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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茶一味”尽在彩云间。

常德旅游要在近几年内迅速做强，并
在全省成为排头兵，建议重点抓好六件事：

铸造桃花源品牌

在文化抽象与内涵延展的语境下，桃
花源景区品牌已从过去的 1.0 升级到了
2.0，但在市场眼中是区域唯一，而非全域
唯一，号召力、统治力、影响力并非强大，
要围绕品牌打造，在以桃花源景区为重点
的基础上，按照“金字塔”方式，做好内部
叠加融合，最终托举塔尖的桃花源品牌。

桃花源应是常德全域旅游核心品牌，
是常德旅游需要向世人传递的美好休闲
生活的主要支撑，是诠释常德旅游核心吸
引力的内涵理念；桃花源应成为编好常德
旅游故事，演绎常德旅游魅力的主要依
托，应成为全市包装旅游产品，创意旅游
项目的核心理念，未来的旅游项目规划及
旅游营销策划均应与这个品牌理念结合，
并使之成为城市主题形象营销的主旋律。

围绕桃花源品牌铸造与营销行动，启动
《桃花源品牌提升与营销行动策划》工作。

构建特色产品体系

围绕铸造桃花源品牌，全面构建常德
桃花源美好休闲生活旅游产品体系，包括
推出城市桃花源、乡村桃花源、休闲桃花
源、康养桃花源、梦幻桃花源、欢乐桃花
源、洞庭桃花源、浪漫桃花源、游学桃花源
等一系列主题旅游产品包装策划。

推出以桃花源为核心理念的全市旅
游精品线路建设计划；推出以城市桃花源
与乡村桃花源为基本支撑的城市主题休
闲酒吧、咖啡厅、餐厅、酒店与乡村主题民
宿、农庄、村落以及特色文化演艺等创建
及旅游服务标准化建设计划等。

目前，我市旅游项目建设走在了全省
前列，但在文旅康养的新业态中，人本主

义的服务是基础，更需要的是独一无二贴
心的“德式”“德味”服务，以服务强口碑，
以口碑立品牌，大力打造全国示范、个性
鲜明的服务品牌。

力推精品项目创新

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了
“五大幸福产业”，即旅游、文化、体育、健
康、养老，旅游是通道，以文化旅游作为龙
头整合五大幸福产业，应成为我市目前这
种非客源地城市的主要运作模式和手段，
要充分依靠文化旅游为发展要素，增加旅
游产业在社会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重点抓好常德市创建中国旅游休闲
示范城市、桃花源、城头山创建国家5A景
区及柳叶湖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工作，
同时抓紧创建一批新的4A、3A景区和省
级旅游度假区，使他们成为常德旅游发展
领头羊。

推出常德桃花源品牌理念辐射下的
旅游风情小镇、田园休闲综合体、城市中
央休闲区创建计划；推出常德旅游招智选
商计划，严格念好顶层设计经，把好规划
审核关，要求全市区域规划、景区规划以
及旅游项目开发规划必须按《旅游规划通
则》经市旅游外事侨务局组织专家评审并
通过，同时植入桃花源品牌理念。

启动全市旅游重点项目包装策划与
招商引资行动，选择合适时间策划举办桃
花源品牌旅游重点项目招商大会。真正
把那些具有先进的理念、雄厚的实力、专
业的队伍和成功的经验的旅游战略商引
来，坚决把那些以旅游之名行地产之实的
房产商排在外面。

抓紧公共服务配套

启动全市通景公路建设，彻底解决通
景最后一公里问题；围绕全域桃花源精品

旅游线路建设计划，从旅游服务驿站、标
识系统、旅游营地、旅游风景道环境美化、
沿途建筑风貌改造等进行布局安排与建
设，启动之初可先做一条示范性线路。

推出“桃花源驿站”建设计划，从自
驾、骑行、徒步、旅游商品、信息服务等多
角度出发，使之成为常德旅游公共服务建
设亮点，布局全市；启动“常德全域桃花源
智慧旅游服务”建设计划，使常德旅游服
务全面升级。

