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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宗华 王白石

景区内完善的设施、整齐的道路，县里文化
体育场馆、公园、健身场所……环境的改善为萝
北县旅游产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当地旅游部
门对于景区推介、宣传，线路规划等方面的工作，
也让外地游客深深领略感受到了萝北旅游资源
的丰富多样和良好的人文环境。

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旅游接待能力

名山和太平沟是萝北县的两大自然景区，近
年来萝北县调动各方力量，对于这两个景区进行
了全面的规划建设。

对名山景区主要道路进行升级改造，萝北县
全部将其建设为黑色路面，重新铺设了人行道，
安装路灯；对沿江公园进行全面维修，拆除存在
安全隐患的江边石柱并进行重新安装，对所有
破损的地面重新铺装，更新绿化带、草坪、照明
灯及系列休闲设施，扩建景区停车场，改造了名
山沿江公园广场，新建了名山岛入口大门；启动
建设了驯马场、蒲公英茶场、名山地热资源开发
和养老中心项目；对江红渔村基础设施进行改
造提升。

在太平沟景区，安装了道路旅游标识牌，对
黄金古镇进行整体维修改造和文化品质提升，太
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兴龙峡谷进行全面维
修改造，主要维修了步道 3500米，建设省级自然
科普教育基地，增设拓展、娱乐设施等可参与性
项目，更新树种标识及警示牌等多项基础设施建
设。在太平沟道路沿线种植花木长廊。建设了
阿穆尔捷特旅游休闲农庄项目，开发烧烤、垂钓、
狩猎和特色演艺项目，开展跨境体验游，使中方
游客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体验俄罗斯边境特色风
情。在红光村新建的萝北县民族文博馆，全景展
示朝鲜族特色文化和习俗。借助“醉美龙江 331
边防路”改造这一有利契机，加强与省交投集团
合作，谋划了 6个公益类交旅设施项目，完善景区
全域路网，带动旅游产业提档升级。

今年，萝北县将继续推进“醉美龙江 331边防
路”交旅设施项目建设。首先是根据 2021年“十
四五”公路项目投资计划，省交投集团制定的项
目总体建设方案已调整完成，共谋划建设 6个公
益类交旅合作项目，包括：龙鼎山观景停车区、兴
龙峡谷出入口观景停车区、云天阁观景停车区、兴
东兵备道停车区、抗联交通站停车区，同时建设名

山自驾车营地。目前，项目正在进行施工设计。将继续推进名山温
泉旅游度假村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增强景区互动体
验功能。

加强规划设计 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早在“十三五”时期，萝北县就编制完成了《萝北县全域旅游发展
规划》，并按照规划内容逐步推进，稳步实施。申报创建黑龙江省全
域旅游示范区，从体制机制、政策保障、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秩序与
安全、资源与环境、品牌影响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实施文旅融合，推进
全域旅游发展。

在区域合作和旅游线路设计方面，一是与嘉荫县、逊克县、伊春
市乌伊岭区、汤旺河区建立了三县两区旅游联盟，签订友好合作协
议，互相为对方游客给予游览景区门票减免 50%的优惠。二是加强
与农垦、森工合作，依托优势资源，打造重走抗联路、追忆垦荒魂、传
承伟大精神的红色游和知青游旅游线路。三是依托东明朝鲜族乡红
光村文化，打造集朝鲜族文化展览、民俗体验、运动休闲、特色餐饮和
民宿、美食制作、果蔬采摘等功能为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线路。同时
与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合作开通“周末游龙江”哈佳高铁线“醉美
萝北旅游专线”，拓展哈尔滨及周边客源地市场，连续推出 3周旅游
专线，共接待游客 500余人次。

多方宣传推介 提高旅游知名度

今年 5月 8日举行的萝北县开江节，引来各方游客和媒体的关
注。利用节会，扩大影响力，是萝北县带动旅游发展的一个举措，除
了开江节，当地还有滚冰节、戏水狂欢节、五花山摄影节和皮划艇大
赛等节会赛事。

同时，萝北县先后在伊春、佳木斯、鹤岗、哈尔滨、鸡西、七台河等
地举办萝北旅游推介会。另一个推介方式是与当地媒体和来自全国
各地的媒体合作宣传旅游。近期萝北旅游部门新制作了《萝北印象》
宣传画册、《百里画廊，醉人萝北》旅游风光片，创作了《江峡之约》龙
江三峡主题歌曲。

