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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娇杨）7 月
30日，伴着阵阵锣鼓声，位于莲花
山生态旅游度假区的宽厚里商街
正式开街，我市又多了一个古风体
验、近郊打卡游玩的好去处。

开街当日，雕梁画栋、古风古
韵的宽厚里商街上，热闹十足。游
客们可以来一碗摔碗酒、驻足观看
一场杂技表演、体验投壶的乐趣、细
细品味辽金陶瓷和草编的魅力……
不仅可以打卡拍照，这里还有各种
特色美食满足游客的味蕾。伊通烧
鸽子、莲花山春华鱼馆、烤羊腿、关
东煮、烤面筋、牧鼎牛烤肉串、豆面
卷……香味扑鼻，莲花山大米、香
瓜、鲜桃、玉米等优质特产还可以
带回家。据悉，宽厚里商街还将定
期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展示销售
来自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的优
质大米、鲜食玉米、有机蔬菜、水果
等当地特产。与众不同的是，宽厚
里商街还引入吉什里数智供应链
平台、吉什里嗨逛旅游打卡系统，
构建了数智引流、数智管理、数智
消费的服务新模式。通过平台，市

民在家就可以了解景区服务内容，
在多个点位打卡互动，特产可直接
邮寄到家。

本次宽厚里商街开街，是莲花
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刺激消费、拉动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次新探索与新
尝试。今年，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
区商务局整合区域地产、餐饮娱
乐、新电商等资源，搭载吉什里数智
供应链管理平台，用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打造了一条辐射周边商业、服务于
周边居民的数智古风商街。目前，凤凰
晴公益书院、非遗草编艺术馆、辽
金陶瓷艺术馆等均已落户商街，连
锁餐饮擀面杖面馆以及20余家美
食商户也已入驻营业。目前，商街
入驻率已达85%以上。

本次升级改造后的宽厚里商
街，还将携手莲花山花海、浅山星
空露营地、森林小憩等形成多方联
动，积极探索数智生态“夜间经济”
新模式，打造集休闲度假、古风美
食、生态露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
产业服务链条，积极推动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融合。

宽厚里开街迎客来
古风韵休闲打卡地

本报讯 （记者孙娇杨）在7月29日的全省乡
村旅游工作推进会上，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吉林
省高速公路集团签订《交旅融合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将以全省运营高速公路为载体，实施“交
通＋旅游”融合发展，加强交通运输和旅游项目规
划的有效衔接，形成交通带动旅游，旅游促进交通
发展的良性互动，全面构建“快进漫游”的交通网
络，优化提升旅游交通服务水平。

近年来，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高度重视旅游
交通工作，针对旅游需求快速增长，消费品质不断
升级的新情况，积极探索“旅游+交通”联动发展
新路径，城市旅游集散中心购物、休闲等综合服务
功能、高速公路旅游服务能力均不断提升。截至目
前，全省国家A级旅游景区256家，道路客运已覆
盖236家，占比达到92%以上。

据悉，本次合作主要包括旅游公共服务、产品
经营开发、重要项目合作等四个方面12项内容。其
中，旅游公共服务上主要从提升旅游通行能力、加
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提升服务区旅游服务功能等
方面明确了合作的范围；在产品经营开发上，双方
在文旅商品销售、资源宣传推介、信息共享等方面
明确了合作的基本范围。

“快进漫游”交通网络
串起我省美丽风景带

本报讯 （记者丁莉）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
近日，12306上新，推出铁路畅行码，旅客扫码后
可以了解所乘列车的相关信息和12306中常用的
功能。

目前，乘坐动车组出行的旅客已经在部分列
车的座椅扶手上发现了铁路畅行码，扫码后，旅客
即可看见所乘列车的车次、日期、车厢号、席位号、
始发终到站名、列车时刻表、终到站天气情况、正
晚点信息、列车行驶轨迹等，并可享餐饮服务、补
票升席、遗失品查找等服务，扫码后还可以填写铁
路旅客服务质量满意度测评调查问卷或对本次列
车进行评价及建议。

12306上新
铁路畅行码来了

本报讯 （记者孙娇杨）7月26日，吉林省文
物局首个重点科研基地“博物馆数智创新实验室”
正式揭牌。

“博物馆数智创新实验室”前身为2020年成
立的“智慧博物馆联合实验室”，该实验室是由吉
林大学考古学院、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知
网、武汉大势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联合
发起成立。2022年7月，增补吉林省博协数字专委
会、宏瑞文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实验室新成员，
并根据研究、发展需要，将“智慧博物馆联合实验
室”更名为“博物馆数智创新实验室”，成为国内首
个跨机构、跨行业、跨专业横向交流的文博行业协
同创新平台。

为充分发挥科研基地引领博物馆发展实践的
功能作用，吉林省文物局决定委托博物馆数智创
新实验室针对“吉林省中小型博物馆的提质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开展相关研究。博物馆
数智创新实验室围绕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努力
推出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创新成果。

