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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瞿春春、李林峰报道
5月21日是首个“国际茶日”，作为
第二批杭州市职工（劳模）疗休养
基地之一，杭州市西湖区龙坞茶镇
景区迎来了一群“特别的游客”，他
们拿着相机，穿梭于连绵的茶山，
寻找着龙坞最美的瞬间……

当天，由杭州市西湖区委宣
传部联合杭州之江经营管理集团
组织开展“探寻龙坞·视觉之旅”
暨国际茶日活动如期举行。

杭州之江经管集团董事长朱
军表示，西湖龙井茶不仅是杭州的

“金名片”，更是浙江的文化印记。
恰逢首个“国际茶日”，组织视觉创
作的爱好者齐聚一堂，倡导用镜头
迎接和庆祝这个意义特殊的节日。

据悉，本次“探寻龙坞·视觉
之旅”，是以杭州出版社出版的龙
坞茶镇探访实录《浮杯散坐一径
通》为蓝本，邀请视觉创作大咖领
衔探访龙坞各自然村，寻找当地
美景、感受人文风俗，将书中人文
与美景呈现在作品中。同时借助
移动互联网、网络直播等技术，实

现“线下逛、云上游”。
近年来，龙坞茶镇以打造“中

国第一茶镇”为总目标，积极推进
文旅融合发展，发挥国家4A级景
区品牌效应，以“茶旅文化”为主
题，开发多条旅游线路，相继推出
上城埭茶园风光之旅、何家村运
动休闲之旅、长埭村文化创意之
旅等艺术和民俗等多条旅游线
路。其中，串联九街、外桐坞村、
上城埭村、龙门坎村的“茶乡2日
游”荣获全国20条茶乡旅游精品
线路、浙江省110条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的荣誉。

与此同时，龙坞茶镇在杭州
首条国际标准山地车赛道基础上
进行丰富完善，将龙坞茶镇十个
村以及西溪湿地、西溪谷、双灵村
和三江两岸骑游绿道串珠成链，
将艺术体验、茶园风光、湿地慢
行、钱塘江趣融贯其中。

踏寻历史长河中人文印记，重
温文人雅士的山水诗情、穿越西湖
茶场的知青岁月……龙坞的前世
今生，等待着更多游人来探寻。

本报讯 记者吴晓静
通讯员王钰哲、方建生报
道 想体验侗族蜡染等非
遗项目吗？想去祖国西南
的古镇走走看看吗？位于
贵州省黔东南州的“诗和
远方”正向你招手。

近日，杭州市和黔东
南州举行了东西部扶贫
协作联席会议。会上举
行了杭州市疗休养基地
授牌仪式，黔东南州的榕
江县乐里七十二寨斗牛
城和古州老街、从江县五
里坡瑶浴和从江銮里古
镇，被杭州市总工会授予

“杭州市职工（劳模）疗休
养基地”。它们也是第三
批杭州市职工（劳模）疗
休养基地。

今年3月以来，杭州市
总工会联合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开展了杭州市职工
（劳模）疗休养基地申报和
调整工作。经自愿申报、
择优推荐、评审认定、组织
公示，认定杭州五洋宾馆
等 54家单位为第三批杭
州市职工（劳模）疗休养基
地。

截至目前，杭州市职
工（劳模）疗休养基地共有
166家。这些疗休养基地
已逐渐成为各级工会服务
大局、服务职工的新抓手、
新平台、新品牌。

此次黔东南4家疗休
养基地“上榜”，是近年来
杭州工会开展“三建三助”

工作，持续发力对口帮扶
地区职工（劳模）疗休养基
地建设所结出的硕果。
2017年以来，杭州各级工
会充分发挥优势，不断加
强对口帮扶地区职工（劳
模）疗休养基地建设，帮助
湖北恩施、贵州黔东南提
升疗休养服务品质，积极
鼓励职工前往对口帮扶地
区疗休养，发挥职工疗休
养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积
极作用。

今后，杭州职工参加
疗休养多了新选择：可以
前往从江銮里体验古法造
纸、侗族蜡染、刺绣、土陶、
藤编等传统非遗项目，也
可以到榕江斗牛城近距离
欣赏斗牛风采；可以在古
州老街享受惬意时光，也
可以过一把从江五里坡瑶
浴的瘾……

“将职工疗休养基地
拓展到对口帮扶地区，一
方面，可以促进职工疗休
养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
进一步满足我市职工多样
化的疗休养需求；另一方
面，能让杭州乃至全国人
民看到榕江、从江独特的
秀美风景和人文风采，将
黔东南的绿色新名片传递
开去，深入挖掘榕江、从江
县旅游资源的生态、文化
价值，助力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撬动绿色经济的快
速崛起。”杭州市总工会有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通讯员蒋忠军
（温州疗休养体验达人）

飞拉达指的是修建在
岩壁上，利用铁索、脚镫的
辅助，在安全有充分保障
的前提下，让普通人也驰
骋悬崖，进行峭壁攀爬的
登山方式。

雁荡山飞拉达位于龙
西村沓屏峰，这里还是温
州市职工疗休养基地。下
车后向山里进发，经过千
多米的登山绿道、一路上
能看到蜡烛峰、金猴、八仙
过海等景点，拍拍照，走走
停停，也不觉得累，就当热
身吧。