此外，萝北县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抖音、快手等新媒体，
发布萝北旅游信息和视频，宣传萝北旅游资源，打造萝北旅游打卡
地。在抖音、快手、微信短视频平台发布萝北旅游短视频，宣传萝北
旅游资源和节会活动，累计发布 230个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达 710万
次，累计点赞量达 5万个。萝北旅游微信小程序，在微信朋友圈投放
萝北旅游广告，目前共展示 11万次，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萝北
县招徕客源奖励办法》鼓励各级旅行社参与旅游，大力倡导“家乡人
游家乡”，让更多的鹤岗人了解家乡，感受家乡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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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宗华 王白石

“情系三峡 梦回界江”，观界江初开，品时
令江鲜。日前，鹤岗市·萝北县第十一届开江节
启动仪式，在中俄界江黑龙江名山码头举行。

开幕式后还进行了青年迷你马拉松比赛、
鱼苗放游、开江鱼美食品鲜、马术表演、风筝展
演和中俄边民购物节等多项文化体育活动。

开江鱼美食品鲜是萝北县开江节一个特有
的活动环节，江边一口口铁锅围成一周，锅里已
用木柴火炖好的开江鱼散发着阵阵香味，人们
排着队品尝开江鱼……据主办者介绍，萝北县
位于黑龙江中下游，鱼类品种多资源丰富，关于
鱼的吃法也很多，这其中最受欢迎的用柴火炖
鱼，保留了江鱼的鲜香。

黑龙江丰富的渔业资源离不开人们对大自
然的呵护，每年开江节鱼苗放游活动正是体现
了这一主题。人们排着队，免费领取一袋袋活
鱼，坐上游艇，把鱼投向黑龙江；许多少年儿童
在家长带领下，把活蹦乱跳的鱼苗投向江水，随
后发出一阵欢快的呼声。

江边广场上，准备参加马拉松比赛的选手
们早已来到现场，一边交谈一边做着热身运
动。机关干部小张是有 10年跑龄的长跑爱好
者，他告诉记者，参加马拉松的这些选手多数
都是“跑友”，平日每天跑七八公里，今天的马
拉松是 6公里赛程的迷你马拉松，对他们来说
都不是问题，“获得前几名不容易，因为这里边
有好多高手，咱们是重在参与。”他笑着说。

赛马场、中俄互市贸易区，到处都是走出户
外的人们。为期两天的开江节是萝北人的节
日，赶上这几天天气好，阳光明媚，蓝天白云，地
上草坪的花草散发着芬芳，大人们领着孩子放
飞着各种造型、五颜六色的风筝。

开江节上品江鱼
看马术表演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白石
王宗华）这里曾走出过 100 多个省级以上滑
雪冠军。走进萝北县全民健身中心，时尚现
代的建筑，功能、设施先进的场馆，你不敢相
信这是一个县级健身中心。

1978年，卢中选建立萝北县少年业余体校
高山滑雪队，培养出国家功勋滑雪教练李振
雄。子承父业，卢正洪接过父亲的雪杖，继续萝
北高山滑雪事业。至今从萝北体育训练中心走
出的运动员，共获得 20个全国冠军 100多个全
省冠军。由于成绩突出，2004年，该中心被省
体育局确定为省级县区高山滑雪后备人才基
地，基地为鹤岗市、黑龙江省的雪上运动作出了
巨大贡献，并为黑龙江队、解放军队输送了大批
优秀人才。

2019 年，随着第十四届冬运会的临近，省
高山滑雪集训队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和双板U
型场地两个集训队，慕名首次到萝北县秋训，20
名运动员在县体育训练中心，进行了为期一个
月的秋训，完善各项技术，提高比赛能力，为备
战十四届冬运会储备人才。

每天早上 8点半，队员们准时到达训练基
地，进行室内卧推、深蹲以及室外运动等日常体
能恢复性训练。此次参加集训的 20人中，有 9
名是从萝北走出去的高山滑雪运动健儿，这次
也随队回到自己的家乡进行训练，孔祥芮就是
其中一个。

