差异化发展之路。特别要注重
景观和人文的有机结合，注重以旅客为核心的旅游产品
的丰富和提档升级，这样在旅游的大市场上才有竞争力、
才有影响力、才有品牌的支撑。

第三，在统筹管理上，由于旅游发展是一个综合带
动性产业，推动全域旅游的发展是要需要各个要素的
聚集，事关各方利益，各个产业的运行规则，所以在统
筹协调、在管理上一定要形成有效的机制。这里面要
特别强调各地要推动党政统筹，把真正的优质资源聚
集在围绕旅游发展、围绕核心物打造、围绕品牌建设这
样一个核心区域之中。

第四，要注重产业融合。旅游是一个综合性带动
产业，推动一个地方的全域旅游发展，必须是一二三产
业的融合发展，所以单纯地就旅游业，就传统的宾馆酒
店、旅行社来发展是难以涵盖全域旅游发展要素的要
求。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还是那句话：一个地方，
最美的风景是人文。所以打造一个地方，推动全域旅
游发展，构建有咸宁特色、反映咸宁文化、讲好咸宁故
事的旅游发展产品至关重要。

二问：全域旅游怎么办？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旅游发展，把全域
旅游作为一篇大文章来全力推动咸宁的绿色
崛起。这几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全域旅游规划
引领、项目招商、改革创新和品牌打造，应该说
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郑华成说。

目前，咸宁旅游依旧火爆，全域旅游遍地
开花。以市区为龙头的，“一核两翼四极四带”
的全域旅游空间格局初步成形。

所谓的“一核”，就是以温泉养生、月光旅
游度假区支撑起咸宁旅游发展的龙头，特别是
连续九届的国际温泉旅游文化节，让“香城泉
都·温馨咸宁”城市品牌不断彰显，对外的影响
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也吸引了大批的旅游投
资聚集咸宁。

在项目建设上，旅游可以说是方兴未艾，
一大批大品牌、大集团共同兴业咸宁旅游发
展。现在已经签约在建的项目28个，投资400
多亿元，拟谈和正在策划的项目30多个，总共
资金700多亿。像云南城投、鄂旅投、浙江旅
投、联投，包括康美健康、梓山湖健康小镇等一
大批项目落户咸宁，打造了咸宁旅游的核心吸
引物。

在改革创新上，咸宁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
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市委市政府高位推
动、高位谋划，在28个事关旅游发展的关键领
域，推进了统筹职能不断彰显，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配套不断完善的全方位、多体系的旅游改
革创新，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公共服务和旅游的管理上不断更新，旅
游委大力推动“1+3+N”旅游市场监管和品质
提升的制度体系完善和创新，推动了旅游市场
的监管，杜绝了低价游、“黑导”和旅游市场乱
象，使咸宁的旅游对外的影响力、游客的满意
度不断提升。

此外，我市还有一批特色小镇、旅游名镇
名村成功创建，不断地丰富了咸宁旅游的内
涵，方兴未艾的乡村旅游、民宿旅游、旅游体验
使“香城泉都·温馨咸宁”的知名度、美誉度得
到极大的提升和彰显。

一问：全域旅游怎么看?

郑华成表示，市委市政府把做好全域旅游大文章，
做实大旅游、大健康、大文化三大产业作为市级经济发
展战略，所以旅游要勇当推动咸宁绿色崛起的驾辕之
马。旅游部门下一步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发扬“马真精神”，务实重行，推动咸宁的旅游发展：

一、主城区主战场，全域打造旅游核心吸引物。围绕
“一城十区二十景”加大项目协调推进力度，特别是聚集重
要项目、大品牌落户咸宁，不断丰富咸宁旅游产品的影响
力。按照“主城区龙头高仰、赤壁通山两翼齐飞、四极四带
齐头并进”来推动咸宁旅游产品和咸宁旅游发展。

二、严督查严要求，全域建成国家旅游改革创新先
行区。旅游发展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体制机制的创新
是推动旅游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以建成国家首批旅游
改革创新先行区为契机，不断强化旅游机制的创新和统
筹协调职能的不断完善，来推动旅游发展，从制度、从资
源整合、从统筹协调上的不断完善。

