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4 月，凤凰采取“围城设卡验票”方式，实
施“旅游新政”，是发展的必然阶段。

3 年后的 2016 年 4 月， 凤凰宣布取消凤凰古城
“围城设卡验票”，保留古城景点验票方式，则更是大势
所趋、顺势而为。

“在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在全域旅游时
代已经到来的历史与现实条件下， 我们必须从供给质
量出发，从游客的需求、满意度出发，打开城门，把凤凰
旅游从诸多发展障碍中解放出来。 ”自治州州委书记叶
红专感慨道。

在叶红专看来， 前后两次重大决策是凤凰旅游发
展史上的两场重要战役。

全域旅游，必须有全新的规划布局。
凤凰正在实施城北、 城东、 城西游客服务中心建

设，项目计划总投资 16.9亿元，是一个全新的游客接驳
系统。 整个项目建成后，以城北大型停车场及游客服务
中心为枢纽，以城西、城东游客服务点为支撑，以旅游
接驳为载体，将实现旅游车辆统一停靠城外、统一接驳
进景区、统一门票销售和统一导览服务。

全域旅游，旅游项目建设必须“大手笔”。
2017年，该县共实施重点项目 100个，总投资 783

亿元。 特别是成功引进东方园林产业集团、秀兰集团、
华夏集团、中青宝公司等涉旅企业入驻凤凰，协议投资
近 100亿元，加快国际休闲度假区、旅游西线和北线开
发， 打造古城游与乡村游双轮驱动格局， 带动民宿产
业、特色餐饮、观光休闲农业、休闲农庄、度假村、旅游
商品加工业等涉旅产业发展， 成为该县实现全域旅游
的强大推动力。

对内交通主要加快景区通畅路网建设， 年底竣工
天星山旅游公路、廖家桥至长潭岗旅游公路、长潭岗跨
湖人行景观桥建设。 在景观慢行系统建设上，对接通号
集团完成环古城观光轻轨可研、立项等前期工作，启动
古城沿沱江至长潭岗观光绿道慢行系统。 上半年完成
从“齐梁桥风情小镇—游客服务中心—南华山—杜
田—饮马江—生态文化公园—长潭岗—山江—天星
山” 的 80 公里旅游扶贫景观公路和慢行绿道设计，打
造精品景区“慢游”体验系统。

目前，凤凰县已有海绵城市、西线旅游、全域旅游
基础设施、城乡给排水设施、智慧旅游停车场及配套设
施建设等 5 个重点项目进入省 PPP 项目库，总投资 65
亿元。

“这几年来，我们不断前行，最大的收获便是终于
找到了路，真正知道怎么来打造、经营凤凰这座古城，
怎样才能在全域旅游时代， 把凤凰变成真正的‘金凤
凰’。 ”县委书记颜长文的这番话，成为此次采访的结
尾。

凤凰县作为一个深度贫困县， 一路走来， 不断寻
路，坚定不移地走符合地方实际的旅游发展之路，一步
步成为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 通过旅游产业真正实
现了富民强县。

■ 刘路平 彭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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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6 日，冬天的阳光，在凤凰显得格外明
媚与温暖。 沱江里的游船，上下穿梭。 坐在船上兴
奋的游客们， 用各自的方言表达着愉悦之情———
拍照、发微信。 此时，站在船尾撑船的调皮的当地
船工，陡然间抖开了嗓子，唱起了湘西民歌：高坡
起屋不怕风，有心恋郎莫怕穷；只要二人情义好，
冷水泡茶慢慢浓。

当地开朗的女导游在船头和道： 十八大大你
莫忙，姻缘莫落这一方；火内烤粑各有主，劝你莫
要乱思量。

一时之间，欢呼声、欢笑声，从每个游船里飘
落河面，好不热闹。 漂亮的女导游告诉游客们，刚
才演唱的湘西民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
是让游客们对湘西、对凤凰文化的丰厚啧啧称赞。

凤凰县委书记颜长文看到此情此景，感叹道：
“自从凤凰开展全域旅游以来， 在一定意义上说，
没有淡旺季之分，全年人气都很旺。 ”

正如著名学者凌宇教授在其《凤凰赋》所
写———城郭重修，展数卷绝妙画图；人文厚积，呈
一部神奇诗章。 酒香不惧巷深，地灵何妨道远。 纷
至沓来，尽多南腔北调；连贯络绎，不绝金发碧眼。

凤凰今天的文化旅游产业之路， 走得极为精
彩，乃中国旅游业界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堪称标
杆、堪称样本。

