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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梧林艺术旅游专线
2021年春节开通

本报讯 12月11日至17日，

“云上晋江 多彩文创”2020年晋江

市文化产业周正式“上线”，梧林偶

趣大篷车作为文化产业周“文创+

非遗”专场活动，在晋江宝龙广场

重磅开show。据悉，梧林旅游公交

专线将于2021年春节正式开通。

梧林传统村落是体验式闽南

侨文化度假目的地，保留着完整的

百年建筑群，多在上世纪初至抗日

战争爆发前后建成，一幢幢承载一

代又一代梧林本地人及华侨乡愁

的建筑散落在将近6万多平方米的

村落里，它们涵盖了闽南官式大

厝、石头厝、中西合璧民居、哥特式

建筑以及古罗马式建筑。

此次专场活动，以集中突出南

派木偶文化特质内容为魂，构建以

木偶为主题的艺术大篷车体验活

动，在城市中心打造非遗新场景，

让闽南传统艺术跟随旅游专线丰

富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

即将正式开通的梧林艺术旅游

专线，将从宝龙广场始发，终点到达

梧林传统村落，更好地满足游客乘车

到梧林游玩的需求。（记者 洪亚男）

2020年度石狮市旅游大使�讲解员
（导游）大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 12月12日下午，由石

狮市文体旅游局、教育局、石狮文

旅集团公司联合举办的2020年度

石狮市旅游大使�讲解员（导游）大
赛决赛在市文化馆举行。经过紧

张激烈的角逐，来自石狮华侨中学

的刘祺、湖滨中心幼儿园的黄珊娜

获评一等奖。

“看商贸、游庙宇、观古厝，寻

找老街烟火”“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番仔楼就是石狮先辈们下南洋打

拼的宏大乐章”……当日，经预赛

选拔的19名选手以“漫游石狮”为

主题，结合PPT幻灯片，从不同的

视角推介了风景名胜、历史建筑、

滨海风情、风味小吃等石狮特色旅

游资源，精彩讲解博得评委和观众

的阵阵掌声。

最终，评委综合礼仪形象、口

语表达、讲解内容等方面，评出了

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

名、优秀奖8名。按照《石狮市扶持

旅游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措施》规

定，一、二、三等奖获得者将分别给

予每人0.3万元、0.2万元、0.1万元

的奖励。

近年来，随着石狮全域旅游发

展的不断深入，党政考察团、商贸

考察团、旅行社团队等接待日益增

多，组建一支综合素质高、形象气

质佳的讲解员（导游）队伍显得十

分迫切。通过举办石狮市旅游大

使�导游（讲解员）大赛，将进一步
发掘培养讲解人才，展现石狮景点

魅力。

（记者 林富榕 通讯员 蔡炜炜）

线上文化休闲呈现供需两旺趋势
12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

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

游研究中心等联合发布的《休闲绿

皮书：2019—2020年中国休闲发展

报告》指出：旅游对于居民高质量

休闲的贡献日益凸显。目前，旅游

休闲呈现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持续深入，休闲的供给内涵更加丰

富；夜间旅游成为旅游休闲新形

态；国家公园试点将助推休闲可持

续发展等特征。

此外，线上文化休闲呈现供需

两旺趋势。除了社交聊天、看影视

作品等传统休闲，看直播、云旅游

等新兴休闲方式也层出不穷。

（人民网）

随着石狮渔业的蓬勃发展，造船产业应

运而生。在石狮，现已有多家造船厂，主要

分布于祥芝镇。据介绍，每艘船的制造工期

将近6个月，每天耗时在9至10小时，全程

需要10多个工种接力配合，生产最高峰时，

有近千人在同时施工。近些年，随着渔民需

求的提高，石狮的渔船制造业也不断向着大

型化、节能型渔业技术进步发展，而石狮业

已成为福建省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渔船制造

基地。

作为渔船的重要配套，好的渔网必不可

少，织渔网一度成为沿海渔村处处可见的场

景。当休渔期来临，渔船全部进港，渔民们

开始长达数月的休渔期。然而，渔具厂的工

人们却闲不下来，他们忙着修补编织渔网，

确保在伏季休渔期结束后，这些渔网可以带

来渔获满舱。

近年来，石狮市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丰

富、自然条件优越、海洋生态环境良好等优

势，渔业产业链逐渐延伸，催生了水产冷冻、

海产品精深加工、海洋通讯装备制造等“蓝

色产业”群，成为石狮渔业产业发展的新引

擎。 （林富榕/文 茅罗平/图）

旅游
关注 加快发展全域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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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第一财经
旗下数据型媒体DT财经发布社

交平台，讨论“国内最值得一去的旅游
地Top10”，最终泉州位列第七，而石狮永
宁名列泉州搜索关键词第二位。
一座城市、一个景点，好不好玩、值不值得

去“打卡”，多数人的意见最有说服力。上述这一
热搜话题，对“驴友”们显然具有很强的参考和指
导意义。这不，12月8日，数十辆房车组成的省
外房车团就慕名来石狮休闲度假旅游。而放眼
这一整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旅游
业“受伤”甚深，在此大背景下，石狮的地
接旅游市场依然逆势上涨。这座城
市的旅游未来，值得大家继续

