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动态

本报讯（记者张澍）近日，木兰
县首届鸡冠山彪马啤酒节暨鸡冠山
景区开园五周年庆典在国家 3A级
景区——鸡冠山森林地质公园开
幕，游客们在饱览美景的同时举杯
相邀、欢度周末。

10时，伴随着五彩焰火腾空而
起，木兰县首届啤酒节拉开大幕。
舞台上歌舞表演精彩纷呈，台下的
美食摊位开始颠勺炒菜，彩棚内的
游客们早已经按捺不住，争着举杯
畅饮。当地果蔬展区最受欢迎，时
令的香瓜、柿子成了“主角”，产自林
区的有机果蔬成为游客们的佐餐佳
肴。

鸡冠山森林地质公园地处小兴
安岭南麓、松花江中游北岸，被誉为

“长在石头上的原始森林”，素有“北
方张家界”“东北小石林”美誉，景区
自然资源独特，由大鸡冠山、小鸡冠
山、鸡冠砬子、鸡冠鼎四部分组成，
较完整地保留着原始自然景观风
貌，被地质专家论证为国内罕见的
地震地质遗迹。

近年来，鸡冠山挖掘红色文化，
累计发现300余处东北抗联密营和
文物万余件，被军事科学院专家认
定为——目前全国发现的东北抗联

“规模面积大、遗址设施完备、历史
文物多、具开发潜力”的抗联根据地
遗址，13类万余件展品印证白山黑
水间的热血大爱，一座鸡冠山就是
一部抗联史。如今，已经建成的红
色抗联小镇就坐落在景区山门，成
为鸡冠山红色旅游新的打卡地。鸡
冠山还被定为东北抗联密营遗址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张澍摄摄

鸡冠山“木兰啤酒节”
盛装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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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陈思雨）日
前，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北京京剧院、黑龙江省京剧院联袂
推出的“国韵流芳”名家名段京剧演
唱会在哈尔滨市中山剧场精彩上
演。

本次演出有来自北京京剧院的
京剧名家、流派传承人王蓉蓉、李宏
图、朱强、陈俊杰、包飞、郭玮及青年
领军演员裘识、白金、刘烁宇。黑龙
江省京剧院优秀演员马佳、张欢及
一批优秀中青年演员参演。此次演
出共有二十一个节目，涵盖京胡演
奏以及经典唱段，演出现场座无虚
席，观众掌声不断。

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
员、著名张（君秋）派青衣、第十一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蓉蓉表
示：“黑龙江省京剧院这个团给我印
象特别好，非常有潜力。我们在他
们身上感受到了京剧艺术好的传
统。两个剧团此次的联合演出让我
们之间互相学习，对于青年演员来
说是很难得的机会。”

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梅
兰芳剧团团长、著名叶（盛兰）派小
生李宏图认为通过两个剧团的联合
学习，把宝贵的经验传授给青年人，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新的时
期要有新的理念要注入时代活力，
任何艺术都不能脱离时代，这对于
戏剧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黑龙江省京剧院的副院长、第
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马佳
表示：“这次的联合演出对黑龙江的
戏迷们来说是一场视觉盛宴，能够
让老百姓面对面地看到北京京剧院
的名角，机会十分难得。”据马佳透
露，黑龙江省京剧院下一步将出发
去北京，在北京共有三场演出。黑
龙江的观众们看到了北京的名角，
同样她也希望北京的观众能够看到
黑龙江演员们的风采。

（本文图片由黑龙江省京剧院
提供）

“国韵流芳”名家名段
京剧演唱会上演

本报讯（马淑芬 记者毕诗春）8
月 4日，七星河湿地服务区揭牌暨
湿地之恋艺术采风行启动仪式在七
星河乡东强村举行。

七星河湿地综合服务区位于宝
清县七星河乡东强村，距离宝清县
城 40公里。七星河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推行“区内旅游区外配套”发展
模式，打造了集旅游接待、住宿、餐
饮、会议、团建、采摘、民宿体验于一
体的休闲娱乐综合度假区。近年
来，七星河湿地坚持生态保护优先，
立足生态旅游、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成功打造“五区四线”发展新格局，
形成了“一湖一海 一塘一岛”生态
新景观，呈现出生态优美、野生动植
物资源丰富的优良环境。

