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人一路向北
北方人一路向南

国庆前夕，9月 21日， 发起人张弘带着一
群朋友抵达北京通州。8个人，一辆 C型房车、

两辆轿车，就此拉开大运河之旅。接下来每天
一座城市，途经天津、沧州、衡水、济宁、徐州、

淮安、扬州、宁波，于 9月 30日止于上海青浦，

恰好“十天十城”。

张弘是一名来自上海的设计师、 规划师，

参与过东部多个乡村规划。 此次同行的朋友
们，有的从事体育行业，有的从事房车行业，还
有的来自文艺演出、游戏编程、亲子教育、文创
设计等领域，组成了一个复杂多样的团队。

这套组合背后是张弘琢磨出来的“玩法”。

从文旅角度，大运河可以理解为一个巨大
的 IP 品牌。 流淌 2000 余年， 通航里程超过
1000公里，中国人一土一石，开凿出世界上距
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这条千年文脉，至今
仍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沿线名桥名塔、古镇古
迹，文化历史不胜枚举；已有水工遗存等物质
文化遗产 1000多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00余项； 沿线省市的文化产业年增加值占全
国比重超过 50%； 其水运吞吐量依然巨大，年
货运量仅次于长江……

大运河资源如此丰富庞杂，文旅究竟该怎
么做？有没有摸得着看得见的具体做法？

张弘自有一番理解：目前在国内，连成一
条“带”的文旅项目其实不多。比较有名的如青
海甘肃大环线，全程近 2800公里，是西北自然
风光、丝路人文历史的大集合，西北自驾游必
选路线。放眼全世界，美国 66 号公路、日本古
中山道文化遗产廊道等，都是经典的带状文旅
路线， 吸引全世界游客深入了解当地风土人
情，做得好，甚至是一张形象名片。

从旅游角度看，我国资源丰富，但目前“带
状”线路开发不足。大运河，恰恰能在中国经济
繁荣的东部形成一条贯通南北的线，它区别于
长三角、大湾区等城市群组概念，打破地域文
化圈，连接黄河与长江，连贯渐变，呈现南北两
种不同的风土人情和地理风貌。让南方人一路
向北，北方人一路向南。

它的玩法，一是水上项目，但短时期内全
水域打通有一定操作难度和局限性。张弘的设
想是另一种：房车自驾游。

房车的便利性不言而喻，即便只是家轿自
驾游，沿着运河一路行驶，也可极大串联运河
沿岸城市的各类风光。 尤其对东部城市而言，

如北京、天津、苏州、杭州、上海等，许多游客曾
以一座城市为目的地玩过一回，也许几年内不
会考虑再去，但大运河的新视角，能激发新一
轮游玩兴趣。房车、家轿的自驾游人群自带流
量，驱动社群。新玩法，导入新流量。

“政府部门很难打破各自的行政区域、地
域范围。 大运河涉及的行政省份超过 8个，几
乎全是强省强市， 比青海甘肃大环线复杂得
多。而且南北做事风格也各不相同。串联这件
事，在运河协会组织的引导下，链接社会资源，

更容易事半功倍。”张弘说。

这 10天，团队每到一座城市，都会与当地
文旅局进行探讨。

思路是先寻找城市的“边角料”空间，微更
新改造，让它转身成为“运河驿站”。驿站也是
房车补给站，可为车辆充电、加水，有场地停
车、休憩，甚至露营，以此吸引自驾游或房车旅
客。

有了沿岸的一个个运河驿站，就能引来线
路客流， 下一步便是挖掘每座城市的文化。用
带状线路，串联、整合从北向南几十座沿岸城
市的文旅资源，如沿河旅游景区、特色小镇、农
特产品、教育研学、体育赛事、康养基地、文创
产品等。

这条长线路如果成型，将重新刺激东部旅
游的新鲜感、文化感、历史感，让人们一路体验
北方的浪奔浪涌， 如何渐变为江南的小桥流
水；两千余年的文明，如何在岁月中流淌。

打通“任督二脉”的思路

从事体育产业的袁洁加入 “十天十城”团
队时有一番评估。

她认为，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体育产业
创造的价值还远远没有得到释放， 潜力巨大。

比如环法自行车赛事，每年创造的效益可占法
国体育产业的三分之一。

“大运河同样具备条件。”袁洁说，在体育
产业中，产出最大的莫过于联赛。她首推流量

拉动大、群众基础强的马拉松赛事，建议举办
“大运河马拉松联赛”。

一场马拉松，浩浩荡荡的人流从起点倾泻
而出， 连续几小时围绕当地著名景观带跑步，

所产生的眼球效应、大众影响、传播效果、品牌
塑造力，是其他体育赛事难以匹敌的。更有意
思的是，马拉松选手常常有种“打卡”心理。“大
运河马拉松联赛”若能举办，为了“求全”，许多
选手们会恨不得跑遍每一站，用汗水，用心跳，

