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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新沙堤？
三面临海，发展滨海游是
石狮做大旅游市场最得天独厚
的禀赋，而永宁的红塔湾则是
目前石狮开发条件较为成熟的
海域，新沙堤村就位处这一人
气海湾。
方案评选会上，参与民宿
聚落策划方案竞标的厦门街
巷、中国美院、盘扣旅居三家策
划公司，都提到了新沙堤村的
这一区位优势。该村南侧就是
提升中的红塔湾海岸公园、观
音山景区和名声在外的黄金海
岸景区，北侧则是即将建设的
海军军事公园。这样的旅游资
源集中环绕在侧，是发展民宿
经济的底气和支撑。
同时，新沙堤村村小、民风
好，滨海田园风光秀丽、牧渔体
验便利、海味美食丰富。此外，
石狮当下正加快海岸带规划建
设和红塔湾整治，峡谷旅游路
建成、红塔湾旅游公路建成在
即、滨海景观廊道新貌渐现，这
些都是新沙堤村发展民宿的优
势。
“泉州海岸线周边也有很
多滨海渔村，新沙堤村发展民
宿聚落，还应注重创新，结合乡
土风情，挖掘出自己的特色。”
在方案点评会上，专家直言不
讳，三个方案除了做足滨海这
一元素，还应考虑“人有我独”，
努力提炼新亮点，才能满足追
求独特体验的游客的需求。比
如，村中一些闽南传统故事、民
俗、信仰等资源，都值得做深文
章。

泉州准备 60 多道
“文旅大餐”喜迎春节

春节和元宵节期间，泉州准备
了60多项文化旅游活动，多个景
区也推出重磅优惠措施。如果你
不想出远门，又想带家人一起到处
走一走，那么就在家门外逛逛吧！
外地的游客也不妨来泉州度假，感
受“古韵泉州，海丝起点”的魅力。

千盏花灯将点亮刺

桐城2019年元宵泉州灯会工作方

让更多“过路游”的游客留下
来过夜，是做大旅游市场努力的
方向，而民宿则是当下引领“过夜
游”市场的一个重要载体。尤其
是全域旅游的散客时代，游客需
求多样化，追求全新个性化体验，
而特色的民宿产品不仅能满足这
样的旅游需求，其本身也成为观
光旅游、尤其是乡村旅游的一张
新名片。
滨海石狮，有着不可多得的
海滨风光和特色的民俗文化；沿
海渔村，有着别具风情的民居和
耕海牧渔体验，没理由不让四海
宾朋留下来，住进民宿里去慢慢
品味。而今，这样的期待正慢慢
变为现实。日前，市文体旅游局
主持召开新沙堤村民宿聚落策划
方案评选会，石狮首个民宿聚落
就要来了！

红塔湾旅游路全线贯通为新沙堤民俗旅游带来新机遇 颜华杰/图
石狮着力打造首个民宿聚落，
用网红 IP 吸引游客从
“过境游”
变为
“过夜游”

留宿新沙堤
慢享渔村情

沙堤大街为轴、美食街与文创街为副
街，形成文艺聚落、美食聚落和民宿聚
落三大功能区，不同的聚落以导视系统
串联，并融入时尚旅游元素，打造解决
食宿行游娱购的民宿旅游小镇。其中，
文艺聚落主要是打造以摄影文创、咖
啡、书吧等为主的文艺空间，丰富旅游
业态，营造民宿度假生活氛围。聚落周
边，则结合新沙堤村现有资源风貌，规
划渔人码头、田园综合体、滨海运动区
等板块，利用滨海风光和民俗文化，发
展影视拍摄、婚纱摄影和户外拓展等绿
色产业。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提出，首个民宿
以外来民宿品牌投资者为主、本地业主
经营为辅。后续延伸到沙堤村、古卫城
等区域民宿时，再以本地经营为主，这
样的布局也符合民宿经济发展自身规
律。充分吸引本地居民参与民宿发展，
这一观点也得到专家的肯定。
具体的产品方面，三家公司都提出
石狮滨海旅游每年吸引大量游客纷至沓来 颜华杰/图
了不同形态的打造方式，譬如设立村史
馆、海洋文化馆、水上鱼排等，民宿产品
则给出了“木”“石”“森林木屋”等各类
主题形态。对此，专家指出，产品特色
2怎么打造民宿聚落？
固然重要，同时也应考虑当地的气候、
三家策划公司立足自身长处，就打 以中标方案为主，吸纳另外两家部分思 潮汐等条件，从安全和人居舒适度上加
造新沙堤民宿聚落给出了各自的方 路和专家点评，向大家粗线条勾勒策划 以考虑。
此外，从全年可持续开展民宿经营
案。虽然厦门街巷最终中标，但另外两 公司眼中新沙堤民宿聚落的未来模样。
家同样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在此，我们
厦门街巷公司的方案，核心是以新

案已于日前出炉，今年元宵泉州灯
会将于2月17日至20日（农历正
月十三至十六）举行，设置传统花
灯展区、时尚花灯展区和海丝主题
座灯展区等三大展区，届时逾千盏
花灯将点亮“光明之城”。
传统花灯展区设在鲤城区新
门街（东起芳草园，西至临漳门），
将展出720盏花灯，将以传统工艺
花灯为主，凸显“猪年”民俗元素。
时尚花灯展区设在丰泽区城东中
骏世界城，展示花灯600盏，以传
统工艺花灯为主，增加创意元素。
海丝主题座灯展区设在泉州台商
投资区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公园 亚