据悉，“七星河·湿地之恋 2022
艺术采风行”活动由黑龙江日报报
业集团和七星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联合举办，首批20位来自我
省各地的著名书画家、作家和摄影
家将在七星河湿地进行为期5天的
采风活动，用笔墨和镜头定格美丽
七星河湿地，用艺术视角助力乡村
振兴。

“七星河·湿地之恋
2022艺术采风行”

活动举行

文化点睛

景区看台

本报讯（记者李涛）近日，以“喜迎
二十大，礼赞新时代”为主题的原创大
型空中冰雪元素杂技秀《飞跃——雪
域韶华》首次在黑龙江亮相。演出由
黑龙江省杂技家协会、齐齐哈尔市委
宣传部等部门主办，齐齐哈尔市马戏
团、齐齐哈尔市杂技家协会承办。

齐齐哈尔市马戏团立足于自身空
中节目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首次尝试在剧情、道具、音乐等加入冰
雪元素，开全国杂技表演先河，用激荡
青春来演绎黑土杂技特色文化，整场
演出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

整场演出由《大飞轮》《绸技与力
绳》《空中飞人》等 14个精彩杂技节目
组成，每个节目都体现出了浓郁的冰
雪元素。《大飞轮》演绎着雪域的雄鹰
在冰山上翱翔，战斗的翅膀挥舞而有
力量。《绸技与力绳》演绎着“仙人初翦
水，欲下复迟迟。半夜忽自落，东风竟
不知。”雪花仙子福泽大地，待到春来
万物复苏。《空中飞人》演绎着那片林
海、那片雪原和英雄的年代，在北国冰
雪元素置景下，营造出浓烈的迎庆氛
围。

演出融合了《我爱你塞北的雪》

《打虎上山》等具有冰雪元素的动感电
音，使现场观众在炎炎夏日里感受到
北方冰天雪地的酷爽。

据省杂技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
书长孙建伟介绍，空中冰雪元素杂技
秀提升了用杂技艺术讲述地域故事的
能力，特别是通过这次杂技与冰雪元
素的有机融合，提升了杂技剧目的市
场竞争力，让广大观众不仅欣赏到黑
土杂技飞跃之惊奇、飞翔之唯美，同时
也了解了黑龙江省的冰雪艺术和冰雪
文化。

本报记者 李涛摄

《飞跃——雪域韶华》开先河

冰雪元素空中杂技秀

本报讯（记者李淅）为贯彻“健康中国”发展战略，落实《黑
龙江省产业振兴行动计划（2022-2026年）》提出的“坚持全域全
季发展定位，推动旅游康养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要求，黑龙江省
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6年）日前正式出台。

该方案围绕将康养旅游业培育成为我省新的经济增长
点的目标，深入挖掘我省康养旅游资源价值、丰富康养旅
游产品、弘扬康养旅游文化、创新康养服务模式、完善
康养旅游设施、健全康养旅游保障体系，全力推动康
养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我省坚持把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作为重中
之重，合理规划建设一批旅居、养老、医养、康

复等多类型的康养旅游项目，创意举办康
养旅游品牌节事活动，建立健全康养旅

游标准化体系，推动康养旅游配套
服务升级，吸引汇聚更多的

社会资源，推动康养
旅 游 高

质量发展。
我省积极推进康养旅游产业与健康、

养老、体育等特色产业联动发展，通过康养
旅游与多方面社会生活相融合，构建“康养旅
游+”全产业发展格局，形成我省康养旅游创新发展
模式。依托大界江、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草原、大
冰雪、大农业等资源和四季分明的气候优势，加速优质资源的价
值转换，构建宜居宜行宜游宜养的康养旅游品牌，创新康养旅
游发展模式，构建康养旅游融合发展格局，加强康养旅游项
目建设，建立健全康养旅游标准化体系，完善康养旅游服务
配套，通过持续努力，推动全省康养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产业体系不断完善、服务水
平不断增高、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将我省打造成
为产业要素齐全、产业链条完备、公共设施完
善的中国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

(本文图片由黑龙江省文旅
厅提供)

康养旅游 提质提速
我省康养旅游高我省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出台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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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省多地
获评“中国天然氧吧”的消
息再次提升了我省的美誉度。
伊春市获评首批三个“天然氧吧城市
典型示范”案例，成为东北三省唯一获此
殊荣的城市。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伊春市
金林区等7个地区成功创建2021年度“中国天
然氧吧”。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诚如斯哉，付出
必有回报：人们努力保护自然，自然就给人们良好的
生活环境。“天然氧吧”是对空气质量良好地区的褒
扬。我省“氧吧”扎堆，既是生态建设的一个果，也是旅
游业发展的一个台阶。