三、全媒体全营销，努力打造乐享咸宁，不断彰显
“香城泉都·温馨咸宁”的城市名片，让咸宁的美誉度越
擦越亮。通过不断的策划，四季全是营销的各类活动，
继续办好第十届国际温泉旅游文化节，让咸宁的旅游品
牌得到更大的提升，不断讲好咸宁的旅游故事。

四、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努力提升公共服务
品质。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旅游交通示范工程创
建为契机，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在旅游咨询、旅游服
务、旅游投诉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以品质为导向，不
断地提升旅游市场的监管力度。继续推动“1+3+N”旅游
监管体制机制创新，让游客到咸宁游得放心、游得温馨。

五、强化旅游安全保障，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充
分发挥旅游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认真落实
上级旅游安全的各项要求，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

“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的理念，按照管行业必须要管安
全的“一岗双责”的制度要求，加大隐患排查力度，为旅
游发展营造良好的安全环境保障。

郑华成说，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下一步，市旅游委
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大力实施旅游跨越发展
战略，以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建设大旅游、大健康、大文
化产业为已任，发扬“马真”精神，为实施咸宁绿色崛起、
建设中国中部绿心和国际生态城市作出更多、更新、更
大的贡献。

三问：全域旅游怎么干？ 菜薹根部紫红、花金黄,是湖北地区的特产，可清
炒、与肉同炒。其色碧中带紫,味道鲜嫩爽口,咸宁人无
不喜食。

春节期间，大鱼大肉未免油腻，大家都想吃青菜。
外婆最是关怀小辈，马上买来菜薹，清水洗净，回到厨房
切菜，下锅，烹炒菜。也不过十余分钟的事，菜薹便炒好
起锅，新鲜极了。

菜薹的营养价值很高，富含钙、磷、铁、胡萝卜素、维
生素C等多种营养成分。据说菜薹的紫色是因为含有
大量的原花青素，具有抗氧化、美容、预防心脑血管疾
病、保护肝脏等多种功能，实在是老少咸宜。

我跃跃欲试，想学炒菜薹解馋。外婆谆谆教导：“挑
选菜薹也有技巧呢！”首先要看颜色。白菜薹选择颜色
较青的，青色的比较嫩。红菜薹选择颜色比较深，比较
红的菜薹。

再是看大小。一般来说，比较肥胖的菜薹会比较好
吃。因为老的菜薹会比较细，肥胖的一般是第一批菜
薹，是主茎。当然，菜薹品种很多，并非个头大的菜薹都
是精品。

还要看花蕾。开了黄花的菜薹是比较老的，吃起来
口感欠佳。还可以用手掐一掐。老的菜薹纤维比较多，
比较难折断。

将红菜薹切成段，叶子和菜梗要分开切。油锅烧
热，先把红菜薹梗倒进锅内翻炒，菜梗微微变软的时候，
再把叶子倒进去一起翻炒片刻。不需要太多的调味料，
待出锅时撒入盐、少许香醋和麻油，翻炒均匀，炒至菜薹
全熟，即可出锅。

一盘红菜薹端上桌，热气直冒。菜的颜色乌青发
亮，香气四溢，挑起一筷子尝到嘴里，经过霜打的菜薹口
感脆脆的，带着一丝甜味和泥土的清香。

吃菜薹讲究时节，冬季最佳。新鲜菜薹粗壮稚嫩，
脆生生的，一掐即断。即便是菜梗，嚼起来也是有滋有
味。觉得素菜单调的话，菜薹还可以和腊肉一起搭配，
混合腊肉特殊的熏制味道别有风味，好吃又下饭。

根部紫红、头顶黄花的红菜薹，寓意“紫气东来，吉
祥如意”，寄托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许多咸宁人家在
年夜饭上都会烹制一两款红菜薹菜肴，以示来年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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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菜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勇当绿色崛起驾辕之马

