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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巴山蜀水 感受蓬勃活力

哈尔滨冰雪热让“白雪”变“白金”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1月21日一早， 开往哈尔滨的高铁
缓缓从北京朝阳站开出，记者踏上了回
家过年的旅途。

京哈高铁开通两周年。 2019年1月
22日，京哈高铁实现全线通车，北京至
哈尔滨的列车运行时间缩短至4小时52
分。 这条新增的东三省进出关的高速
通道，极大便利了东北、华北地区群众
出行，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爸爸妈妈带我们去雪乡过年。”
高铁上， 一位小朋友兴奋地说。 北京

2022年冬奥会圆满举办， 让各地群众
对冰雪运动的关注度大为提升， 京哈
高铁让人们更加便捷地前往东北地区
感受冰雪魅力。 地域的贯通、 文化旅
游资源的丰盛， 让 “大东北” 旅游的
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助力东北旅游经
济的发展。

“哈尔滨，我回来了！ ”随着列车缓
缓驶入站台，在北京工作的王女士赶在
除夕回到了老家哈尔滨。 “三年没回家
过年了，特别想念家乡，想念这儿的冻
梨、冰糖葫芦，还有这儿的冰天雪地。 ”
回家过年的心情急切，她脚步飞快奔向
出站口正在等候的家人。

哈尔滨素有“冰城”之称，作为中国
冰灯艺术发源地，走在哈尔滨的大街小
巷，随处可见大冰兔、大雪兔等兔子造
型的冰雪雕塑，陪伴游客“蹦蹦跳跳”迎
新春，感受独特的年味儿。

“这次是专程来哈尔滨旅游的，感
受到了这里的天气、这里的气氛、这里

的文化。给我的感觉很美、很热闹、很欢
乐。”在中央大街，一位来自广东的游客
穿得“全副武装”，携家带口在霓虹闪烁
的冰灯前留影。中央大街是中国第一条
商业步行街， 也是外地游客到哈尔滨
“必打卡景点”之一。这里拥有71座欧式
风格的建筑，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
量中外游客。 数据显示，中央大街日平
均客流量约30万人次，最高日客流量达
到140万人次， 年客流量超过1亿人次，
而夜间平均客流量约为15万人次。

“哈尔滨市和我们老家温差有四五
十摄氏度，这里的冰雕雪景、泼水成冰
都特别新奇，太过瘾了。”来自湖南的一
位游客说，这次他不仅感受到了冰雪的
浪漫，更体会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

据黑龙江旅游市场数据显示，2022
至2023冰雪季，正值“后冬奥时代”和防
疫政策优化的叠加利好， 游子返乡、南
北互跨的春节，令“冰雪之冠”黑龙江春
节期间的旅游订单实现周环比翻倍增
长。美团数据显示，春节期间，目的地为
黑龙江省的旅游订单(包括机票、火车
票、景点门票、酒店)周环比增长194%。
其中，目的地为哈尔滨的旅游订单占比
达八成。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索菲亚教
堂、哈尔滨极地公园、中国雪乡等地热
度极高。

今年春节 ， 冰雪旅游相当火热 ，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做足了准备。 资
料显示 ，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始创于

1999年 ， 年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 。

本次冰雪季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历
届以来开园最早的一届， 去年12月17
日便已启动。 1月21日， 除夕夜， 记者
在哈尔滨市区感受到了-32℃的低温
和万家灯火的温暖。 傍晚时分， 冰雪
大世界园区内流光溢彩 ， 游人如织 。
冰雪大世界要比市区更冷， 游客们却
在冰天雪地里热情高涨地 “守岁”。 除
了各式各样的冰雕， 还设置了许多体
验项目。 园区内的 “东北500米超长冰
滑梯” 还登上了热搜， 500米滑梯仅50
秒便可滑到底， 十分刺激。 “随着旅
游业复苏， 这个春节非常红火， 我们
日均入园人数已达1万人左右。” 哈尔

滨太阳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岩松
说。

“冰雪热”带动了旅游市场的复苏。
哈尔滨机场数据显示，春节黄金周(1月
21日-27日)期间，哈尔滨机场预计执飞
航班2800余架次，预计运送旅客35万人
次。 据美团数据分析，1月以来，哈尔滨
的家庭房、亲子房等相关浏览热度环比
上涨123%。 “哈尔滨的年味浓，天南地
北的游客都喜欢。 新冠疫情三年来，今
年是人气最旺的，春节前后的房间都订
光了。 看到这热闹的景象，我们对新的
一年营业收入充满信心。 ”一家民宿负
责人表示。

