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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5

“富春山居”
号首航特别报道

夜游富春山居实景地
打造城市旅游金名片
记者 骆晓飞 李宇雯 实习生 赵凯丽 通讯员 楼奕琦

千呼万唤始出来，
7 月 24 日晚 7 点 30 分，
富
阳人民翘首以盼的
“春江花月夜”
富春江水上夜
游首航准时启程。一时间全城沸腾，富春江畔
新添的这道风景照亮了富阳的黑夜，更点亮了
富阳人心中的幸福梦。
那么，
下一步，
这艘被命名为
“富春山居”
号
的游船将以怎样的形式，继续跟富阳人民见
面？航线、票价如何？富阳专家学者对它有何
期待？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杭州富春山居集团
有限公司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富春山居”
号游轮

王昱杰（杭州富春山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富春山居图水上实景游将常态化运营
富阳之美，美在山水。
“ 八山半水
分半田”，一川如画的富春江横贯全
境，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党的十九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场合
明确指出，要“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
富春山居图”。富阳作为富春山居图
的实景地和原创地，比任何一个地方
都更有理由、更有底气、更有基础，打
造好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近年来，杭州富春山居集团有限
公司以扩大富阳山水禀赋、空间资源、
生态人文等特色优势为目标，积极谋
划具有富阳特色的旅游产品，展现现
代版富春山居图之美景。如今，随着
文化与制造、旅游、科技、金融等行业
的融合发展不断加快，
“ 乡村百花大
会”
“ 富春江江鲜大会”
“ 味道山乡大
会”等文旅活动新品牌不断涌现，城市

有机更新带动了精品江景、夜景、街
景、河景逐步绽放，
“百里富春山居图，
五十里春江花月夜”城市游的框架日
渐清晰。为此，富春山居图水上实景
游应运而生，这是富阳打造现代版富
春山居图的重要举措，更是对市民多
年期盼的回应。
为了契合“百里富春山居图，五十
里春江花月夜”这张城市名片，确保线
路品质，经综合考量，最终将水上实景
游定名为“春江花月夜”富春江夜游，
并由区政府携手杭州运河集团及其下
属杭州钱航游船有限公司共同推出。
无论是船型还是线路，设计时都围绕
“春江花月夜”五个字，力求船景交汇、
共融共生。
根据目前计划，此次首航后，将在
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于每周末推

出航次，平均每周开航一次，预计 9 航
次。票价以惠民为主，目标是在盈利
基础上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之后，
再根据这两个月的市场反响，开展常
态化运营。线路初步设计为两条：白
天和黑夜。其中，白天于“两岛（新沙
岛和桐洲岛）”之间来回，畅游富春江，
领略实景版富春山居图；晚上于“两山
两桥”之间夜游，让游客体验“船在水
中行，
人在画中游”
。
接下去，杭州富春山居集团旗下
的三国圆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原三国
圆旅行社）也将向外主推“春江花月
夜”富春江夜游这一旅游产品，让外地
来 富 游 客“ 玩 得 好”
“ 住 得 下”
“还想
来”，尽情欣赏富阳山水，感受富阳的
风土人情。

楼高峰（区文广旅体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富春山居图实景游承载着富阳人的向往
“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是富
阳人期盼已久的。
作为富春山居图实景游的经典
IP，富春江天下独绝，水上游承载了太
多向往。试想，无论富阳人还是外地
游客，如果到了富春江畔，而不能入江
游览，会是一种怎样的遗憾？在相关
部门的专业化运作及有效宣传下，富

春江水上游一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富春江作为“钱塘江诗路”的其中一
站，上承建德、桐庐，下启杭州，是贯通
富春江—钱塘江水上线路的重要节
点，山水景观相映，人文历史融合。开
通水上线路后，游客既能如历代诗话
文人般领略两岸江景，又可以感受郁
达夫“来往春江有钓船”的情致，意义

深远。
此外，作为旅游产品，富春江上的
游船将为富阳旅游增添新亮点，并填
补富春山居图实景游的空白。希望杭
州富春山居集团有限公司能够在下一
步工作中广征意见，多听听各方建议，
开展有效运作，把富春江旅游做活、做
实、做精彩。

蒋金乐（富阳本土文化学者）

蒋祖云（杭州富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如何设计游线值得深思

有效填补富阳夜消费旅游板块的空白
富春山水甲天下。如何把富春江
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谋划良
久后，我们推出了“春江花月夜”富春
江夜游，让市民、游客看得见江，更摸
得着江。
从富春江夜游这个产品本身来
说，它兼顾江上和岸上。经过这几年
的快速发展，富阳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对于船上的游客来说，两岸风景赏心
悦目；对于岸上的市民来说，一条流光
溢彩的游船同样是一道不可多得的风
景。两者相得益彰，颇为和谐。