数字有时是有温度的， 对比之下会让人热血
沸腾———今年 1 月至 11 月， 凤凰县接待游客
1404.1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27.30 亿元，与刚
进入旅游市场的 2001 年的 57 万人次、165 万元
相比，分别增长 24.6 倍和 7715 倍；如今，凤凰有
10 万多人吃上了旅游饭，直接从事旅游业的就达
4万人之多。

有道是，急中生智，这说的是个体。
一个地方党委和政府，在万般无奈中，也会做出智慧

决策。 凤凰县委、县政府对旅游产业的选择，便是最好的
例证。

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期，我国当时唯一的一个以“雪
茄”命名的烟厂———凤凰雪茄烟厂，随着烟草产业政策的
调整，关闭了。 曾经，“古湘”牌香烟，名震江湖。 靠着凤凰
雪茄烟厂的迅速发展，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期，凤凰财政
收入过亿，成为全省四个过亿县———被称为“四朵小花”，
老百姓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凤凰雪茄烟厂的关闭， 意味着凤凰县委县政府必须
重新决策发展之路———全县产业发展的“二次创业”。 悲
观，成为一种主流情绪。

从全县干部中的大量争议中， 从普通群众的众说纷
纭中，县委主要领导感觉到，在全县范围内解放思想、凝
聚共识，是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

县委、县政府组织开会、研讨，在反对与质疑声中，放
开言路， 知无不言。 1997 年冬季的一天， 共识慢慢形
成———利用凤凰丰厚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产业。

决策形成后的第二天， 时任县委书记陈久经等人连
夜赶到广州，找到被凤凰许多百姓称为“大伯”的黄永玉，
寻求理念与心理上的支持， 并支招旅游产业开展的路径
和方法。

抽着烟斗的黄永玉，吐出一口浓烟后，用家乡话肯定
地说，路子选择对了！

“先回去把虹桥修复好！ ”是黄永玉为家乡凤凰旅游
产业支的第一招，他还亲自为虹桥设计了图纸。

凤凰古城内、沱江上，连接古城东西两岸的虹桥，始
建于明洪武初年。 清代诗人王家宾为此作诗一首：“危楼
俯瞰碧波寒，回绕苔矶涌雪湍；绝似中流擎砥柱，不教江
水起狂澜”。 有形的虹桥，是凤凰古城的标志；无形的虹
桥，更是承载了凤凰人太多的情感荷载与寄托。

如今，按“大伯”设计而修复的虹桥，已然成为旅游者
的必去之所。

此后，震惊国内外的两件大事，完全佐证了凤凰发展
旅游产业决策的正确性。

2000 年 4 月 21 日，从北京来的、时年 77 岁的一位
老人，登上凤凰县廖家桥镇永兴坪村一处“苗疆边墙”遗
址，在查看了一些“碎砖片瓦”后，老人突然站立起来，并
大喊一声：“这就是我寻找了半个世纪的‘南方长城’啊！ ”

老人叫罗哲文，时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罗哲文便在相
关史料中了解到中国南方有长城，却多年未能找到，没想
到，此次湘西凤凰之行，终于圆梦。

此语一出，世界震惊，“南方长城”，从此声名远播。

旅游产品的营销， 是一个极富智慧的过程。 通常
情况下，事件营销成为常态。 但是事件营销，却也是有
高、中、低端之分的。

凤凰旅游产品的营销，在打造品牌的过程中，却站
上了旅游事件营销的顶峰，成为业界顶礼膜拜的经典。

物以人出名，这是事件营销中的金科玉律。
进入新世纪后，凤凰旅游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自

治州州委、州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了。 对凤凰的营销，
成为州委常委会讨论的重大事情。

很快，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凤凰古城好戏、大戏连
连：“西部之歌”通过湖南卫视直播，率先向全国乃至全
世界唱响南方长城。 紧接着，“南方长城中韩围棋巅峰
对决赛”“谭盾大型水上音乐会”“天下凤凰美” 群星演
唱会、“中国·凤凰苗族银饰节”“天下凤凰聚凤凰”等大
型宣传营销活动陆续登场， 一步步唱响凤凰旅游大品
牌。

由谭盾指挥的大型水上音乐会———《地图———寻
找消失的根籁》，在凤凰古城的沱江上举行，堪称一绝。

2003年的 11月 21日，沱江上，在谭盾的指挥下，
世界顶尖级的交响乐团，奏响了气势磅礴的乐章，天籁
之音随着沱江的流动，荡漾开去，整个沱江两岸沸腾起
来。有“飞歌皇后”之称的龙仙娥就是凤凰的苗族歌手，
她唱的苗歌更是引来家乡人尽情地喝彩。民族的、世界
的、东方的、西方的，音乐穿越了时间、空间，穿越了民
族、国界的分野，让世界、让凤凰人心旷神怡。