启动常德全域旅游自助手册编辑与
推广计划，围绕旅游传统六要素和新的六
要素，从全方位服务游客的角度推出常德
旅游全体系服务APP和自助游手册。

启动桃花源房车游行动计划，助推全
市房车与自驾车营地布局建设，特别是加
大对桃花源、柳叶湖片区房车营地建设的
扶持力度，并藉此推动全市精品旅游项目
建设。

巧构旅游营销系统

推出常德旅游促销奖励政策，从目标
客源市场开发与旅游办事处设立、团队客
人组织、自驾团队与特色团队组织等方面
进行奖励；策划创意大型持久的市场性活
动营销常德旅游，如创意推出“中国桃花
源旅游生活季”活动，整合全市所有区县
（市）和旅游景区、旅游项目共同围绕“桃
花源”品牌的传播进行整合营销。

巧妙引入“网红”概念，特别针对 80
后、90后、00后策划创意一系列网络、微
信等营销事件或话题，从微营销角度全面
推广常德旅游；完善常德旅游基础营销工
具体系建设，包括视频、画册、自助手册、
宣传页、地图、网站、APP、短信、宣传口
号、照片、歌曲、形象大使、微信平台、吉祥
物、主要纪念商品、故事、游记等方面形成
一套完整的体系。

创意策划一个“桃花源”手游游戏，

以桃花源景区为重点，又以常德市为游
戏体验实景地，同时策划举办“中国桃花
源手游大赛”，用线上线下方式营销常德
旅游。

启动全市旅游营销策划，以3至5年
为规划布局，以1至2年为重点营销突破
计划，全方位安排桃花源品牌塑造、产品
建设、市场开发、渠道拓展、活动促进、创
意助推等方面的营销行动规划。

智占区域协作高地

成立常德旅游发展智库，聘请国内外
知名专家学者及实战人士以顾问之名实
际履行义务形式为常德旅游出谋划策；与
国内知名机构共同组建常德旅游商学院，
邀请知名专家、运营管理前沿实操者、本
地优秀旅游管理人员和企业家共同成为
研究人员或讲师，全面推进常德旅游标准
化建设，从景区管理、项目开发、招智选
商、公共服务、旅游扶贫、营销推广、乡村
振兴等多方面为常德旅游培训专业人才。

邀请专业机构与市旅游外侨局共同
调研编撰《常德旅游发展蓝皮书》，全方面
审视和判断常德旅游发展的问题和趋势，
并与智库建立融合，就常德旅游未来发展
提出建设性思路意见；与周边区域联合推
出论坛、踩线计调营销行动、游客互送行
动、节庆联办行动等，助推区域协作前提
下的常德旅游崛起；以区县（市）争创举办
常德旅游发展大会或常德旅游节的形式，
以专项资金按创办标准要求每年鼓励一
个区县（市）重点发展旅游业，由此推动常
德旅游重点县建设。

推出常德旅游产业发展鼓励政策计
划编制，从多方面吸引和鼓励社会各界参
与全市旅游业发展。

以上仅为粗浅的建议思路，既需要更
加完整系统的方案，更需要有相应的政策
及资金支持方可得以逐步实施。

唱响桃花源品牌
—— 做强常德旅游产业之思考

□王陵书

清明小长假
我市接待游客超百万

本报讯（记者 吴琼敏 通讯员 朱琨）清明节放
假 3 天，我市共接待游客 118.46 万人次，同比增长
7.58%，实现旅游收入 5.38 亿元，同比增长 8.98%。
游客出行以“祭祀+旅游”为主，桃花源、常德河街、
城头山、林伯渠故居等景点广受欢迎。

清明节期间，全市重点监测的8家景区共接待
游客21.64万人次，同比增长28.79%，实现门票总收
入858.13万元，同比增长 39.95%，游客出游需求日
益增强，景区接待量大幅增长；常德河街、老西门
等新开发的城市旅游景点人气较旺，常德河街共
接待游客6.8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9%，实现穿紫
河游船收入 24 万元，老西门共接待游客 1.04 万人
次，同比增长7%；桃花源共接待游客4.37万人次，
实现门票收入261.6万元，除开常德河街开放式景
区，桃花源接待游客人次和门票收入均居全市第
一。此外，清明期间，桃花源景区还邀请了英国媒
体拍摄宣传片，在对接日韩市场的同时，主攻英国
市场，不断提升景区的国际知名度。彭山景区举
办美食大挑战、篝火晚会等活动，接待游客总量
0.68万人次，同比增长29.27%，实现门票收入55万
元，同比增长23.59%。壶瓶山通过景区道路的改善
和国家3A级景区的成功创建，清明期间接待游客
1.0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84万元，比去年同期保
持增长态势。