洲园，以座灯为主，突出主题元素，
体现海丝特色，将制作海丝主题座
灯组1组、座灯30盏以上、挂灯90
盏。

海丝泉州邀你免费
游古城
为更好地展示古城文化旅游

魅力，让外来游客深入感受“亮点
在古城”的内涵，提高海丝泉州旅
游知名度和美誉度，由泉州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打卡经典
寻味古城”海丝泉州“古城免费游”
活动于2月5日（正月初一）至20
日（正月十六）举行。
凡是入住泉州酒店、鲤城大
酒店、金星大酒店、华侨大厦的游
客，都可以乘坐电动公交车“小
白”免费游古城。白天可免费乘
车游览的景点包括德济门、天后
宫、李贽故居、清净寺、文庙、金鱼
巷、钟楼、1915艺术空间、小西埕、
肃清门、开元寺、古船馆等，晚上
则可以到泉州酒店新翼楼大堂，
免费看南音。
（记者 洪亚男 林富榕）

150 多名旅行爱好者齐聚石狮

徒步穿行大街小巷 赏美景尝美食

出发，专家也着重肯定了中国美院方案
提出的“全季候活动策划”。换句话说，
如何让民宿在冬季也有人气、夜间活动
的开展等，都应加以全盘考虑；从长远
和提升游客服务水平角度考虑，专家认
为厦门街巷方案提出的按景区建设民
宿聚落，规划公厕和停车场等公共配
套，也是未来把新沙堤民宿聚落打造为
网红IP必不可少的。
（记者 康清辉 通讯员 林佳曲）

与会专家对三个策划方案
进行了评选 林佳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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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第32期“泉州
府”古城徒步活动走进石狮。本
次活动以“寻石狮乡愁 享宴飨
味道”为主题，150多名来自泉州
各地、甚至远至省外的旅行爱好
者齐聚石狮，从宝盖镇龙穴社区
景胜别墅开始，在石狮的大街小
巷徒步穿行，途经凤里庵、石狮
老街，最后抵达石狮市博物馆。
这一活动的举办，既让各地游客
零距离了解石狮风光、风情与风
味，同时也将石狮的独特韵味传
播开来。
当天，泉州十大古民居
——龙穴景胜别墅让
大家流连忘返；石狮
老街里的每一道

“古早味”则让每一位参与者欲
罢不能；石狮市博物馆里的历史
与文化让所有人都“涨”了不少
知识……“石狮之行，收获很
多！”一位徒步爱好者说，石狮，
他还会再来！值得一提的是，当
天的活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参
加，有一名参与者更是从西安专
程赶来。
据介绍，“泉州府”古城徒步
活动缘起于2016年首届泉州海
丝古城定向穿越徒步，通过徒步
的形式向外界宣传泉州的人文地
理，让外界对泉州各个角落的旅
游、文化、历史等方面有更多的了
解。图片来源于“泉州影像”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李清镖）

冬季石狮看海鸥
在石
狮，冬季是见
识海鸥的最佳
季节。
石狮的梅林渔
港，是冬季大批海鸥
的聚集地。退潮时的广
阔滩涂和丰富食物，让海
鸥们趋之若鹜。大群海鸥飞
到这里，在滩涂上尽情消费自
己的聚餐时光。它们在潮水退尽
的海滩上来回走动、不断觅食，振翅
起舞、享受阳光。无忧无虑而又轻松
自在的生活，让人羡慕。
蚶江水头外线湿地，也是冬季观赏大
群海鸥的好地域。晴朗的冬日，走进湿地区
域，经常远远就会看到白花花的鸟群，它们
停在堰埂上，或在田野的上空飞行，其中就
少不了海鸥团队的身影。海鸥们把这块食
物丰富的地方当作冬季的营养补充站，毫不
客气，从不推让，直到吃得肚滚身圆，才心满
意足地成群离去。
蚶江石农村海滩，冬季也常有大量海
鸥聚集。海鸥群飞的场面十分震撼，让人
见过难忘。远处的锦江村和大海，成为它
们群舞的背景。这里退潮后的滩涂平缓宽
阔，海洋小生物丰富，不仅海鸥喜爱，众多
的海鸟也常来这里聚餐、休闲。在泉州湾
跨海大桥的背景下，泉州湾生态多样性画
卷越发美丽。
还有祥芝渔港等地的靠岸渔船、海岸

带、渔港码头，也是海鸥经常聚集的场所。
大群的海鸥给石狮增添了生态活力。
海鸥的飞行姿态优美。无论是振翅，还是展
翼，都显示出强壮的力量感。它们无惧风
浪，常常迎风飞翔，在强烈的海风中上下飞
舞；也常常贴浪低飞，海中取食，展现高超的
灵活性和挑战能力。
海鸥也是调皮多动的海鸟。它们走动
频繁，小飞不断，在海滩上常随着潮水线的
变化不断调整位置。群聚海滩时，有时会整
群忽然起飞，小飞数秒，又在不远处落下，继
续它们的觅食戏耍。它们也常歇息在岸边
的小船上，不断有飞有落，不让聚集的时光

出现冷场。
海鸥是一个种类不少的家族。红嘴鸥、
灰背鸥、须浮鸥、红嘴巨鸥、鸥嘴噪鸥等都能
在石狮见到。资料显示，海鸥家族有50多个
品种。它们也是候鸟，以海滨昆虫、鱼虾和
软体、甲壳类动物为食。更为友善的是，海
鸥会拣食船上人们抛弃的残羹剩饭，因而是
帮助我们清洁家园的“海港清洁工”。
美丽的海鸥是冬季石狮海滨的一道风
景，它们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活力和趣味。
让我们一起爱护这个常与我们的生活相伴
而又可爱、憨萌的生物群吧。
（茅罗平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