这场大型水上音乐会被评为 2003 年中国十大文
化盛事之一。 至今，一些当时的见证者讲起这段盛事，
仍然激动不已。

谭盾， 这位从长沙伢子成长起来的世界音乐界的
名人， 成就了物以人出名的高端事件营销———凤凰与
谭盾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现实中的经典。

谭盾在湘西寻文化之根籁的故事，也不胫而走、广
为流传———某一日，谭盾独自来到凤凰一苗寨，见一鹤
发童颜的老者手握石子。老者当着谭盾的面，将手中石
子随意一甩，地上便有了一八卦图案。然后，飘然而去。
不久，谭盾再次来到这个苗寨，得知老者已经仙逝。

“谭盾引发的故事， 成为游客们来凤凰的又一理
由。 ”自治州政协主席刘昌刚一语中的，他于 2002 年
至 2006 年担任凤凰县委书记， 是沱江大型水上音乐
会的亲历者。

发展旅游，景点建设尤为重要。凤凰县委、县政府，
一届接着一届，多年持续不断地建设、整治，为旅游提
质，为品牌奠基。

沱江防洪堤、游步道、从文广场、沱江河清淤、小溪
河治理、古城风貌整治、古城消防设施、古城机关单位
搬迁、从文图书馆、鹤舞公园、古城夜景美化、“风”“雪”
“雨”“雾”“云”五座景观桥、古城公厕建设等一批古城
提质项目及旅游配套服务项目建设。

特别是现任州委书记叶红专， 在担任凤凰县委书
记期间，重点打造十里沱江风光带，力求做好沱江这篇
“水上文章”，极大地拓展了古城旅游格局的同时，将凤
凰的山、水、城、人、文融为一体，凤凰古城进一步提质，
焕发勃勃生机。再加上凤凰夜景的打造，凤凰古城更显
璀璨多姿。

昔日的“旧凤凰”“小凤凰”在州县的共同努力下，
打造成今日的“新凤凰”“夜凤凰”“大凤凰”!
� � � �然而，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伴生了许多管理滞
后所带来的弊端：古城保护压力剧增，公共设施、文物
景点、生态资源、环境保护不堪重负。

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势所必然。
2013 年 4 月，凤凰实行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围城

收费”政策。
凡变革，就有非议和压力。
凤凰一边顶住“围城收费”的诸多压力。 一边秉持

初衷，轰轰烈烈地开展一场以扩容提质、整顿市场为核
心目标的“旅游新政”，全力建设管理服务新体系。

“旅游新政”从大幅提高全县规划起点和项目标准
入手，聘请国内专家和权威机构，精心编制旅游详规和
城镇发展规划。

凤凰“一廊、双核、三区、四线”的总体布局，应运而
生。古城核心区、旧城商贸综合区、红旗行政生活区、堤
溪文教体育区、城北旅游综合服务区、棉寨旅游服务休
闲区等“六大功能分区”，在这一总体布局中得到明确
分布，呈现出体系化、科学性的城市空间布局。 这些科
学规划驱使凤凰进一步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
旅游产品的容量，着力保护古城，提升旅游品质。

据凤凰县委书记颜长文介绍，到 2020 年，城市规
划总面积将达到 19.2 平方公里，城市布局、交通、基础
设施、古城保护、游客超载等一系列问题有望破解。 届
时，凤凰将成为更加宜居宜游的文化山水之城。

“几年前，北京一位老人带着他的孙子来游凤凰，
回去后，老人问孙子凤凰好不好玩，孙子说，凤凰没什
么好玩的，到处是屁股。 ”凤凰县县长赵海峰在谈到城
市整体布局规划时，开玩笑地说起这个典故。

凤凰有决心让这个典故永远成为历史！
旅游市场亟待整顿，一系列重拳接踵而至！
2012年，在政府的主导下，将县内原有的 18 个乡

村旅游景点整合为 2条精品线路， 将古城风景名胜区
内“古城景区”和“南华山景区”整合为一个产品。 2013
年，组建凤凰古城景区管理服务公司，对古城景区、南
华山景区、乡村游景区门票统一管理、统一出售、统一
营销，从源头上切断高额回扣的利益链条，让游客明白
消费。

3 年“旅游新政”的实施，凤凰的旅游产业，从“粗
放型”向“精细型”转化，独立的旅游市场基本成型，旅
游品质节节攀升，凤凰旅游进入跨越式的发展阶段。

夜泊 张术杰 摄

苗族银饰服饰文化节热闹上演。 陈昊 摄

沱江泛舟 张术杰 摄

发展旅游：�无奈中的智慧决策

打造品牌：�高端事件营销的经典

旅游新政：�扩容与提质的必然选择

全域旅游：�精准扶贫的生动实践

魅影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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