白鹤镇促乡村旅游
度假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 孙玮怿 通讯员 伍中正 蒋阳一
鑫）今年，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白鹤镇探索现代农业
和休闲旅游业融合发展新模式，力促乡村旅游度假
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白鹤镇推进土地流转，发展种养产业
园，引进油茶低改和稻虾养殖等新的产业项目，种
养产业项目势头强劲。同时，依托生态农业和美丽
乡村建设，持续推进休闲观光农业项目，郑太有机
农场、溪谷梁山猕猴桃、松桂园、草莓园和河洲甲鱼
等项目进一步提质。荷花山庄、百家缘、松桂园、丰
泽园、红橡谷等10多家品牌农庄，2017年接待游客
7万人次。

今年，该镇按照“因地制宜、以点带面”的发展
思路，做大做强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探索产业融
合发展新模式，将建好“环太阳山”旅游风光带，依
靠湖泊、城市、田园、森林的功能优势，开发集田园
农业旅游、休闲度假旅游、森林生态旅游于一体的
现代旅游新产品，打造一批星级品牌农庄，重点突
出农业观光、农家餐饮、蔬果种植采摘、特色民俗等
乡村旅游度假产业的转型升级，为增加居民收入创
造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出游因餐饮生病
常德旅行社为游客维权

4月4日，我收到了常德亲和力旅行社转来的
400元医疗费。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他们与泰国
地接社沟通后，由地接社赔付的。

3月23日，我和妈妈在常德亲和力旅行社报团
参加了泰国游。3月25日，我们团25名游客游芭提
雅之后，陆续有游客出现发热、呕吐、腹泻、肚痛等
症状，我和妈妈也“中招”了，到27日，团里生病人
数增至10人，其中有2人严重腹痛，已无法站立行
走。导游和领队建议病情严重的游客去医院就诊，
妈妈因腹泻严重，担心引起脱水，也跟着领队和导
游去了医院。

医生说的是泰语，同行的导游并未给我们全部
翻译，只说是“吃坏东西引起的”。此次行程安排很
紧，大家都是跟团吃、住，并没有时间外出就餐。结
合大家发病时间和情况，“罪魁祸首”被锁定为芭提
雅团餐里的海鲜。医生例行询问后，给妈妈开了几
粒药服用，花费约1700泰铢。另外2名团友因病情
更重，还进行了注射治疗。

受病情影响，后面几天大家玩得并不尽兴。29
日回国后，我和妈妈身体仍然不适，便如实向亲和
力旅行社工作人员反馈了这些信息。工作人员立
即与长沙旅行社和泰国地接社联系，仔细询问病
情。我们这才得知，大家感染的是“诺如病毒”。随
后，亲和力旅行社为游客维权，为我们争取到了医
疗费。费用并不多，但这份服务，却是值得点赞的。

（姚懿容）

3月30日，常德河街常德旅游商品街
揭幕开街，风雨中走进“璞谷”，古朴的装
修风格，别致的陶器，给人走进另一个世
界的感觉。是穿越？一幅宣传画上“你从
唐宋走来，穿越历史烟云，为茶而生，因禅
而定，夹山窑，禅心陶，守候千年，只为有
你”，让人对夹山窑有了好奇心。

4月8日，再次走进“璞谷”，为的是挖
掘夹山窑的创造者王中浩与夹山窑的故
事——

石门县作为中国禅茶之乡，有着楚南
名刹美誉的夹山寺，因唐代开山祖师善会
悟出“茶禅一味”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
茶禅文化发源地。王中浩作为石门人，兴
奋地说，石门有2座高峰，一座是自然高
峰——壶瓶山，另一座是文化高峰——茶
禅一味。近年来，在以“茶禅一味”理念为
核心的茶禅文化引领下，各类禅茶产品开
发如火如荼，一路高歌。禅茶文化被追

