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信和

“新时代，新黄山，就是要在新的理念下谋划
黄山的未来发展，而这个新理念正是‘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正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7月 13日的黄山发展大会上，黄山发展顾
问、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在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俞孔坚长期致力于城乡生态规划设计的科学
研究和生态重建的工程实践。2014年，俞孔坚邂
逅了西溪南村，美丽的风光让他选择将这里作为
实践自己村落保护性开发和乡村振兴理论的首
选，从此他便与黄山、与徽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黄山的古村落、古民居不少，但很多并没有发

挥出应有的价值。为此，俞孔坚建议，要对这些古
村落、古民居进行保护性的开发改造，“通过改造，
创造出一种新的居住方式，使其文化底蕴历久弥
新，这才是推动文化遗产走向未来的正确方式。”

在他看来，保护好黄山的乡村风貌是实现黄
山发展的基础。如何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俞
孔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已经
进入了纵深发展的阶段，特别是黄山所处的长三
角地区。面对这样的新形势，黄山找准自己的定
位，扬长避短，抓住高铁时代的机遇，发挥自身环
境优势，辐射周边 2小时甚至是 4小时城市圈，为
圈内人民提供生态服务，与其他城市形成一种差
异，这才是黄山未来发展的一种方向。”

在俞孔坚看来，当前黄山市积极推进文旅融
合是不错的选择，他认为，在融合的过程中，应当
把黄山建成一个慢生活区，改变以往游客“打卡
式”的走马观花游，让游客住下来，慢下来，真正享
受世界一流的生态服务，感受与大城市不同的生
活方式。

“未来，黄山在很多方面还可以作出进一步发
展，比如打造全国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示范
样板，保护好新安江生态体系等等，我相信在生态
文明理念的指引下，明天的黄山，一定会变得更加
美丽、更加富饶。”俞孔坚说。 ·叶有辉·

保护乡村风貌 实现错位发展
——访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

在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黄山旅游
发展有哪些优势？如何实现从观光向度假休闲
游、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型升级？7 月 13 日，
在首届黄山发展大会上，本报记者就此专访黄山
发展顾问、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戴斌是安徽人，对黄山的印象非常好。“黄山
在发展旅游方面有四大优势。”他认为，“五岳归来
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是黄山最好的广告，而
著名的“黄山谈话”开启了中国现代旅游业发展之
路。可以说，这是黄山最大的优势——品牌优
势。便捷的交通是第二个优势，黄山也已形成航
空、高铁、高速构成的立体交通格局。三是客源优

势，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旅游客源地，随着
大众旅游时代的发展，这个客源优势会越来越明
显。四是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优势。生态条件
好、文化遗产好的地方有，但旅游与生态、文化深
度融合的地方还不多。“我们提出新时代的旅游发
展是主客共享美好生活空间。一个地方只有当地
老百姓生活得幸福，才能让外来的游客开心。”

对于黄山旅游业下一步如何发展，戴斌也提
出了自己的建议：做好城旅一体。黄山首先是黄山
人民的黄山，所以一定要让当地老百姓享受旅游发
展的好处。其次是要推动文旅融合。过去出来旅
游是看山看水看景点，现在旅游业发展方向是既要
美丽风景更要美好生活，所以要多研究当前市场，
多研究当下年轻人的需求，多一些创业创新，让更
多的企业、技术能够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产品。

当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
略，戴斌认为黄山要抓住这一重要机遇期。“长三
角一体化，从国家布局上看，首先是互联互通，交
通基础要互联互通，通讯设施要互联互通，更重
要的是大家心理上要相互认同，现在黄山融入杭
州都市圈，共同打造黄杭世界旅游目的地，这是
非常好的构想，这就要求我们在总体规划、公共
服务等方面都要一体化考虑。可以说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中黄山旅游业大有可为。” ·舒 俊·

文旅融合发展“主客共享”美好
——访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7 月 13 日，第一届黄山发展大会在我市成功
举行，赛富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阎焱作为我市发
展顾问应邀参会。会议期间，阎焱接受了本报专
访，并对如今备受市场关注的 5G 时代、大数据中
心项目发表了看法。

2019 年被称为“5G 元年”，得益于 5G 技术赋
能，大数据的应用领域得到大幅拓展。阎焱认为，
这对于正在积极谋划发展的黄山而言，是一个实

现弯道超车的好机会。“5G到来之后，地域的重要
性大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等项目。相较于其他城市，黄山有着非常优越的
条件，特别适合成为华东地区的一个大数据中
心。”

据了解，建设大数据中心对于电能的需求极
大，黄山不仅电力充沛，而且在水源拥有量、成本
等方面具有优势。同时，数据中心内的精密设备
对于环境的要求较高，而黄山气候凉爽，年平均气
温在 6°C-15°C，大部分地区冬无严寒，空气质量
较高，有利于设备的保护和长期使用。此外，黄山
市政府也推出了相应的扶持政策，在高新区打造
具有鲜明产业特色的数字小镇，目前，总投资 50
亿元的中国银联大数据中心项目已经落户于市高
新区。

阎焱认为，黄山的发展目光不应局限于传统
行业，对于 5G时代，黄山也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新行业即将崛起的时候，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发展以大数据为主的新兴产业，就有机会从时代
的跟随者变为时代的领跑者。 ·叶有辉·

