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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江鲜大会
国庆长假首日东梓关游客量就突破 100000+人次；整个活动期间，超 37 万人次出入“网红

村”……富春江江鲜大会带火了乡村旅游。江鲜大会为何这么火？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江鲜大会
之后，我们如何保持这种势头？本期邀请市民网友来提睿智之言。

要用好江鲜大会的红利，趁势而为，做足做好江鲜文章……逐渐把东梓关江鲜的烹饪水平再提升档次，经营
方式再进行规范，让“到东梓关吃江鲜”这句话，越喊越响亮，让“江鲜大会永久举办地”这块牌子越来越锃亮，让东
梓关的美丽经济有鲜香味道。

东梓关作为2018富春江江鲜大会举
办地，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它是富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最美示范区的展示窗口、美丽节点、
形象标杆。江鲜大会期间，378462 人次
的游客量、7012桌江鲜宴、860万元以上
的营业收入、100余家中外媒体2500多条
次报道、中央电视台3次播放东梓关画面
……这表明，东梓关很好地承担起了这
个重任。

江鲜大会已落幕，但是东梓关的美
丽征程才刚刚迈出第一步，江鲜大会之
后，必须将“美丽”进行到底。

把“环境的美丽”进行到底。拆违
建、清溪流、扫干净、堆整齐、种满园、点
漂亮，为东梓关的环境梳理了经络、增补
了气血，花坛绿化、花箱点缀、墙面美化
等，使得东梓关呈现出脱胎换骨的美丽，
而长塘周围、回迁房屋亮灯工程，更使东
梓关美得让人惊艳。同时，我们也该清
醒地看到，东梓关环境的美，以更高的标
准来衡量，还比较粗糙，比较平庸，比较

“不放心”。
粗糙，是指有些地方仍可见黄土裸

露，房屋破败。一些工地是开放式的，水
泥沙子砖头随意堆放。

平庸，是指特色还不够明显。目前
东梓关的形象有三个画面深入人心，也
是比较有特点的：一是稻田映衬的回迁
房侧影，二是长塘夜景，三是码头秋捕的
渔船。在今后的环境建设中，如果能进
一步整合好全村的房屋建设、道路布局，
直至庄稼种植的统筹等，那么解决“平庸
的环境美”问题指日可待。

“不放心”，是因为美的环境既要建
设又要保护，是动态的。9月29日，高雅
的“星空朗读”开始前3小时，距离主会场
仅一百米的一户农家门口，笔者亲眼看
见一位老者把从鱼肚子里挖出的腥物，
顺手往道路中间一扔，丝毫没有该不该
扔的迟疑，当时就觉得习惯的改变实在
太难，把“环境的美丽”进行到底任重道
远。江鲜大会结束后，环境保护这根弦
一定要时刻绷紧。

越来越多的人看好东梓关的未来，
最大的理由，是东梓关紧挨富春江，自然
环境无与伦比。如何利用好如此优质独
特的自然禀赋，是把“环境的美丽”进行
到底的最大优势和最重要课题。

把“人文的美丽”进行到底。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除了政策导向、项目支
撑、资金推动外，还需要文化的引领，
2018富春江江鲜大会是一项乡村特色活
动，是乡村文化的一部分，是推进乡风文
明的有效载体。这次活动，最大的成功，
是区委区政府顺应新时代发展，结合富
阳特点，找准东梓关这个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最美示范区的典型窗口，创造性地
作出举办江鲜大会的决定。活动期间，
东梓关村民笑迎八方宾客，展示了良好
的人文素质。

“人文的美丽”，要做到“人和谐”，大
力提升乡风文明。东梓关是一个具有深
厚人文积淀的古村落。这里是一代文豪
郁达夫生活过的地方，也是一代名医张
绍富悬壶济世行医生涯的起始地、富阳

中医骨伤医院的发祥地。要进一步培育
良好家风，以家风促民风，以民风带乡
风。发挥村民的主观能动性，成立和运
行好自治组织。抓好村规家训、牌匾楹
联文化，弘扬家庭和睦、尊老爱幼、勤俭
持家、邻里互助、崇德向善的良好新风
尚。

“人文的美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村民生活。目前，在入村口
等地方，有醒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公益宣传广告，要通过类似的方法，结合
东梓关当地传统文化，组织多种文化活
动，使村民懂得在新时代的中国，什么是
好与坏，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美与丑，
内化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价值判断，
在各种场合中，作出相应的思维选择和
行为选择。

