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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难得的超长假期，旅游再次
成为了中国社会最热的关键词。然
而，很多在这个长假去长三角地区旅
游过的朋友却发现，与其他旅游热点
地区相比，这里的旅游节奏要慢得
多。与过去走马观花看景点的流水线
式的观光游不同，“慢生活”旅游则代
表了完全放松、休闲的一种旅游方
式。在这里游客有时间也有空间放慢
自己的脚步，用心去体会、去感受、去
品味长三角的慢幸福。

从“慢”里要经济效益

长三角旅游业具有客源市场、产
业资本、人力资源等多方面综合优
势，将来完全有条件打造“长三角慢
生活旅游圈”。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到家里
什么都不知道，曾经是不少游客旅游
状态的真实写照。难得的假期，不少
游客都希望自己能尽量多去几个地
方、多看几个景点、多拍一些照片，因
此一些一天参观几个甚至十几个景
点的一日游在节日期间格外火爆。然
而就当游客的脚步越来越快、旅游变
得越来越功利时，长三角不少旅游城
市却开始为旅行者们构建“慢生活”。
“慢”已经成为了长三角旅游的

特色，长三角地区也围绕一个“慢”字
下了不少的功夫。就在长假的前后，
长三角地区就联合多家媒体和专业
机构评选出以乌镇、同里、朱家角、甪
直为代表的“长三角十大古镇评选”，
江苏昆山、常熟，浙江德清、富阳，上
海崇明，安徽黄山徽州区等 圆园个城
市成为“长三角最佳慢生活旅游名
城”，湖州南浔、徽州潜口为代表的
“长三角最佳慢生活旅游风景区（古
镇）”三个“慢”榜单。
长三角旅游业界专家认为，长三

角旅游业具有客源市场、产业资本、
人力资源等多方面综合优势，紧紧抓
住“慢”字做文章，将来完全有条件打
造“长三角慢生活旅游圈”。

慢旅游是靠开放式、原生态的慢
节奏而不是靠“圈围”，更不是靠卖门
票。以乌镇为例，近十年来景区的门
票价格一直没有调整，占景区总收入
的比例逐渐下滑。不少景点，游客在
镇里随意走走、看看，都是免费的。取
而代之的，是酒店和商贸业务的快速
增长。
专业人士分析说，从国内外趋势

看，传统的“观光型经济”正在被“体
验型经济”取代。游客普遍厌倦了走
马观花式的“一日游”，住宿、度假等
需求随之升温。为顺应这种趋势，长
三角不少景区在保留旧风貌的基础
上，进行功能的改造提升，形成了从
民俗客栈到高档会所的多层次接待
体系。自然、人文资源只是名片，古镇
最本质的还是其特有的生活节奏、邻
里形态。游客在古镇听着橹音品茗，
枕着水声入眠，休闲味十足。景区的
消费黏性由此增强，回头客大大增
多。

尽管从目前看，“慢生活”的概念
尚局限于旅游领域，但长三角的各种
尝试已与此异曲同工，其最终指向，
是在这一中国经济的黄金区域率先
构建“幸福生活城市圈”。

迈进“慢时代”

长三角降速发展，不是国家行政
命令使然，而是传统发展模式在人
口、资源、环境等方面遭遇瓶颈之后
作出的战略抉择。

过去每每谈到长三角，大家总是
对其飞速发展的经济叹为观止，而
“快”，也早已成为长三角最直观的标
签：快捷的交通、快节奏的生活、快速
的经济发展。它也是长三角在区域经
济竞赛中，一跃成为中国经济马力最
为强劲的发动机的不二“秘籍”。
然而，当大家已经对长三角的

“快”感到习以为常，长三角却将频率
调整到了“慢频道”。2011年，“十二

五”规划开局之年，沪苏浙两省一市
不约而同地调低了未来 5 年的 GDP
增速目标，长三角由此迈进相对“低
速”的增长通道。江苏将其“十二五”
GDP增速目标确定为年均 10%左右，
比“十一五”时期下降 3.5 个百分点；
上海和浙江的经济增长目标则均锁
定在了 8%。这与多年来动辄两位数
的增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全国各省
市区中亦属靠后。

放慢脚步不代表止步不前，在降
低经济指标增速的同时，以营造心灵
诗意栖居地为要义的“慢生活”逐渐
进入各个城市的视野，“宜居”、“品
质”成为其新一轮发展中最惹眼的关
键词。今年 6月，江苏高淳做东，召开
了第三届中国消费经济高层论坛·慢
城峰会，这是国内首个以“慢城”为主
题的高规格会议。这次会议发布的
“慢城宣言”，吹响了中国构建慢城体
系的“集结号”。它向全社会倡导一种
健康、安全、绿色、内敛的消费观念和
生活方式，呼吁共同营造一种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人更为和谐的关
系，让每个人的内心每一天都能充满
因放慢脚步而带来的充实与幸福。
“慢生活并不是简单地把速度降