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应邀参加首届黄
山发展大会，与诸多嘉宾共同探讨如何推动黄山
发展。7月 12日下午，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在丁佐宏看来，黄山最吸引投资者之处莫过
于良好的区位、快捷的交通，以及齐全的配套服
务。特别是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黄山的发展步
入了快车道。“过去企业需要跑到大城市去树形
象，如今只需要在这专心做实业、谋发展，既能享
受到山水相依的美好环境，又能够享受到都市圈

的便捷，加上接地气的政策、细致的服务，黄山是
一个适合企业家安心创业置业、投资兴业的好地
方。”作为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投资者，丁佐宏对
黄山的优势如数家珍，他相信，这次发展大会，黄
山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家来此投资。

哪些企业更适合在黄山投资发展？丁佐宏建
议企业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企业应当是新型
的、科创的、不污染破坏环境的、非高能耗的；其
二，企业充分尊重黄山的历史文化，与徽州的风土
人情相适应；第三，企业类型应当是黄山目前缺失
的，要能补齐城市发展短板。“黄山的招商引资要
精挑细选，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丁佐宏说。

在采访过程中，丁佐宏对黄山本地的企业家
也给出了一些发展建议。他认为，对本地企业来说，
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本地企业应当认识到黄山发
展的优势和潜力，切忌舍近求远，把总部放在家乡，
把根扎好扎深，才能更好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谈到自己有无在黄山的投资计划，丁佐宏坦
言，“企业正在打造城市综合体，希望能够在黄山
落地。同时我也很乐意把高质量的企业推荐到黄
山来，共同建设美丽富裕的新黄山。” ·叶有辉·

黄山是一个投资兴业的好地方
——访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

7 月 13 日，第一届黄山发展大会上，本报记
者专访了应邀前来参会的著名经济学家、浙江民
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浙江布兰顿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德文。

今年 3月，浙江布兰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与歙县长陔乡韶坑村村委会正式举行项目投
资签约仪式。谈及为何选择黄山，周德文表示，

“我们投资美丽乡村的高档民宿一定是交通便
捷、人文底蕴深厚、风景优美、能够吸引游客来的

地方，而歙县就非常符合我们投资的方向。”周
德文表示，布兰顿云上谷丰项目位于海拔 800米
高山上，空气好，环境美，定位为无边的村落。
目前，该项目已经正式签约，正在紧锣密鼓地制
定方案，组织相关专家讨论。

周德文多次来过黄山，在他看来，第一届
黄山发展大会的举办非常及时，“黄山在安徽
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人文环境。黄山下一步
怎么更好地发展，就需要这样一个大会，凝聚
大家的智慧，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企业家、
投资商汇集在一起，共谋发展大计。这次大会
也是一个好的开端。黄山每年都可以举办这
样的大会，吸引更好的投资企业来黄山。”周德
文表示，黄山周边有非常多值得投资的地方，
企业还将加大对黄山市的考察投资，“比如说
未来电动汽车是发展方向，我们可以引领这些
项目落户黄山。”已经把自己看成半个黄山人
的周德文对黄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他希望
有更多的人来投资黄山、建设黄山，从点到面
把黄山建设得更好。

·舒 俊·

25岁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从讲解员一路成
长为院长，她自嘲是“入宫”30年的资深“宫女”。
她就是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传统文化专家
周功鑫。黄山发展顾问周功鑫应邀参加7月13日举行
的第一届黄山发展大会，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谈及文旅融合发展，周功鑫认为黄山有绝对
的优势，她说：“黄山不但有自然的美，还有人文艺
术的美，自然美是得天独厚的，人文艺术因为是有

这一方土地。黄山的人文艺术是多元的，游客来
到这里，不仅可以休闲，在人文方面也有获得。”

周功鑫对文创产品的开发，包括 IP资源的研
究，颇有心得。当初周功鑫上任时，台北故宫博物
院只有 2000多种文创产品，经过 4年努力，文创产
品种类已接近 5000种。

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了很多网红产品，让年轻
人觉得原来故宫博物院也可以“活泼”、可以“萌”。
那么，黄山要更好地发展文创产业，有哪些路径可
以走？周功鑫认为，文化创意产业跨三个领域：文
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离不开传统文化。因
此黄山要发展文创产业，要在文化上多着力，与日
常相结合，这样才能让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

在周功鑫看来，“博物馆的收藏是心脏，教育
是灵魂。”周功鑫强调，博物馆肩负着普及中华文
化的重要职责，她建议博物馆发展要按对象的年
龄、背景、身体状况等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活动设
计，让他们有获得感。让博物馆“活”起来，从而发
挥它的教育作用。周功鑫表示，今后，她会积极推
动台湾与黄山两地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舒 俊·

用文化架起交流的桥梁
——访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周功鑫

把握 5G机遇 实现弯道超车
——访赛富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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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更多的企业家来黄山投资
——访浙江布兰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德文

王金南

编者按：7月 13日，首届黄山发展大会举行，600余位海内外黄山籍和关心支持黄山发展的社会各领域知名人士齐聚黄山脚下、新安江畔，

他们聚焦长三角、放眼新时代，围绕各自专业领域、立足黄山实际畅所欲言，为黄山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共谋黄山发展大计、共绘黄山发展

蓝图。当天，本报记者专访部分黄山发展顾问和企业家代表，听他们对黄山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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