期待。

提升旅游环境，打造“网红”产品。“石狮”及多个景点成旅游热搜关键词——

今年接待地接团超900个
省外房车自驾团也来了

据市文体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房车团成员来自辽宁、甘肃、江苏、贵州等多

个省市。他们通过网上旅游景点信息收集，

发现“石狮”“永宁”“宝盖山”等关键词在网上

搜索热度非常高，经过商议决定来一场“说走

就走的石狮之旅”。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小聚集、大

空间”是人们对出门旅游的新需求。曾经小

众的房车自驾游旅行，如今因较为私密、自带

隔离性，成了安全出游的新方式。而这几年，

石狮在宝盖山风景区等大型景点周边都配套

建设有相应的停车场，从营地建设层面较好

地解决了房车停靠问题。

从旅游资源角度看，这次省外房车团关注

的两个主题景点中，宝盖山风景区的“海丝遗

迹”姑嫂塔、石窟遗址公园，以及山脚下的峡谷

旅游景观带，都是吸睛的旅游产品。值得一提

的是，以创建A级景区为契机，不久前宝盖山

游客服务中心正式开门营业，补齐了景区此前

在纪念品、伴手礼等购物环节的短板。

而在历史文化名镇永宁，历史文物古迹

极其丰富，诸如永宁古卫城遗址、永宁城隍

庙、镇海石、文祠、大夫第、“中国历史文化名

街”永宁古街、永宁古民居等，都得以较为自

然地保存下来，这是许多外来游客所看重

的。而且，历经近千年演变，永宁不但保留了

许多别具一格的景观遗存，更繁衍出古卫城

文化、城隍文化、闽南建筑文化、华侨文化等

独具永宁特色的文化印记，让人着迷。

石狮旅游上热搜
引来省外房车游客团A

今年外来游客量不俗
地接团队超900个B

外来游客量，是评

价一地旅游市场的重要

指标。除了上述省外房

车自驾团，今年来，石狮

地接市场整体交出了一

份不俗的成绩单。

比如，作为本地龙

头旅游企业，假日国旅

今年便承接了周边厦门

等地多个地接团队来石

开展“孝老一日游”“亲

子游”“研学游”等主题

旅游。游客们在看石狮

美景、尝石狮味道、买

“石狮心意”的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石狮

旅游的宣传推广者。

而大家选择石狮的

背后，是这些年来这座

城市持续提升旅游环境

的不懈努力。除了以宝

盖山景区为核心的万亩

城市公园、600年古卫

城，石狮的迷人景点，还

有十里黄金海岸、“海丝

三宝”、华山归园田居、

“网红”民宿、湿地公园

郊野风光等“网红”产

品，这些都是许多外来

游客的“打卡”首选地。

用数据说话。据文

体旅游局统计，今年截

至目前，全市共接待以

我市为旅游目的地的地

接团队912个，游客数

达35356人。

（记者 康清辉 颜

华杰 通讯员 林佳曲）

港口，无疑是石狮最大的发展优

势。在石狮64公里绵延的海岸线上，

共有渔业码头7个。其中规模最大的

要属祥芝国家中心渔港，还有梅林渔

港、东埔渔港等国家一级渔港。

站在港口边上，你可以看到停靠

避风或等待出海的渔船，它们如排列

整齐的士兵，在宽阔平静的海面上翘

首企盼、蓄势待发；也可以看到外出渔

船靠岸时，一筐筐新鲜渔获带着大海

的气息落在岸上，闻鲜而来的零售商、

批发商们一拥而上的热闹与喧哗；若

碰上开渔时期，还可以看到几百艘渔

船集体驶向深海，“百舸争流、千帆竞

发”的壮丽景象，足以让你兴奋不已！

当然，渔港的日出日落亦是不可

错过的。当日出之时，红日从海面上

缓缓升起，远方的天空仿佛被染成红

色一般彩霞满天；日落时分，夕阳沿着

海岸线不急不缓地落下，整个渔港又

好似被笼罩着一层紫色棉纱，美得让

你忘却生活的疲惫。

渔业码头 四季皆景
推荐地：祥芝国家中心渔港、梅林渔港、东埔渔港

对于石狮渔业产业而

言，渔业养殖的占比不大，但

仍是沿海渔村养殖户的重要

收入来源。位于泉州湾入海

口的祥芝镇古浮村，优良的

港湾和广阔的浅海滩涂，不

仅成就了古浮紫菜的优异品

质，也让古浮紫菜养殖成为

滨海旅游线上的重要“一

景”。

紫菜养殖为何算“一

景”？一是紫菜季节性强，只

在每年9月至12月间才有；

二是紫菜并不普遍，不是所

有的海域都适合紫菜生长；

三是紫菜养殖过程颇为复

杂，每年年初培植紫菜苗，九

月初搭架挂苗吊养，十月下

旬开始收成头水紫菜，然后

每隔半个月采摘一次，正常

可采五到六次，直至跨年紫

菜发红带孢。可以说，紫菜

从育苗到泼苗，从采收到晾

晒，每个环节都能构成美妙

的图景。

除了古浮紫菜，永宁镇

港边村的海蛎养殖也值得一

看。尤其是每年的四月中下

旬，养殖户们投放海蛎附苗

器之时，成千上万个白色浮

桶漂浮于海面，渔船穿行期

间，形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美丽画卷！

“靠山吃山，靠海
吃海”，渔业是石狮重
要的产业之一。近年
来，石狮加快渔港建
设，发展远洋捕捞、渔
船制造、精深加工等，
努力做大做强“蓝色产业”，使得海洋渔业经济成为全市经济体中
一个不可忽视的亮点。而在旅行者或摄影者看来，“蓝色产业”里
不仅仅有发展、有振兴，还有令人向往的风景！本期“我行我摄”专
栏，小编就带您走进“蓝色产业”里的美景！

“蓝色产业”里
风景美如画

1

渔业养殖 生态画卷
推荐地：古浮紫菜养殖、港边海蛎养殖2

渔业产业 百花齐放
推荐地：祥芝造船厂、渔具厂3

祥芝渔港 李荣鑫/摄

紫菜晾晒 颜华杰/摄

渔船修造

梅林渔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