下来，而是对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及
快餐化生活方式的反思与纠偏。”长
三角旅游研究专家、浙江工商大学旅
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院长卞显红教

授认为。
显然，长三角的决策者们深刻地

意识到，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主
要指标，GDP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经济增长的总量，却不能真实地反
映出地方在产业结构、能源消耗、收
入分配和财富积累等方面的进展。
GDP保持一定增长固然必要，但增速
目标定得过高容易落下片面追求数
字政绩的种种并发症和后遗症，最典
型之例是“先污染后治理”。

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区域规划综
合组成员、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认为，长三角降速
发展，不是国家行政命令使然，而是
传统发展模式在人口、资源、环境等
方面遭遇瓶颈之后作出的战略抉择。
“江苏‘十二五’发展指标更符合

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的过程更符
合客观实际。”时任江苏省发改委主
任毛伟明在去年的江苏两会上说。时
任浙江省长吕祖善坦承，浙江经济发
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素质性、体
制性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过多
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
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增长方
式尚未根本改变。上海市长韩正也表
示，上海的发展动力正发生着一些深
刻变化，“数量扩张型”的发展模式不
可持续。

旨在增进民生福祉的“慢生活”
无疑契合了长三角的这一发展新路
径。“长三角漂亮的成绩单背后，城市
问题日益凸显，如人口膨胀、交通拥
挤、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等，尤其是近
年来频发的公共事件，如食品安全、
饮用水源污染、暴雨淹城、动车相撞
等，都在警醒着我们是否有必要放慢
脚步。而效率优先的分配制度也使得
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太多传统
文化被现代化的元素所代替。在这样
的生活环境里，人们留给自己的休闲
时间太少，根本无法尽情享受生活的
美好。”卞显红认为，“慢生活”的出
现，使得现代人从紧张、喧嚣的都市
生活中解脱出来，找回原始悠闲生活
的感觉，实现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
活压力的释放。

以慢生活的最生动实践慢城为
例，“它的精髓不是慢，而是建设高品
质生活宜居之城、文化特色之城、生
态环境优美之城和富民之城。”卞显
红说。

共建幸福生活城市圈

长三角可以通过城际铁路、水源
保护、饮水工程、跨区域公交、一卡通
工程、医保定点医院的扩大等具体项
目，逐步实现各个领域内的区域合作，
推进幸福生活城市圈的建设和发展。

近一段时间，“你幸福吗”成为最
火爆的话题。幸福还是不幸福，究竟
有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指标？中央电
视台财经频道近期在西藏拉萨举办
的“2012幸福城市市长论坛”上，据其
调查，幸福感排名前十的省会城市
（十大幸福之城）依次是：拉萨、太原、
合肥、天津、长沙、呼和浩特、石家庄、
济南、银川、重庆。至此，在由不同机
构发布的“幸福城市”榜单上，合肥已
三次上榜。那么，现在生活在合肥的

人们，究竟能感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
“幸福城市”指数呢？

合肥除了巨大的科教优势以及
优越的自然地理优势，独拥巢湖，四
季分明，人们生活舒适度高。除此之
外，近年来合肥经济社会发展迅猛，
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居民收入迅速增
长，民生工程正在有力实施，合肥的
发展环境（包括政府效能革命等）日
益改善等，都是合肥连续三年荣获十
大幸福之城的优势。将关于“幸福城
市”的话题总结一下，影响“幸福城
市”指数的关键词有：民生工程、就
业、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物价、
自然环境、政府效能、文化设施等等
一长串。但是概括起来，幸福感主要
与三个因素关联：物质、情感和环境。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它所折射出的
也是一种慢生活理念。

今年 4月，在浙江台州召开的长
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十二次市长
联席会议上，发布了一份名为《构建
长三角幸福生活城市圈研究》的调研
报告。这份历时一年完成的报告，是
长三角城市在提升区域内居民幸福
感上的首次合作。长三角城市经济协
调会办公室主任胡雅龙说，长三角幸
福生活城市圈核心是解决长三角共
同的民生问题，落脚点是推进长三角
城市民生一体化建设，目的是进一步
增强长三角的国际竞争力。