师从萝北籍教练员刘成龙的孔祥芮，2012
年被输送到县体育训练中心高山滑雪队，由于
表现突出，2014 年被选送到省队成为双板 U
型场地队员。先后在全国自由式滑雪 U 型场
地冠军赛、平昌冬奥会等赛事中取得了好成
绩。

2017年，高山滑雪国家集训队 28人，首次
到萝北县体育训练中心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夏
训，也是国家队首次在国家训练基地以外的训
练场地夏训。

队员们每天在此进行室内、室外体能恢复
性训练，主要以有氧训练、跑步、登山为主，包括
一些自行车的课业，以恢复训练为主。

萝北体育训练中心

滑雪冠军从这里走出

开江节现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摄

萝北名山岛大卫广场。

“十四五”新开局，萝北旅游致力于全资源全产业全地域融合
发展。2020年萝北制定了《萝北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构建起旅
游发展新定位、特色旅游产品新体系、全域旅游空间新格局。依托
全域资源的点、线、面、网，连接而成五条经典线路，业已形成“五
色”特色游新谱系。

萝北旅游资源丰富，生态游、人文游、乡村游资源各具特色，以
森林公园、度假区、自然保护区、古镇古村、遗址遗迹、农场林场等
为载体，先后开发了山地度假、户外运动、文化休闲、养老养生、乡
村旅游等旅游产品，构建起萝北全域旅游的支柱产品体系。

围绕康养做文章，带动旅游度假市场。萝北县将界江旅游，与
全县全域的农垦、森工，及域外的伊春、黑河、鸡西、抚远进行大环
线组合开发，发展集旅游行业内部要素整合，及与其他行业之间交
叉融合的旅游新业态。

以全域旅游发展理念为引领，持续推进文旅融合、交旅融合，
实现旅游业与文化体育、交通、医疗康养等产业的融合发展。萝北
完善旅游产业内部六大要素，实现食、住、行、游、购、娱各类业态的
协调发展，全面提升旅游产业功能效益。

依托县域生态界江、乡村民俗等特色旅游资源，打造了名山异
域风情小镇、龙江三峡、太平沟黄金古镇度假区、“醉美 331”边防路
等绿色康养之旅；依托革命老区，鹤北赵尚志遇难地、纪念馆、共青
垦荒文化、名山黑龙江流域博物馆、兴东抗联交通站，开发了红色研
学之旅；依托宝泉岭分公司、共青农场和延军农场有限公司等现代
大农业，打造了金色农业之旅；依托凤凰山滑雪场、亿豪马汇冰雪乐
园、太平沟黄金古镇度假村等，打造了银色冬游之旅；依托东明乡朝
鲜族红光村、名山江红渔村、太平沟兴东村、太平沟村，打造了特色
乡村彩色游之旅。形成了生态绿色游、抗联红色游、农业金色游、冰
雪银色游、乡村彩色游五大旅游核心理念，从而叫响了萝北旅游品
牌。东明乡红光村及名山镇江红村，被评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融合打造全域旅游精品线路。萝北与嘉荫、逊克、伊春乌伊岭
区、汤旺河区建立了三县两区旅游联盟，签订友好合作协议，互相
为对方游客给予门票减免 50%的优惠。与鹤北、共青等 6个森工、
农场合作，将萝北区域特色旅游景区、景点打造成了“吃住行游购
娱全要素一体化”的成品线路。

本版图片除署名均由萝北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提供

全资源全产业全地域

融合发展

萝北捧出五色旅游大餐

旅游搭台，文化、体育共唱一出大戏，文体旅在萝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发展。边陲
小县萝北，用足边境、界江、湿地、冰雪、农垦大农业、森工林区等丰富旅游资源优势，扎实推进全
资源全产业全地域融合，推出的绿色康养、红色研学、金色农业、银色冰雪体育、彩色乡村“五色”
旅游大餐，搅热了因疫情影响并不景气的旅游市场。五年来，全县共接待游客280多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 4.83亿元。2021 年全县接待游客 51 万人次，同比增长 89.8%，实现旅游收入约
1.38亿元，同比增长272%。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王宗华