把“经济的美丽”进行到底。“美丽”
是一种生产力。因为“美丽”而来的康养
产业、民宿产业，是东梓关值得期待的美
丽经济两大发展途径。

江鲜大会期间，“百鲜宴”消息一经

公布，预订者络绎不绝，村民的江鲜宴供
不应求；素云红糖、红星花糕、上村烫果
等地道“场口味道”特色小吃受人追捧；
当地民宿一房难求。

所以，特别要用好江鲜大会的红利，
趁势而为，做足做好江鲜文章。这次江鲜
大会组委会广泛征集民意，评选出深受市
民喜爱的“富春十二鲜”。今后，东梓关应
该好好动动脑筋，用好“富春十二鲜”品
牌，逐渐把东梓关江鲜的烹饪水平再提升
档次，经营方式再进行规范，让“到东梓关
吃江鲜”这句话，越喊越响亮，让“江鲜大
会永久举办地”这块牌子越来越锃亮，让
东梓关的美丽经济有鲜香味道。

10月5日，“浙江在线”对此作了充分
肯定：“有颜值，还要有产值。浙江乡村的
环境美化后，如何实现产业振兴？两年前
因杭派民居走红的东梓关村，通过发挥渔
村特色，以美食美景引爆美丽经济的做
法，正是富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缩
影。”衷心希望东梓关能真正成为现代版
富春山居图最美示范区的样板。

江鲜大会之后 必须将“美丽”进行到底
□黄地郎

从生态宜居走向产业兴旺
□王逸群

今年国庆长假，一场江鲜大会，让
富阳场口镇东梓关村成为假日游的爆
点。据统计，仅10月1日当天，就有超
过 10 万人次游客慕名前来。这个千
年古村落又“火”了。

东梓关，来了很多次，每次都有不
一样的感受。

初识东梓关，这里是吴冠中笔下
旧时江南，白屋连绵成片、黛瓦参差错
落，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宛若陶渊明
笔下的“桃花源”。在城市里感觉疲惫
厌倦，到东梓关小住几天，远离城市
的喧嚣，可以沉淀心情，寻求一份宁静
与祥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东梓关即是这样一个存在。

再识东梓关，结缘于这场江鲜大
会。乡村特色活动已形成一股强大引
力，在开幕式当晚，吸引上万游客。东
梓关不仅仅是记忆中的“水墨江南”，
更是一个宜游的景区、花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如今的东梓关已成为浙江乡
村振兴的一张“金名片”。反观东梓关
的发展步伐，其火爆并非一蹴而就的

偶然事件，而是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
础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结果。

“设计让乡村更美好”的理念，打
出了东梓关的第一张招牌。东梓关依
富春江而立，村里有80幢明末清初的
历史建筑。而回迁房的规划设计则因
地制宜，既延续村庄传统风貌，同时形
成自身特色。重构乡村的美与生活，
使新农村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筑巢引凤栖, 花开蝶自来。前些
年，一些村民背井离乡，去杭州或更远
的城市谋求生计，村庄渐渐成了“空心
村”。如今，提升后的东梓关成为富阳
美丽乡村的一张名片，不仅吸引着众
多游客慕名而来，还吸引着一些东梓
关人返乡创业。

乡村振兴的长久之路，是从生态
宜居走向产业兴旺。“网红村”要有自
己的特色产业，才能实实在在变成美
丽经济村。从挖掘消费潜力的角度
看，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
断深入，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正在转
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优势，农村逐步
成为城市人群向往的消费目的地。乘

着改革东风，东梓关以江鲜大会为载
体，发挥当地美食美景优势，打造吃、
住、玩一体化的场所，带动老百姓在家
门口赚钱。

与此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
江鲜大会不仅是一场“吃货”的盛
会。让农村回到记忆中的家园，需要
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除旧革新，让传
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江鲜
大会的模式，是深入挖掘江鲜的故
事，这是文化的传承；而村党总支书
记亲手为村里“最美的人”烹制第一
锅江鲜，是对文明的重视。生态宜局
是前提，产业兴旺是重点，乡风文明
则是乡村振兴更深层、更持久、更磅
礴的力量。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首届富春江
江鲜大会的成功举办，是一个崭新的起
点。新时代下，随着乡村价值和多元化
功能不断发掘拓展，东梓关将释放更多
闪光点，从“一处美”到“一片美”再到

“处处美”，串点成线，串珠成链，为富阳
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最美示范区提
供持续动力。

首届江鲜大会的成功举办，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新时代下，随着
乡村价值和多元化功能不断发掘拓展，东梓关将释放更多闪光点，从

“一处美”到“一片美”再到“处处美”，串点成线，串珠成链。

拉长“保鲜”期
□山里人

回味江鲜大会，政府的策划、营销无疑取得了
巨大成功。但是，这样的热度能维持多久？国庆
以后的周末，还有多少人会去东梓关消费？

10月6日傍晚，我约了三五好友，驱
车前去往江鲜大会举办地东梓关蹭了一
回“热点”。村子里溜达一圈，直接感受
是“变化好大”。长塘边的一排许家老
宅，添了不少商业牌匾，比两年前齐整了
不少；沿路都是各色小商贩，仿佛回到了
以前“场口人过节”的时光；夜幕中，池塘
边、房檐下的各色灯光，让人疑惑是否来
到了曾经的十里洋场……