天蓝地绿，有形，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享受；空
气清新，无形，给人的感受是深入骨髓的。什么叫沁人心
脾，什么叫“洗肺”，恐怕只有深吸一口森林里的空气才有
切身感受，这就是“天然氧吧”的魅力所在。

以“天然氧吧”丰富康养和旅游项目，延伸产业链，不
论在线上还是面上，都必然提升旅游产业的附加值。旅游
早已突破“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浅表层次了，不论是需求
侧还是供给侧，都把养身、养心、养生作为方向。“天然氧
吧”这一概念，恰恰符合高层次的旅游康养需求。“天然
氧吧”休闲游、深度游，康养治疗，已成为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新需求。

“天然氧吧”提神健脑，利用好“天然氧吧”，更
需要头脑和智慧。比如伊春市打造氧吧民宿，盘
活空心村等，将“氧吧”品牌优势向各个领域全面
延伸，巧心思、多维度，合理利用“天然氧吧”生
态价值，收获了“天然氧吧”经济价值。

“天然氧吧”，元气满满；优化生活品
质，动力十足。深呼吸，深思考，让

“幸福产业”再进阶再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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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0日-31日，第三届氧吧产业发展大会
暨“中国天然氧吧”媒体推介会在江苏省东台市举办，黑
龙江省在此次大会收获满满，以优质旅游气候资源获得多项
殊荣：其中伊春市获评首批三个“天然氧吧城市典型示范”案例；
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伊春市金林区、友好区、乌翠区、南岔县，哈尔
滨市方正县、牡丹江绥芬河市等 7个地区成功创建 2021年度“中国天然
氧吧”；漠河市莲花湖冰泡湖、牡丹江市雪乡雪舌、逊克县大平台雾凇成功
入选全国首批“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漠河市莲花湖冰泡湖景观因其独特和
世界罕见，作为冬季元素当选OMETA（数字藏品软件）首发“天气气候景观观赏
地”数字藏品。

黑龙江省地处中国最东北，具有优质的旅游气候资源和生态资源，黑龙江省气
象服务中心自2016年以来组建专家团队，精心挖掘黑龙江本土旅游气候资源和天气
气候景观，组织黑龙江省优质地区参与“中国天然氧吧”创建活动和“天气气候景观观
赏地”评选活动，利用“气象+”为地方旅游规划和生态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依据，赋能
地方经济发展。

不仅在技术上深度挖掘和构建具有龙江特色的旅游气候资源发展业态，黑龙江省气
象服务中心也积极开展各类宣传。在此次会上，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中国气象
服务协会、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携程旅行联合发布《2021年度氧吧绿皮书》。黑龙江省气象
服务中心的新闻稿件《黑龙江八地入选“中国天然氧吧”》传播声量高居十大热点话题的第二
名，位居省级热点话题榜首。

黑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主任陈农表示：“黑
龙江省是旅游大省也是生态大省，具有种类
丰富、品质优良的旅游气候资源，这些资
源的开发潜力巨大，黑龙江省气象部门
将积极利用专业和技术优势打造气
象文旅、生态文旅，打造绿色产业
发展新业态。”

据悉，黑龙江省气象局联
合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黑
龙江省生态环境厅、黑龙江
省农业农村厅、黑龙江省
自然资源厅、黑龙江省科
学技术厅为助力乡村振
兴，挖掘特色气候旅游
资源，联合举办了“黑
龙江特色气候小镇”评
选活动，现正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届时将评出
首批“黑龙江特色气候
小镇”，为黑龙江乡村
旅游、生态旅游打造具
有龙江特色的气候品
牌、生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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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杯畅饮举杯畅饮。。

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艺术家在七星河湿地艺术家在七星河湿地
采风采风。。马淑芬马淑芬摄摄

王蓉蓉演出照王蓉蓉演出照。。

镜泊湖风景区镜泊湖风景区。。

扎龙生态旅游区扎龙生态旅游区。。

伊春宝宇天沐伊春宝宇天沐
森林生态小镇森林生态小镇。。

演出现场演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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