龙江三峡之冬。 逯云峰摄

萝 北 名 山
花海。

“旅游+”业态，突破了传统旅游业自身
的各项要素，多元创新、融合发展，在对传统
旅游升级及改造的同时，旅游的功能，也渗透
到各个产业领域。

旅游目的地对游客的吸引，从来不是孤
立的。用特色文化活动，带动旅游发展，萝北
县坚持多年在不同节庆节点，推出特色文化
活动，并已形成品牌。

依托独特的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萝北
重点打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

“东明朝鲜族乡民族文化艺术节”，通过民族
歌舞和体育项目表演、民族特色餐饮品尝和
制作，及萝北县民族文博馆的展示等，增进了
游客对朝鲜民族的友情和文化交流；“开江
节”，通过开展祈福、欢庆、鱼苗放流、品鱼鲜
及马拉松、放风筝、自行车赛等一系列活动，
充分展示了萝北人民的热情好客和无限活
力；7·16“中俄国际戏水狂欢节”、正月十五

“滚冰节”、“农民丰收节”、“社区文化艺术
节”、“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广场文化周”等活
动，你唱罢来我登台，按时间节点将全县品牌
文化活动贯穿全年，树立起萝北旅游在游客
心中的良好外在形象，也鼓舞了广大文化工
作者坚持走艺术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群众的
发展路线。

深入挖掘恢复黑龙江流域鼓乐文化，萝
北县成立了 16支鼓队，并已成功举办了 4届
历史文化鼓会，为全县人民和外来游客，奉献
了多场文化盛宴。

以演艺文化项目建设，聚集资本、整合资
源、推进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激活了萝北文
化旅游与其他相关产业发展。实施文旅资源

“双进入”，开展了公共文化服务进景区、旅游
宣传进公共文化场所活动，促进了文旅资源
双向转化。

旅游+文化

彰显地域文化个性

旅游+体育，在萝北突出四季户外运动，
特别是突出冬季户外运动，不仅与我省“十四
五”文旅发展规划中重点发展冰雪旅游相吻
合，更重要的是除了萝北有丰富的冬季旅游
资源外，还有久负我国高山滑雪冠军摇篮的
盛名。

省级县区高山滑雪后备人才基地的金字
招牌，吸引了省内外滑雪专业队伍前来集
训。近年来，基地培养了 100多位国家级省
级高山滑雪冠军，被业内称为高山滑雪冠军
摇篮。

萝北县充分利用体育、文化、旅游等优势
资源，逐步创建了一批有影响的体育品牌赛
事和群众体育品牌活动：每年冬天萝北都会
举办多种形式的冰雪赛事，吸引了大批国际
国内冰雪爱好者参与，也带动了广大群众参
与到冰雪活动中来，赏冰乐雪，观光旅游。

滚冰节+冰雪汽车挑战赛。该县已依托
滚冰节，开展了五届冰雪汽车挑战赛。2018
年，中国-黑龙江国际冰雪汽车挑战赛萝北
站的比赛，在中俄界江黑龙江上激情开赛，来
自俄罗斯及全国各地的冰雪赛车爱好者，在
冰天雪地中上演了冰面赛车的“速度与激
情”。时任县长孙坤在开幕式致辞中曾说：

“举办此次赛事，吸引广大旅游和体育爱好者
广泛参与，对宣传、推介萝北将起到极大促进
作用。”央视《朝闻天下》、省电视台《新闻联
播》都给予了报道。

中俄国际戏水狂欢节+汽摩挑战赛。该
狂欢节已举办二十一届，作为萝北县最大的
品牌活动，每年 7月 16日左右，为期 3天的狂
欢节系列活动，有马术表演、民间技艺表演、
户外徒步露营大会、中俄边民购物节等。其
中最让人期待的是越野汽摩挑战赛。每年都
会有百余名汽摩运动爱好者参与角逐，一辆
辆汽车呼啸而出，甩尾、漂移、爬坡，马达轰轰
作响，选手们将这项充满了速度与激情的运
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副县长孙玉新对记者
说：“希望通过该项品牌赛事，让全省各地的
参赛选手领略萝北界江的壮美，带动和促进
萝北旅游体育事业融合发展。”

同时，萝北还启动了凤凰山滑雪场、名山
亿豪马汇俱乐部冬季系列旅游项目。

旅游+体育

突出四季户外运动

太平沟黄金古镇俯瞰。宫本强摄

亿豪马汇俱乐部亿豪马汇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