三问咸宁全域旅游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通讯员 柴倩

桃红柳绿，风和日丽，正是爬山好时机，有许多人喜
欢结伴一起去爬山。毕竟爬山不仅可以享受大自然的
美好风华，还能锻炼体力。

爬山是一项极好的有氧运动。但是爬山也有一些
注意事项，大家需要仔细看看。

爬山之前需要做好准备活动，以免受伤。按照从上
到下的顺序，采用转、揉、拍、抖、踢、压等方式活动全身
的关节，时间大约为10分钟，让肌肉和组织的温度提高，
这样才能起到热身的作用。

爬山结束以后，一定要做整理和放松运动。这是因
为在爬山的过程中，血液会集中在肢体，血管大量开放，
这时如果你突然停下来，血液回流就会有障碍。

在爬山过程中不论路途长短都要按照一定的呼吸
频率，逐渐加大强度，切不可突然加快脚步或在最后一
段拼命冲刺，使呼吸频率在运动中发生忽然改变。一般
情况下心率保持在120—140次/分钟最为适宜。

饮 水 方 法 是 在 爬 山 前 10—15 分 钟 饮 水 200 至
300ml，这样做可以减轻运动中的缺水程度。在登山过
程中饮水应该少喝多饮，每次润湿喉咙即可。

最好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如云南白药、止血绷带等，
以便在发生摔伤、碰伤、扭伤时派上用场。

迷路时应折回原路，或寻找避难处静待救援。登山
时最好依循前人留下的路标辨别方向，或沿途标示记
号，天黑后，切忌行走溪谷或陌生线路。

山区气候变化大，时晴时雨，反复无常。登山时要
带雨衣，下雨风大，不宜打伞。山区下暴雨时，山洪来势
很猛，速度极快，下雨前夕不宜在河中洗衣、游玩，以免
发生意外。

在高峻危险的山峰上照像时，摄影者选好角度后就
不要移动，特别注意不要后退，以防不测。

雷雨时不要攀登高峰，不要手扶铁制栏杆，不要在
树下避雨，以防雷击。

爬山时一点不要争先夺后，不要互相争抢，或者急
促的进行爬山，这样都是不正确的，要根据自己的体质，
选择合适的速度和力量和高度，这样在自己的承受范围
内进行运动就不会引起心率、血压、呼吸的困难，有助于
更好地进行爬山运动。 （本报综合）

春季爬山注意事项

全域旅游是2016年国家旅游局在大众旅游时代推行的推动发展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创新，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
势产业，通过对区域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以及相关联的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人文文化等，进行全方位、系统
化的优化提升，从而实现区域旅游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来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
种新的区域协作发展理念和模式的创新，也是顺应“五大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变革。

近日，市旅游委主任郑华成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全域旅游要成为推进咸宁绿色崛起的驾辕之马。”

开放、包容、美丽、生机勃勃的海口，
是我青年时就浮想联翩的地方。太阳、海
滩、椰子树、海瑞、苏轼，每一个词都打着
旋儿在脑里转，它火一样的光芒，海一样
的气魄，常常令我不能自持。去年孟夏时
分，我受侄子邀请，终于有幸坐上了从武
汉飞往海口的飞机。

越往南飞，云越白，越厚，越亮，越有
慑人气魄。时而如海啸扑向彼岸，时而像
广阔的草原泛着柔美的棉白，铺延到天涯
海角；时而又堆聚成鄂南幕阜山脉的形
状，揽我以徜徉家乡的山水。云洞穿了我
的世界，撕碎我的卑微，令我欲仙欲狐。
云上云下，云左云右，没有一块云真正想
离开天空。云奔跑着，静止着，总是连在
一起，任什么力量也驱不离，撵不散，没有
一块云会流离失所。云扑朔迷离，变幻各
种形状，让人发呆发傻。此刻飞机侧翼有
条白练，如一列火车划过，又似桥一样穿
过太空。夕阳快下了，天空还亮着，云也
慢慢变淡。坐在来接的车上抬头望天，有
航道线如一柱擎天，似云梯爬升，它的上
端开着叉，像长长的芒花。我真是惶恐不
已，人生剎那间竟会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奇
遇！海口呀，您居然以此见面礼示我，让
我这山里人享尽海量大福。