重庆市磁器口古镇、戴家巷悬空步
道、洪崖洞、南山一棵树 ，四川富顺西
湖 、仪陇县 、南部县 、阆中古城……
春节假期 ， 多年未曾返乡的记者行
走于巴山蜀水之间 ， 感受这里的魅
力变迁，一种向前发展的蓬勃力量迸发
于心间。

记者返乡的第一站是重庆的磁器
口古镇。 时隔多年未来此地， 记者一
出地铁就有点找不到路。 经过多次询
问才得知， 原来古镇重修了， 曾经一
条可以通车的公路改为了步行街， 大
大便利游客休闲娱乐。 此外， 整个古
镇都进行了修缮， 春节期间， 一串串
火红的灯笼映衬着古镇的古色古香 ，
为游客呈现出一道新春别样的巴渝美
景。

提及重庆，戴家巷悬空步道和洪崖
洞是必去的 “网红打卡地”。 今年春节
假期，各地游客纷纷至此“打卡”，让洪
崖洞创下了开街以来节假日最高接待
量———近日，重庆洪崖洞景区管理公司
宣布，洪崖洞景区春节期间接待了93.6
万游客，比2019年增长了36%，相当于
土耳其南海岸最大的城市安塔利亚的
总人口。 白天的洪崖洞人并不多，但一
到夜晚，整个洪崖洞一亮灯，恍如童话

世界的灯光镶嵌在江边的悬崖上，能让
人享受一种视觉盛宴。

四川省富顺县是记者返乡的第二
站。 这座曾经封闭的小县城，如今发生
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现代化的建筑鳞次
栉比。一条条整洁干净的大道颇具现代
感，以富顺命名的一座高铁站已经竣工
通车，也让这里进入了“高铁时代”。 让
记者觉得惊喜的是，虽然富顺县城现代
化进展非常快，但九曲榭、龙凤桥、五府
山、西子姑娘、古榕树、石龟……这些富
顺西湖风景依然如故。 这得益于近年
来富顺县大力实施 “文旅兴县” 战略，
以文旅融合赋能城市建设， 目前整个
富顺西湖已经被保护起来， 富顺西湖
周边的茶馆和保存下的一口口古井 ，
相伴于荡舟湖中的各地游客， 居民在
此间悠然自得的生活， 让人不禁产生
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四川省南部县、 仪陇县是记者返
乡的第三站， 这里的变化更是让人惊
喜。 在南部县长坪镇， 记者看到， 曾
经狭窄的山路已经拓宽为双车道， 一
个个大棚星星点点密布山间， 经过询
问得知， 原来这些大棚种植的是羊肝
菌。 全身是宝的羊肝菌具有极高的食
用价值和药用价值， 为带动当地农民

增收致富， 长坪镇抢抓政策机遇， 将
食用菌产业做大做强做优。 种植羊肝
的土地是流转的， 农民每亩可以从中
获得300元租金。 “看来山沟里的农民
也是有奔头的。” 同行的朋友感叹道。

“要致富先修路。” 在南部县城，
刚刚竣工的跨江大桥———嘉陵江三桥
给当地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
在仪陇县的高山上，记者远眺，乡村之
间处处是别墅，“大农业、大产业、大有
希望”的宣传标语清晰可见……

阆中古城离南部县仅有几十公里
的距离，是记者一直想去的地方。 拥有

2300多年建城史的阆中不仅有着张飞
牛肉、保宁醋、白糖蒸馍等为食客津津
乐道的珍馐美味，更因“杜甫在阆中”让
这座古城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 近

年来， 阆中通过实施各类古城保护项
目，坚持“传承风貌、修旧如旧”，修复古
建的面积达12万多平方米，完成60多个
文保古建筑的抢救性修缮，建成开放阆
中市博物馆、王皮影艺术博物馆、保宁
醋博物馆等20多个文化场馆。 同时，一
批古城惠民便民工程也同步推进，改善
了5000多户居民的居住条件，古城居民
幸福感越来越强。 春节期间， 被称为
“春节发源地 ” 的阆中吸引了八方游
客， 逛街市、 闹年俗、 看展演， 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 受到了市民和游客
的关注与青睐。

这次春节假期很短，但记者行走的
地方很多，每到一处，皆有感叹，从中发
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从中发
现了这个新春奋斗者的活力。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重庆市与四川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