体验运河不同区段的风光。

每座运河城市还能创造新跑法，比如障碍
跑、趣味跑等，不一定非要等着每年一回的大
型赛事， 相当于打造一个大运河文体嘉年华。

赛时，房车可以替代酒店，减少平时硬件投入；

可以成为流动店铺， 提供餐饮等配套服务；可
以开发“房车集市”、“房车剧社”等。

房车营地对硬件的要求其实并不高， 水、

电设备安装，一两个月内基本就可完成。一些
景区的备用停车场，或者城市废弃停车场可直
接改装。尤其是去年以来，沿岸运河公园的建
设如火如荼，如果新建的运河公园能留一块小
空间作为房车营地，两者将会相得益彰。

但是游人们停车在此之后怎么玩？游购娱
等文化活动在哪里？

团队中的李祎，从事文化演艺行业。他认
为文旅的一大痛点是游客们 “不过夜、 不回
头”，没有夜晚的内容，难有记忆深刻的念想。

“而运河沿线多的是文化，多的是故事，可以创
造一些小剧场表演，或者舞台剧。每年翻新内
容，给游客持续的新鲜感，以此串联大运河在
历史长河中的文化记忆。”李祎说。

这一点，青海甘肃大环线上的《又见敦煌》

演出已是市场成功的典范， 在旺季一票难求，

门票年收入高达上亿元。大运河未必要全盘模
仿，不搞大型演出，也可以在运河公园、运河驿
站，尝试一些小型的、有创意的剧，呈现南北不
同文化特色，“小而美”更符合东部地区的文旅
特点。

10 天之旅中还有一个巧合———多个城市
文旅局都提及，当地运河留有大量古代文人如
李白等诗人的印记。 据此打造 “运河诗词大
会”、“运河书房”，以小型的艺术活动，推动运
河夜经济、夜文化，确实有诸多资源可挖。

又比如文创产业。张延军长期从事城市礼
物的文创设计，如“多彩贵州”系列，颐和园文
创产品系列。无论是依托马拉松联赛，还是房
车线路， 都可以设计大运河相关的文创产品。

每一座运河城市， 几乎都有当地知名的酒品
牌、茶品牌，可以打造一个大运河“地方酒”、

“地方茶”系列。还可以把当地美食包装成“大
运河伴手礼”，地标性建筑元素二次开发等，运
河沿线联动销售，形成一个大运河文创体系。

线下， 文创产品借助运河驿站、 公园、营
地、剧场等实地输出，线上则可搭载体育赛事
票务系统，输出非遗产品、农特产品、地方小吃
伴手礼等。比起单独一座城市运作文创，大运

河 IP联动几十座城市，规模效应会更大。游客们
每一站，都能遇到一批美食或一套文创纪念品，带
着它们回家，也是留下关于大运河的记忆符号。

从事数字运营的任鹏则设想， 如果技术成
熟，未来可开发大运河的虚拟游戏平台，用游戏
丰富运河之旅的趣味性。比如，打卡寻宝，开盲
盒，完成某些旅游任务，可兑换文创礼品等。

按照这个思路类推， 带状线路可植入一系列
内容，包括亲子教育、研学旅行。房车本就适合全
家出行，不同于中西部的大美自然，大运河的优势
恰恰在于沿线城市较为繁荣，服务基础好，相对安
全，一家老少皆可游玩，大运河本身就是一条“千
年文脉”，“文化路线”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张弘形容这些思路为“打通任督二脉”，让本
来散发的、没有合作的东部城市文旅资源，横向
扩展、南北串联，导入新流量和新看点。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回答方式

10座城市的文旅部门，也有自己的侧重。

河北衡水，大运河流经的一个渡口正在申请
国家级非遗。清晨的衡水湖朦胧幽静，碧草连天，

也是鸟类天堂。有人岸边垂钓，时有鸟儿点过湖
面，飞向天空。

这里有环湖马拉松比赛。呼吸着高负离子含
量的空气，人们沿着平坦的环湖赛道奔跑，沿路
水波荡漾，颇有特色。然而用流行语说，它并未
“破圈”，知名度仍主要在本省。能否依靠大运河，

扩展衡水的知名度？相关部门颇有兴趣，一连问
了袁洁相当多的问题。

衡水，也是大儒董仲舒的故乡，文化底蕴深
厚。这里的孙敬学堂是较为有名的汉文化研学基
地，身着汉服，在一座座仿古学宫中体验制香、造
纸、皮影戏、活字印刷等，应时节学习各种传统礼
仪，对亲子教育和研学旅行颇有吸引力。