捧，文化产业的背后正衍生着茶艺、茶具
等禅茶产业。

石门夹山的陶瓷茶器生产渊源流
长。据考证，位于夹山西北麓的八坪，是
古代贡品牛牴茶原产地；在附近2公里的
天供村，发现宋代时期专门烧制茶器的古
窑址，出土的陶瓷茶器为石门的禅茶文化
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印证。拂
开岁月的积尘，被誉为茶饮文化最高境界
的“茶禅一味”，与当时石门夹山发达的茶
器生产密不可分。

王中浩深感文化高峰挖掘不够，茶文
化，茶器是一个缺陷，除了收购200多件
茶器外，以石头为原点，致力于开发文创
旅游产品，围绕闻名遐迩的夹山寺追根溯
源。他说，有庙宇，就必定有喝茶人；有喝
茶人，必定盛产茶叶；除了茶叶和水，喝茶
还应该有茶器。茶叶、水、茶器是喝茶的
3 个基本要素，石门茶叶久负盛名，他要
填补现代茶器的空白。2008 年开始，他
查资料，发现澧水流域有烧窑的历史。
2010年，注册以茶器为代表的夹山窑，他
要创办现代的夹山窑。

于是，2016 年开始全面考察、设计，
长沙的铜官、株洲的醴陵、江西的景德镇、
福建的德化、广州、上海，王中浩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考察，咨询专家，觉得茶器开发
价值和潜力都很大。同时，也寻访到一位
现在寺庙做主持的景德镇非遗传承人、80
多岁余老先生，老先生的祖辈是明朝御用
瓷器窑的把关人。王中浩无限憧憬地说，

“中国建陶几千年的历史，陶瓷是一个民
族、一个社会的文化符号，它与时代精神
和审美意识密切相关。陶瓷既是物质的，
也是精神的，它既体现了历史的社会风
貌，又凸现了时代的审美观念。现代的审
美潮流早已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陶
瓷艺术的发展空间是无限宽广的。夹山
窑的区别在于‘茶禅一味’，这是灵魂。”

2017年3月，景德镇余老先生来到石
门璞谷生态园，结合古代传统的龙窑、景
德镇镇窑、日本的无烟节能柴烧窑，建了
一座高效、节能、环保新柴窑。2017 年5
月，以石门独有金刚泥添加夹山碧岩矿
砂，全手工成型，以特制无害颜色釉为装
饰，采用古法柴烧，1280℃高温烧，第一批
高温陶产品问世，几百件都是唯一。王中
浩说，以器载道，禅定十方。围绕夹山文

化和常德文化，设计了3个系列产品：一
个是禅定。尖底配底座，喝茶有了仪式
感，静心才能专一。“形而上”谓之“道”，

“形而下”谓之“器”。“茶禅一味”的精神通
过茶器物化了，从“形而上”变为“形而
下”。第二个是禅悦。以红尘的颜色表达
沧桑感。第三个禅逸系列，拟开发夹山窑
的文房四宝。王中浩特别介绍了石门红
彩霞杯、夹山藏幽、桃源寻梦3款主人杯，
顺手拿一只桃源寻梦的主人杯，示意“把
桃花源捧在手心”。

王中浩说，璞谷入驻常德河街，开辟
旅游商品街，对夹山窑是一个机会，每天
都有很多人前来参观，多的时候上千人。
王中浩信心满满地说，常德河街璞谷是一
个文化交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开展陶艺
交流活动，传播夹山文化，扩大夹山窑的
知名度，创造生活美学空间，倡导有品质
的生活方式。

两入“璞谷”，能想象“夹山窑·禅心
陶”小茶器，大雅致的系列创意产品无限
广阔的市场前景，开发生产的产品必将产
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小 器 大 雅
—— 王中浩与夹山窑的故事

□本报记者 吴琼敏 文/图

王中浩展示禅定茶杯的独特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