未来，博物馆数智创新实验室将通过数字化
的创新，为中小型博物馆数智化建设寻求最优方
案，帮助吉林省中小博物馆实现提质升级。

吉林省文物局首个
重点科研基地揭牌

本报讯 （记者孙娇杨）7月29日，吉林
省文化和旅游厅召开全省乡村旅游工作推
进会，部署我省乡村旅游工作，加快推进乡
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擦亮“吉乡”品牌。

记者从会上获悉，近年来，吉林省乡村
旅游逆势而上、创新突破，发展基础不断夯
实、产业地位持续巩固、特色产品形成体系、
主体规模层次大幅提高。“十三五”时期，吉
林省乡村旅游接待游客累计超过了1.7亿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约980亿元，年均增速超
过全省旅游业平均增速2倍以上，构建了以
冰雪旅游为代表的白色、以农耕文化为依托
的黑色、以生态旅游为基调的绿色、以丰收
时节为特征的金色、以弘扬抗联精神为主要
文化内涵的红色乡村旅游“五色”产品体系。

过去一年，吉林省乡村旅游更是硕果累
累：推出十大乡村旅游精品村，打造在全国
立得住、叫得响、具有品牌影响力的旅游目
的地；各地各部门整合资源、资金、力量出台
政策举措，有效破解乡村旅游发展瓶颈；打
造多元化产品业态，多样化、新奇化、高端化
的乡村旅游产品层出不穷；乡村旅游形象品
牌深入人心，营销品牌实现客流转化，宣传
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节事品牌亮点纷呈，
形成了“吉乡”品牌效应；乡村旅游的文化底
蕴不断丰富，规范化的标准体系建设收获成
效，乡村旅游实现快速复苏。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是释放吉林省
旅游业潜力，实现万亿级支柱产业目标的重

要基础，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提升乡村面貌、
富农富民的重要途径。下一步，我省将在发展
乡村旅游的路径、方法、模式、效益上做好文
章，下足功夫，巩固吉林乡村旅游发展成果，
培育吉林乡村旅游的特色品牌。

全省各地将以“十百千万工程”为抓手，
打造好十大精品村，接续开展100个市县级
乡村旅游精品村遴选，着手启动1000 个乡
村旅游精品点评选，大力推进万名乡村旅游
人才培养计划，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以创新多元模式为依托，积极探索全要素发
展模式、现代化经营模式、“小而精”产品开
发模式、“短平快”市场营销模式，推动乡村
旅游转型升级；以整合资源为主导，开展品
牌化推广，推出精品化线路，组织节事化营
销，做好创意化宣传，擦亮吉林乡村旅游品
牌；以文旅融合为重点，重点做好“听乡音”

“品乡味”“享乡俗”“忆乡愁”等重点工作，培
育乡村旅游文化特色；以政策激励为导向，
持续实施奖补政策，加大重点村扶持力度，
开展“送智下基层”“十帮扶”，扩大提升行业
主体规模和质量，创造乡村旅游的良好氛
围；推动《关于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高质量落实，持续完善乡村公共服务
配套，不断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严格规范乡
村旅游市场，突出抓好旅游安全，着力推动
吉林乡村旅游实现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跃
升、高质量发展。

擦亮“吉乡”品牌
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

让研学游回归“教育+”的
本质，如今的研学游已经打破
过去重游轻学的传统。今夏，国
信南山温泉酒店开发的研学游
产品围绕着职业教育展开，为
萌娃打造职业初体验。通过打
造全天式托管经营，从知识、礼
仪、品行、修养等细微处潜移默
化地影响小朋友的成长养成，
让游学代替游玩。

针对 5 岁~12 岁小朋友的
“萌娃独立集中研学营”注重
培养孩子们的职业素养，让孩
子们先后体验大堂经理、行政
管家、质检员、甜品师等职

业，提高孩子们的团队意识、
服务文化、创意想象、动手能
力以及卫生安全意识、消费权
益意识，学习餐桌礼仪，懂得
谦让、分享。孩子们通过一天
寓教于乐的研学，体验到不同
的职业、学习到不同的技能。
逛了温泉酒店，也培养了孩子
们的情商、智商、逆商、财
商，让孩子得到锤炼与发展，
对自己有了更新的认识。

立意深刻、形式新颖、内容
丰富，除以上研学游活动之外，
我市还有研学旅游机构推出了

“活字印刷 寻鹿之旅”活动，在

学习活字印刷的同时，了解梅
花鹿的生活习性；推出“少年火
箭工程师”研学游，让孩子们在

“太空影院”中了解中国航天辉
煌历程，自己动手制作火箭模
型；走进奢爱农业生物组培中
心、农耕博物馆、草莓育苗中
心，探索种苗培育的秘密……
今年暑假，多种多样的研学游
让越来越多的家长改变了过去
让孩子在家“啃书本”的度假方
式，选择让孩子“走出去”，不仅