“我们经济不算发达，但是勤奋好学，文化资
源丰厚。”当地文旅部门的人说，他们也期待搭上
大运河，让这些尚未“出圈”的文化资源重新激活。

徐州五省通衢，位于大运河中点，融汇南北文
化。近年来，随着周边小煤炭关闭，城市正在经历
转型。空气中的 PM10?数略微偏高，但比起几年
前已有极大改善。服务业，如文旅产业，或许是城
市未来的发展点，不过目前所占比重仍然偏小。

徐州文旅部门的工作人员很有紧迫感，反复
追问运河驿站的具体落地方式是什么， 并且坦
言，城市对历史文化挖掘不深。比如徐州的云龙
湖比西湖大，但故事少，宣传营销俱是短板。

一路向南，进入江苏，面食少了，米食多了。

一呼一吸中，水汽扑鼻。高速公路上，仿如购物中
心的服务区不仅给房车提供了休憩地，也给一行
人提供了更多选择：6天来的第一杯现磨咖啡、品
牌连锁餐饮店、 包含大白兔奶糖在内的礼品店，

甚至还有游玩区。

这也从一个侧面回答了北方城市文旅部门

的一些提问： 运河驿站和普通服务区有什么区
别？ 除了水电等硬件配置， 它还可以成为 “驿
站+”，加入文化、体育、商业、快销等各元素。

常州武进的太湖湾露营谷， 占地近 700?，

在山脚下一眼望不到尽头。有房车宿营、生态游
乐、农趣体验、拓展基地、格子吧街五大板块。帐
篷酒店、木屋别墅、蘑菇屋等体验一应俱全，也有
单独的停车位，可供房车自驾游的游客栖息一整
晚。成人拓展、青少年户外营地、真人 CS、?养小
动物、舞台表演等，综合性项目齐全。

但它如今名气并不大。露营谷的相关领导介
绍说，房车是超前的标杆，但问题是导流，“周一
到周四如何填满”，是所有露营地需解决的课题。

长线路旅游若能做好，可以削峰平谷。长线
路自驾游没有双休日和工作日之分，还能带来稳
定流量。但房车买的人少，目前房车自驾游还是
以租赁为多。大运河南北线若要打通，首先就得
解决异地还车问题。比如北京租的房车，能否在
上海还，这需要房车企业、产业的进一步合作，非
一个露营谷力所能及。

南方城市，也有南方的难题。露营谷地处长三
角，但长三角文旅资源简直可以用“泛滥”来形容，

投资几十亿元规模的园子已超过 200家，“韭菜已
经割了一茬又一茬，下一拨客流量在哪里？竞争太
激烈了！”一位运营负责人如此感叹。

露营谷还做了一番数据分析。目前拥有较高
消费力的上海客流，70%以上流向浙江， 即便来
到常州，50%以上流向天目湖。 露营谷的上海客
流并不高，可能是因为宣传不够、渠道偏少，但本
质还是因为“夜游产品少”。天目湖依靠晚上泡温
泉吸引了众多上海客流，而房车营地白天内容丰
富，住下来后晚上怎么玩？有没有可看的演艺或
者可夜游的内容？

“我们对文化内容的植入非常感兴趣。”露营
谷的人这样对张弘说。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北方城市，往往希望
企业直接拿块空地投资到底，具体怎么设计内容
往往政府不过问。而南方城市更喜欢“轻资产”模
式，明确表示场地、硬件可现成建好，只希望企业
来植入文化内容、运营激活空间，挖掘更多附加
价值。

扬州，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唐诗《春江
花月夜》，在这里得到具象呈现。它也是大运河申
遗的牵头城市，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
（简称 WCCO）所在地。张弘觉得，在扬州搭建一
个大运河旅游的合作机制很有必要。运河沿线条
件并不差，许多文旅资源已是现成，只不过各自
独立分散，影响有限。

不同的城市， 对大运河有不同的回答方式。

或许，合作机制、协调资源的平台，是其中关键。

为什么来自上海

国庆前一天，团队抵达终点：上海青浦。

青浦水系发达，人工开凿的太浦河连通黄浦

江与太湖，于上世纪中叶开工，一度成为太湖泄
洪的主力标杆。它连接两岸三地，本是“一体化”

的河流，如今成为“一体化”的象征，处于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这条被赋予生命的
河流，也是国家治理与中国智慧投射在运河上的
启示。

团队拜访了青浦区的大观园。大观园的红楼
梦主题看似具有独特性、唯一性，但一座仅供观
赏的园子，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显然不足，被戏称
为“开园即巅峰”，此后客流量一路下滑。如今在
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如何转型开发，是一件颇费
思量的事情。