热热闹闹的江鲜宴食材不错，江边
长廊的就餐感觉也很好，只可惜大锅出
炉的套餐式配餐，吃出了农家人办宴席
的气氛，却吃不出江鲜的“鲜”和“美”，留
有遗憾。清蒸富春江白鱼，是最需要讲
究火候的，热腾腾出锅后要即刻享用；油
炸小杂鱼一冷就失去了香脆的口感……
大部分江鲜都适合即煮即食，不然就失
去了“鲜美”的口味。

回味江鲜大会，策划、营销无疑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样的热度能

维持多久？国庆长假后的周末，还有多
少人会去东梓关消费？离开了政府的

“帮衬”，东梓关村究竟能吸引多少人前
去？

许家老宅为主构成的古老村落、富
春江美景、江鲜都是东梓关的“老资本”，
而杭派民居则是东梓关的“新资本”，如
何发挥新老资本的最大效能是东梓关今
后需要思考的。

用好“老资本”，要避免走古镇、古村
千篇一律的开发模式，要保留独有的“村
味”，消除过重商业化痕迹。而用好“新
资本”，则需要在好看的外表下，引来人
气、促进旅游消费，带动乡村发展。

江鲜的利用应该细水长流，这不仅
是品尝江鲜的需要，更是乡村振兴的需
要。本届江鲜大会的378462人次流量，
如果能均分到全年的节假日和非节假
日，那东梓关一定会成为富阳乡村振兴
的窗口和示范。

做到人无我有 人尽皆知
□何芳芳

把“美丽生态”变成“美丽经济”，这
不仅是富阳的追求，也是全国所有“稍
具姿色”城市的追求。然而锦绣祖国大
好河山，最不缺的就是奇山异水，如何
在这波汹涌的“美丽经济”大浪潮里脱
颖而出，无非是“人无我有”，且“人尽皆
知”。

就像这次江鲜大会，成功具备了以
上两点。

“人无我有”，也就是做出自己的
特色。道理都明白，可是很容易走弯
路，因为当我们看到别人取得的成就
时，第一反应总是借鉴，一不小心就成
了照搬。桐庐的花海红了，我们也广
撒花籽；德清的民宿红了，我们也在角
落旮沓里建民宿。可是，花海美丽了
村庄，或许带来了人流量，但不一定带
来消费；民宿如果脱离了旅游资源，如
同没有灵魂的皮囊，根本留不住人。
实践证明，照搬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走
出自己的路。

富阳的路是什么路？这个答案一
直很清晰，那就是“富春江文化”。它所
独具的人文历史、自然资源之丰厚，根
本无需我论证，可惜的是我们总是视而
不见，抑或是无从下手，喊了很多年的
江上游始终没做起来，反倒是给隔壁做
了好几年的免费广告。

这次江鲜大会，终于扬眉吐气，只
能远观无法进入的“网红村”有了绝佳
的载体，这座依江而生的村庄一旦和

“富春江”深度融合，就会产生爆炸式的
化学反应。它紧紧抓住了当下休闲旅
游的市场需求——一定要吃到有意思
的，吃好才能玩好。富春江江鲜无疑是
其他地区难以复制的美食，真正做到了

“人无我有”，加上仿佛游在“吴冠中的
画里”，味觉、视觉均得到满足，不火都
难。

文章开头我讲到两点，第二点是
“人尽皆知”。它是“人无我有”之后的
推波助澜，虽然是“1”后面的“0”，但光

靠“1”不可能造就爆款。此次江鲜大会
取得成功不得不夸一夸轰炸式的宣
传。要让我在那么多的旅游产品里选
中你，首先得让我知道你的存在对不
对？然后让我知道你的特别，让我有种
不去就心痒痒的难耐。

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伴随着需求
与供给的矛盾，并且彼此相生、此消彼
长。国庆长假的短期效应结束了，供需
关系是否还存在？这就要看富阳能不
能当好供给方，时不时地给出需求刺
激。

说难也不难，既然找到了“人无我
有”的路径，就把这条路铺成康庄大
道。民间人士已经在积极推动东梓关、
桐洲岛的联动旅游产品，一衣带水的两
大景点完全可以依托皮划艇、江鲜、民
宿、码头、露营、热气球等元素，打造成
富春江上独一无二的旅游爆款，让它成
为人们“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休
闲度假目的地。

这座依江而生的村庄一旦和“富春江”深度融合，就会产生爆炸
式的化学反应。它紧紧抓住了当下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一定
要吃到有意思的，吃好才能玩好。富春江江鲜无疑是其他地区难以
复制的美食，真正做到了“人无我有”。

江鲜大会宣传画 骆晓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