所谓幸福生活城市圈，是指生活
在一定城市区域中的人们对城市生
活一体化带来的便利感到满意、和谐
和满足，主要内容包括民生工程普
惠、社会管理合作和文化生活共享。

在此之前，长三角城市在交通卡
互通、异地医疗结算、公交跨区域运
营、异地养老等方面已先行展开探
索，以求带给“长三角人”看得见摸得
着的现实益处。以医保合作为例，
2008年以来，上海先后与长三角地区
的嘉兴、安吉、杭州、湖州、宁波、南
通、常州、镇江、马鞍山、扬州、大丰、
连云港等地签订医疗保险经办服务
协议，建立了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医疗
费用委托报销协作机制，方便了在异
地就医的参保人员医疗费用报销。

相比之下，幸福生活城市圈是长
三角城市在就业、保障、物价、住房、教
育、环境、医疗、文化上的全面系统的
合作。“长三角是全国最有条件实施”
幸福圈“战略的城市群。”《构建长三角
幸福生活城市圈研究》报告认为。

根据报告，长三角所具有的优势
包括，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加，为幸福生活城市圈的构建创
造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条件；城乡财富
分享均衡化、地区发展协调化为居民
幸福生活提供了保障；区域高速发展
的交通，尤其是以上海、南京、杭州为
中心的一小时交通圈成型，为幸福生
活城市圈建设创造了“同城效应”；住
房问题的改善，使城市底层买不起房
的居民幸福感也得到逐步提升。
“构建长三角幸福生活城市圈是

渐进的过程，应以点带面、进行城市
试点。”报告表示，长三角可以通过城
际铁路、水源保护、饮水工程、跨区域
公交、一卡通工程、医保定点医院的
扩大等具体项目，逐步实现各个领域
内的区域合作，推进幸福生活城市圈
的建设和发展。

看到北上广深再次无缘“十大
幸福之城”，记者不禁在想，那些每
天穿梭在这些国家化大都市的高楼
大厦间，穿着光鲜亮丽的人们难道
就真的没有感觉到幸福吗？现在，因
为房价过高、节奏过快、压力过大，
不少人喊出逃离“北上广”，又有不
少人因为不再适应家乡的生活节奏
而重新回到“北上广”，难道幸福就
真的那么遥远吗？我想答案必然是

否定的，因为幸福是一种感觉，每个
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甚至每个
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也有不同的理
解。过去，我们总是希望步子再大一
点、速度再快一点，希望能尽早让更
多的人富裕起来，然而，在这一目标
已经日益临近的今天，如何能更好
地享受过去高速发展的成果，如何
让发展持续下去，则成了政府和全
社会思考的问题。长三角主动“求
慢”，其实并非简单地把速度降下
来，而是对自身急行军般的发展道

路的再审视，是对快速工业化、城市
化及快餐化生活方式的反思与纠
偏。倡导“慢生活”，是长三角更加注
重生活质量、追求生活品质的表现。
一“快”一“慢”间，长三角显现了其
在区域发展路径的选择上越来越高
的成熟度。在一线城市有着追逐梦
想的幸福，在二三线城市有着感受
发展的幸福，在广阔的乡村更有着
乐山乐水的幸福，其实幸福不在于
你的脚步有多快，只在于你的心有
多慢，静下心，感受幸福。

快享长三角的慢幸福

快生存 慢生活

金秋八月，是收获的季节、丹桂瓜果飘香的季节，秋高气
爽也是最美的季节，更是我们早已向往闻着酒香寻觅的陶醉
之地———安徽省临泉县文王酒厂。

我们一行人早晨从省城合肥出发，到 300公里外的安徽
省西部美酒故乡临泉县文王酒厂采访，车刚进入临泉县城，一
股股清香甘美酒香沁人心脾。临近酒厂，你的心会为之一颤，
贪婪地呼吸几口这仿佛从天际飘来、地上泛起的酒香味，这使
你的精神会为之一振，心气会为之泛起，生命的所有沉重也似
乎轻柔了，涌动了，迷离了。酒香的弥漫，它浸透了所有身边清
淡。让平凡的季节透出生命最荡魂的底蕴，让清平的世界漂浮
起酒香的梦，那是甘甜的梦，美酒飘香的梦，那梦里有夏的热
烈、有美酒喜庆的笑容、有快意的酣歌。