附近还有另一个文旅景点：金泽古镇。它被
称为上海最低调、淳朴的古镇，有“第一桥乡”之
誉。金泽人曾说：两分钟，穿越苏浙沪。水边的金
泽古镇，如梦似烟。

然而，目前大部分外地游客来到上海，首冲
迪士尼乐园，以及陆家嘴、豫园、外滩等市中心景
区而来，再延伸到武康路、思南路等上海老房子
集中区。上海的美丽乡村，一直相对缺乏竞争力。

即便已打响知名度的朱家角古镇，青睐者大多出
自本地和长三角。

沿着大运河的土地， 曾经多为田野乡村，某
种意义上，大运河线路反倒是一条串联南北游客
来到上海乡村的纽带。人们可以从另一种视野体
验“江南文化里的上海”。

正如一批学者所述， 上海的历史源远流长，

开埠前并不是“小渔村”，在上千年的文明中，这
里古镇繁荣，以港兴市。如青龙镇，唐时即为东南
通商大邑，宋时为对外贸易港口。

张弘的团队大多来自上海、北京，并非偶然。

历史上的大运河，实现了在广袤大地进行南北资
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国家的政治中心与
经济中心。而如今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则是
北京与上海。

所以，商业人士的视角认为，大运河的文旅
需要上海。能够对话的两端，必然是北京与上海，

如此才能实现南北资源的大流通。

其次，上海一直是文旅市场最受瞩目的目标
客群，从经济水平、生活方式、自驾游出行习惯、

亲子家庭结构等多种因素看，上海恐怕也是大运
河的主力客群之一。甚至具体到房车，目前发展
以北上广为主， 何况房车企业之一的上汽大通，

总部在上海。

再者，上海的乡村振兴，反过来可以从大运河
路线获得引流。新客源，对上海也是一个新契机。

更大范围说，国内经济内循环，大运河从京
津冀流到长三角， 而长三角中的上海是重中之
重，集中了资本、人力、产业、消费等多个要素。

跳出文旅视角，大运河是推动世界文明对话
的重要抓手之一。如何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大运河？

上海， 有自己国际传播的独特优势。 何况上海本
身，也是江南文化、古镇水乡、运河发展的结晶。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
曾说，大运河沿岸的江南文化不仅在历史上有着
重要地位，同时依托高度发达的长三角，具有强
有力的经济基础支撑，最有可能率先建成一个大
运河文化带示范区。

上海，河道的尽头，通江达海。人与水的共
生，有无穷想象。

美国加州 1 号公路， 全长超过 1000 公里，

《国家地理》 杂志称它为一生必去的 50个地方之
一。它依山沿海而建，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落基
山脉，旅行者们驾车从旧金山出发，沿西海岸加
州 1号公路途经斯坦福、蒙特雷、卡梅尔、赫兹城
堡、丹麦小镇一直到洛杉矶，这条路段处处都有
美丽的景色，公路沿线还设置观景点。

另外一条 66号公路从海滨城市圣塔莫尼卡
一路横贯到芝加哥，全长约 4000公里，也是著名
的自驾游线路景点。

日本古中山道文化遗产廊道是一条线性的
遗产区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具有一定
历史意义。 目前保留完整的驿站有轻井泽宿、妻
笼宿、马笼宿等。

在妻笼宿，当地居民和政府共同制定了“不
出售、不租赁、不破坏”三大原则。可见遗产廊道
的发展，既要政府支持，也要有本地居民自发保
护，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包括构建解说系统、市场
与营销策略等。

遗产廊道并不意味着啃老本，遗产点本身需
要具有文化、区位、市场、创新优势。例如奈良井
的特色漆器、卡通版的店招、服务型机器人等玩
法，推陈出新，结合现有文化，创造了有一定经济
价值的产品。

纵深 见识 博闻城事

周一
MONDAY

大运河，可以玩出这些“新花样”
■ 本报首席记者 龚丹韵

“中国大运河”是一项伟大工程，承载了中华文明的记忆，历经两千余年、沟通五大水系，从京津冀到长三角，至今仍发挥
着重要作用，被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

近期，《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发布，这是继去年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城、大运河、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之后，又一项关于大运河的国家战略部署。

然而，大运河涵盖领域之丰富难以尽述，具体到文旅，究竟该怎么做？

几位民间人士组成了一个小团队，他们从北京通州出发，沿着运河一路自驾，到上海青浦为止，实地体验了一回“大运河
之旅”，或许能为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战略、为上海的文旅发展，提供更具象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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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扬州三湾运河公园的古运河景色。 新华社 发

国际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