从富春江夜游带来的社会效果来
说，它能有效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们的休闲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
高。以前说到夜生活，富阳人可能想
到的更多是 KTV 或者其他，推出游船
观光线路后，不仅可以倡导富阳人享
受更健康、更潇洒、更快乐、更浪漫的
慢生活，更能有效填补夜消费旅游板
块的空白。
很多城市的实践证明，繁荣“夜经
济”是留住人的重要举措。想象一下，

外地人来到富阳，白天游览景区，晚上
喝富阳好酒、吃富阳土菜后，如果再安
排一个观赏富阳夜景的项目，就没有
理由连夜离开富阳了。如此，对于提
升消费综合质量也好处多多。
目前，从市民反响看，
“ 春江花月
夜”富春江夜游获得了广泛关注和认
可。下一步，我们将加快进度，继续精
心谋划，通过陆上和水上两条富春山
居图实景游线路，真正展现现代版富
春山居图。

史庭荣（地方文化研究者）
也是文化意义上的江。古往今来，这
一脉灵水与两岸风光，令无数文人墨
客为之振笔，留下许多美文诗篇。尤
其是富春湾，一江凝碧，沙洲错落，远
山层叠，古城新貌，水光山色相映成
趣，是富春江的精华江段之一。自从
上世纪末水路客运停航后，游人难有
身临江上及从舟中观赏岸景的机会。

我以前接待过许多来富阳的外地人，
他们都想乘船游一游富春江，但没有游
船。富阳人自己也望江兴叹。我们呼吁
了 好 多 年 ，现 在 终 于 有 游 船 了 ，可 喜 可
贺。这件事成了富阳的一大新闻，市民关
注度很高。
这 次 很 幸 运 ，我 成 了 夜 航 首 发 的 游
客。在白天，我已乘船游过数十趟，但夜游
还是首次。这几年，富阳做了两山两桥亮
灯工程，有了夜景，夜游才有可能。在江上
看夜景，亮灯工程的味道和欠缺之处也就
容易看出来了。显然，光亮临江一线，显得
单薄，
缺乏景深，
亮灯工程仍旧是个课题。
要欣赏富春山水，还是要在白天。作

为富春山居图实景地，总得让人看到实景，
也就是与画中山水可以相互印证的真山真
水。我在 2012 年 7 月，拍了《摄影版富春山
居图》，知道哪些画面可以在哪个点上观
赏。黄公望的山水画有一大特点，即写生
构图很鲜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传世
的几张画往往有实景。
《富春山居图》是写
生之杰作，我们可以在真山真水中，发现他
写生的对象。让游客看到这些画中的真山
水，
就是一趟很有趣的实景游。
游船有了，如何设计游线，如何策划产
品，如何让游客在游船上可观可品、可吃可
喝、可唱可跳、可俗可雅？这是摆在主管部
门面前的课题。

蔡乐群（富阳书画家）

守住这一江春水，做好这一艘游船
“春江花月夜”夜游首航仪式的举
行，说明富春江夜游正式启动，广大市
民和来富游客可以在江上体验“清风
徐来，水波不兴”的惬意，一睹江畔新
城流光溢彩的夜景。这是一件非常有
意义的事，可以说也是大多数富阳人
翘首企盼的事。
富春江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江，

市民欣赏富春江夜景

守着这一江春水，而没有水上游乐，实
在有负这称誉天下的大美江山，无疑
是富阳旅游的一大缺憾。
相信夜游启动是一个良好开端。
当然，如何将这一项目做好做实、稳步
推进、不断完善，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
富春江水上游，主管部门和经营单位
还要付出努力。

坐船体验富春江的春夏秋冬
第一次人在船上、船在江上的体验，是
从大源来富阳看亲戚。渡轮慢慢靠近东门
渡，感觉不是船在靠岸，而是鹳山的那面长
满藤蔓的城墙在向我靠拢，
这种感觉真好。
富春江的美，更美在两岸。平远的沙
渚，起伏的山峦，田畴阡陌，绿树、村舍掩
映其中……隔岸而望，只能看到江对岸的

一部分，坐在船上看就不一样了，如同欣
赏一幅中国山水画长卷，如同欣赏黄公望
的《富春山居图》，各种景色慢悠悠地在你
左右滑过，让你记在心里。来江上体验富
春江的春夏秋冬、晴风雨雪，坐船是个不
错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