当我们走在静幽处的时候，心里总期待着能够一丝宁静，
可宁静里只有酒香飘来的时候，你的心会神怡，会因这酒香漂
浮而轻松、而跃然、而放纵，你会总想走到那酒香里去，总想沉
浸在那酒香所在，总想多呼吸着美酒醇香的体味。恨不能用它
来清洗你生命的清淡和浮泛，洗掉你灵魂的轻薄和忧伤。刚走
进“气势恢宏、规模宏大”酒厂时，文王酒厂的孙伟副总经理邀
请我们到他办公室，“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起文王酒的历
史和辉煌业绩。

安徽文王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号称“天下粮仓”的淮北
平原，阜阳市临泉县，创建于 1958年，现已发展成拥有上亿元
的资产，酒厂占地 600多亩，年创利润 9000多万元省白酒重
点骨干企业，2001年公司为阜阳纳税前五强，从 2003年就迈
入安徽省民营企业十强。公司规模宏大，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
厚，拥有 4000多名员工，数千条发酵池，几百亩的生产酿造基
地和几十条现代化瓶酒灌装生产线，并有自己的高科技实验
室和具有精密设备的化验室。公司秉承传统工艺，以现代科技
为指导，用自家独有的酿造方法生产的浓香型白酒，具有入口
绵甜窖香突出，回味悠长，饮后不上头等特点。文王酒厂于
1999年通过了国际认证，获得了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而
且获得了多项省荣誉奖、证书，还获得了中国专利技术新产品
博览会金奖，全国“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等等白酒行业奖项。公
司在白酒包装防伪技术创新、开发设计上获得了多项国家专
利技术。公司奉行“质量如同生命、诚信重于泰山，服务胜似广
告，人品打造酒品”的经营理念，与客户真诚合作，关爱广大消
费者，走共同发展之路，走和谐发展之路。

在谈到文王酒厂成功和辉煌背后，孙伟说：“不得不提我
们文王酒厂的董事长刘素敏，她毕业于无锡轻工学院酿制专
业。这位巾帼女企业家为文王酒厂发展强大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她曾被授予首届中国十大杰出母亲、国家轻工业部‘巾帼
建功先进职工’、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文王酒厂从 80年代跨入 21世纪，从临泉走向安徽走向
全国乃至全世界，现在刘素敏董事长以气势磅礴，巾帼企业家
的创新气概，带领文王酒厂的全体员工，齐心协力、铸就文王
美酒的辉煌。

听着孙伟侃侃而谈，我们走出了办公室，他邀请我们到酒
厂生产、制造、发酵、储藏等车间参观，实地了解，他说：“我们
文王酒厂从不用酒精勾兑，全是自己家纯粮发酵科技配方酿
造而成。”我们走到一处酒曲发酵池，看到工人们挥动铁锹，热
气腾腾的快速翻动酒曲，当我们走到储存原酒地下大储藏窖
时，看到一望无际的储酒坛，我们为之震撼，听管理藏酒的师
傅说：“我们藏的酒有近期的也有几十年的，他打开一坛酒，舀
出一些热情让我们品尝，虽然说我们不是品酒师，但是当他打
开酒坛的一刹那，我们就被甘醇美酒的味道所陶醉，入口以后
更是绵、柔、纯、香、心旷神怡、飘飘欲仙感。”

随后我们参观了生产车间，包装车间，看到一排排、一条
条的自动化生产线，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忙碌坚守在各自
的工作岗位，看到他们一个个忙碌的身形和科学化企业管理，
使我们非常地钦佩，当我们参观下个工作间时，看到前面一大
群热烈掌声欢呼人群，我们问旁边的工作人员得知，临泉县郁
杉县长到文王酒厂检查慰问、指导工作，听工作人员介绍说：
“郁县长真是我们临泉县 200多万人好父母官，想为我们全县
人民所想，为我们企业策划指引前进的方向，为临泉县的招商
引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文王酒厂有县委县政府和上级
领导的关心、关怀，特别是郁杉县长的无数次亲临指导工作，
文王酒厂一定能够走向强大，持久发展，文王美酒永远香飘万
里。”

正如刘素敏所说的：“我们拥有一个历史悠久焕发青春的
品牌，一群勇于追求执着奉献的员工；一个开拓进取，团结奋
进的领导集体，我相信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文王酒厂将继续开
拓创新，奋力拼搏，铸就新的辉煌！”

安徽文王酒业：
打造“自酿美酒”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闻笛

记者手记

梁长年 李清道

闻笛

董事长刘素敏

董事长刘素敏出席公司总结会

今年 6月，江
苏高淳做东，召

开了第三届中国

消费经济高层论

坛·慢城峰会，这

是 国 内 首 个 以

“慢城”为主题的

高规格会议。这

次 会 议 发 布 的

“慢城宣言”，吹

响了中国构建慢

城体系的“集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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