“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
“教育+旅游”让游学代替游
玩。

暑期已到，旅游旺季到来，研
学游走俏暑期旅游市场，我市各旅
游景区、研学基地也迎来大量学生
客流。记者连日来走访发现，与往年
不同的是，今年暑期研学游改变了
过去以旅游观光为主的研学游方
式，更加注重打造沉浸式体验感，提
升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让孩子们真
正地在游玩中有所收获。

夏日的慢山里营地综合体，绿
意浓浓、景色宜人。7月31日，难得
的好天气，一大早，8岁的小福星便
与妈妈开启了当日的研学之旅，一
起参加亲子活动——体验扎染。按
照研学“口令卡”所示，母女第一项
任务便是去慢山里营地综合体的山
中寻找艾草。一片碧绿的山中，小福
星在妈妈的陪伴下比照着卡片上艾
草的样子，一路走一路寻。寻找的过
程中，既培养了孩子的主动性、探索
性，让孩子认识了更多的植物，也与
母亲增进了感情。

“我们先找艾草，然后再将艾
草撕碎放在大锅中煮，之后按照老
师的指导，一起用煮出的黄色液体
进行染色，虽然过程很繁琐，却特
别有意义。”小福星的母亲告诉记
者，研学体验营不仅培养了孩子主
动探索能力，也提高了孩子的动手
能力，让孩子在游中学到了知识，
也让她们母女在协作中增进了感
情。

提升孩子的野外生存能力、增
强孩子的劳动能力，锻炼孩子的辨
别能力……作为国家级研学实践教
育基地，慢山里营地综合体今夏针
对7岁~12岁学生推出了“追风少
年 野外生存”3天2夜夏令营，夏
令营7月15日一经推出就格外受欢
迎。

慢山里营地综合体研学老师张
小淼介绍，目前，夏令营活动已经
推出了 6 期，每期的主题都不同，
有自然探索营，也有户外野生营
等。像户外野生营，主要锻炼孩子
自己寻找水源净化水、自己生火、
寻找食物、对庇护所场景进行搭建
等在野外生存的能力。通过对孩子
户外擦伤、碰伤后的护理与急救等
相关技能进行培训，提高孩子的安
全意识和自救能力。希望通过夏令
营，能让孩子游有所学、学有所
成。

今年我市各景区推出的研
学游活动，早已经不再是简单
的参观式研学，打造真实沉浸
式场景，让学生们参与其中，真
正地边游边学，成为大多数研
学游的新方式。

“跟着名著去旅行——鲁
滨逊漂流记5天4夜夏令营招
募中，欢迎 6～14 周岁的青少
年前来参加，8月8日~12日，只
剩最后5个位置了。”8月1日，
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研学部经
理潘洪闯的微信朋友圈中发出
这样一条信息，推介即将开营
的研学新产品“跟着名著去旅
行——鲁滨逊漂流记”。

“我们将名著中的部分内

容进行还原，改编成研学的
实践过程，当然也添加了很
多 我 们 自 己 编 制 的 研 学 内
容。”潘洪闯介绍说，“跟着
名著去旅行——鲁滨逊漂流
记”夏令营主要是想带学生们
走进“鲁滨逊的漂流世界”，感
受一下“无人的荒岛”生活，体
验一次野外生存的绝妙体验。
到达营地后孩子们会领取鲁滨
逊漂流任务卡，进行分队，认识
彼此，展示自身的技能，制订漂
流规则与漂流口号，研学老师
会指导孩子们制作漂流工具进
行漂流、自己搭建临时庇护所、
制作捕鱼工具和弓箭、给小动
物做餐食、种植种子、变废为宝

制作服装、学习钻木取火，开展
水枪大战、夜晚派对等活动，通
过沉浸式游学，让孩子沉浸式
学名著的同时，锻炼孩子们的
动手能力。在夏令营的最后，还
会让孩子回忆这段旅程，分享
心得，让研学更加深刻。

“仔细看了研学内容之后
我特别感兴趣，我儿子从来没
离开过我，胆子小也不太合群，
这个研学营不仅可以学习名
著，还可以很好地锻炼他这方
面能力。”丰富的研学内容和新
颖的研学方式让市民陈珊心有
所动，谋划着给儿子报名，让从
未离开过她的儿子有独立生活
的勇气和能力。

跟着名著去旅行 沉浸式研学游体验更深刻

打造职业初体验“教育+旅游”游学代替游玩

打造不同主题夏令营
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素养

相 关 新 闻相 关 新 闻

近年来，湖北省宣恩县积极发展特色民宿产
业，通过新建、改造、修缮当地特色民居吊脚
楼，完善相应的旅游基础设施，吸引游客到吊脚
楼里度假休闲，带动旅游业快速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图为游客在宣恩县椒园镇黄坪村一吊脚楼
民宿前赏荷。

（新华社发）

在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在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孩子们与小鹿亲密接触孩子们与小鹿亲密接触，，沉浸式了解动物的习性沉浸式了解动物的习性。。
本文摄影本文摄影 张扬张扬

在 慢
山里营地综
合体，孩子在
研学老师的指
导下动手制作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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