我就是这样被云彩吸引，被千姿百态
的云象媚惑着抵达了海口。在星盛通公
司的两天，回想侄子于军校毕业后在海
口成家落户，扛水泥、养鱼、种农场、经营

管型钢材，跌跌撞撞，逐步成熟，我感慨
不已，几乎见到每一位海口人都要说：

“你好，谢谢！”海口人的诚信为本、重情
重义、胸怀宽广，我从58岁的商人孔繁
吉身上得到印证。他先后给数百万元资
助鄂南年轻人创业，连条子都不要一张，
这是何等气概！海口人的胸襟气魄、掷
地有声的诚信，让我惊讶无比，又敬仰十
分！一个打工仔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扎
下根，摸爬滚打日益成熟，上十年就成长
为企业家，让我更坚定海口是梦想与希
望同在的地方，是让人飞翔与遨游的地
方。

所谓人杰地灵，我更愿说地灵人杰。
在琼的人，如我所遇见，毎个人身上必有
海风海韵令人欣赏；在琼的植物呢？自
然是天地精华，别有一番魅力了。五公
祠的不老松，旺开着的鸡蛋花，盛产的榴
莲树，高高地孕果的椰子树，是拿旺盛的
生命向人展示。地灵，物美，人健。无论
百岁千岁，伤佛都还处在茁壮期，有着从
內核里喷发的生机。我观树木花草的茂
盛，问及这里人的寿命，侄子说：“当然长
寿，四千多人的南山村，竟有10个百岁老
人！”

琼海大地天蓝地绿，一切都显得宽
松、舒畅、柔和。椰子，棕，柳，槟榔，荔枝，
皆是柔软的枝，细腻的叶脉，每一次都是
青翠欲滴扑入眼帘。榕树就更见铁血柔
情了，扯开了衣襟把肋骨柔柔地亮给人

看，那肋骨似根似枝，整齐地排列在树心
里，是要给人万丈柔情蜜意呢！近海的
公路两边，碧天素云连接一座座岛屿般
安静的山，暖风掠过亭亭玉立的椰树，吹
皱一池池清水，骚动起丛丛柳荫。在这
样的背景下，往往如画家在山水画中不
忘点晴一间一间农舍，刹时就有了诗
意。背靠山丘面临海的小矮屋，也许就
是农场，也许是原住民风味，是典型的渔
耕之景吧？我边逛边好奇地问这问那，
想从热带植物中寻求某种生命真谛，那
种不惧风雨不惧烈日的顽强，是如何生
成的呢？带着种种好奇，我去五公祠认
祖崇文，在海瑞墓前肃然而拜，望海航楼
而惊叹奇迹，一连串地饮酒，喝茶，吸椰
子汁，到农庄釆连乌，风风火火赴万人海
鲜城汗涔涔地尝海鲜，完全沉醉在海风
海浪海味之中。

侄子并没给我独处独思的机会，那几
天我是被融入进了当地习俗，融入到亲情
中去了。临别前的一天，感觉一天到晚在
喝茶。早点丰富，八九点才吃，茶有绿茶、
红茶、咖啡，点则五花八门，有包子、汤粉
等等，当地有穷茶富点之说。早茶有事说
事，无事叙情，吃得是有滋有味。中饭后
也煮茶品茗，喝的是漫不经心，不着边际，
倦意暗涌，之后才午休；晚饭后的茶是高
潮，八点开始直到半夜，谈生意、谈合作、
谈平常日子。当然，对于饮者来说，主要
是以茶醒酒，以茶助兴。我感觉在海南的

一天，就这么轻易被茶串起，泡过，热过
了。那些佳茗至今还在血液中流淌着。
要不然，怎么回来这几个月了，还在反复
品味呢？

此刻，当我涌起在琼的点滴记忆，我
也成了海口一滴水，一片云彩。

白云拥我入海口
○ 孔帆升

行者无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