到达飞拉达基地休憩
平台放眼望去，风光非常
秀美，此时发现自己站的
位置与对面的蜡烛峰顶齐
平，这里已接近200米的
高度了，再抬头一看是九
十度的石壁，想想要从这
里往上攀爬心跳不由得有
点加快。

工作人员介绍：雁荡
山飞拉达项目采用的是先
进的工艺，脚镫与山体融
为一体，对环境的破坏非
常小，同时又非常坚固，安
全带上有三个安全扣，攀
爬时认真按规范进行操
作，能确保安全。

雁荡山飞拉达分A线

和B线，A线为休闲观光
路线，长度 423 米，高度
260米，垂直落差100米，
体验感极强。B线为难度
挑战路线，长度900米，高
度 290 米，垂直落差 160
米。B线视野开阔，风景
优美，整个过程需要3小
时，得有较好的耐力和臂
力。

我们爬的是体验线，
难度更小。教练把我们集
合起来指导安全带、保险
扣的穿法及用法，强调每
人必须戴上安全帽，以防
落石。上完培训课，大家
排队开始在岩壁起点向上
攀登了，一开始手忙脚乱，
到了几米高处往下看腿发
软，手掌也很累，应该是紧
张，手太过使劲的缘故。
过了钢索桥往下攀爬时已
有些适应，也不觉得紧张
了，甚至感觉不过瘾，心里
盘算着有空一定带朋友们
再来挑战。

疗休养感受和建议：
项目非常棒，有惊无险，是
锻炼胆量，挑战自我的一
个极好的运动；攀爬鞋子
很重要，要穿软底脚感好
的鞋，攀爬的时候，要紧贴
岩壁，会省力些；适合组织
班组团队活动；周边环境
不错，景色很美，是职工疗
休养的理想之地。

悬崖上观云赏景
感受雁荡山飞拉达
别样的疗休养体验

通讯员方兴元 摄

疗休养体验

本报讯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朱渔
报道“填好资料，一键提交，真的是很
方便，还有网上拼团功能。所以我们
第一时间就进行了申请，成为了疗休
养网上平台的‘首发团’。”仙居县档案
馆工会主席应素琴说，“无需再带资料
跑窗口，真正实现了‘一次都不用
跑’。”

据悉，为进一步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仙居县总工会于5月1日正
式启用疗休养网上管理系统。该系统
提供了疗休养信息发布、网上拼团、网
上备案等功能，各基层工会只要编制
并上报本单位工会相关基础信息，信
息采集录用后，仙居县总工会将配发
疗休养平台账号和密码予基层工会。
各乡镇（街道）、开发区总工会及机关
事业、国有企业等基层工会根据县总
工会编制设定的账号登录平台，并编
制本单位2020年职工疗休养年度计
划。

“5月1日起，我县的职工疗休养都
将通过网上平台备案。同时，基层工会
组织职工疗休养，特别是单位工会自行
组织职工疗休养的，必须为职工购买人
身意外保险，为疗休养职工多增加一份
安全保障，而保险费包含在了疗休养费
用总额内。”仙居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副
主席吴宝乾说。

仙居县疗休养网上管理系统，是
今年仙居县总工会以职工疗休养为
抓手，助力乡村振兴推出的三大举措

之一。
为将工会工作与职工疗休养、乡村

旅游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仙居县总工会
积极建机制、引客源，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活力。在立足仙居本地疗休养资源
的基础上，推出了“神仙居”“户外运动”
等“乡土文化”观光游等疗休养项目，为
县内外企事业单位职工开展疗休养活
动提供更多选择，特别是鼓励县内职工
选择本地疗休养。

目前，网上备案完成出团6批次，
176人共计消费40多万元，促进了当
地旅游产业发展。下一步，仙居县总
工会计划投入资金15万元，着手组织
安排 150 名防疫一线人员参加疗休
养。

同时，建立职工疗休养导向机制，
通过与其他县（市、区）总工会合作筹
划，资源共享，借力助推疗休养工作。
目前，已先后与黄岩区、临海市等各地
工会建立联系，通过互相输送职工疗休
养、一线职工疗休养等活动，用足用好
周边及区域内疗休养资源。

推基地、亮品牌，组织一线职工疗
休养为仙居旅游经济注入新动能，是
仙居县总工会加强疗休养工作的又一
重要举措。今年，仙居县总工会将继
续以职工疗休养基地建设为载体，认
真做好市级职工疗休养基地（点）申报
工作，打造全新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疗休养基地，以有效带动当地旅游产
业的发展。

■通讯员沈燕燕、耿玲菊

“五月枇杷满树金”，5月11
日，2020中国杭州塘栖枇杷节
正式启动。当天，塘栖镇镇长郭
欣玮也献出直播首秀，为塘栖枇
杷代言。余杭区总工会和塘栖
镇总工会特别邀请您来塘栖镇
疗休养，在这里不仅可以采摘最
新鲜的塘栖枇杷，还可以感受千
年古镇独特的水上街市风貌和
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让您恍若
穿越到千百年前的江南。

自然风景

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塘栖
古镇位于杭州余杭区，明清时期
曾是江南十大名镇之首，著名的
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是闻名遐
迩的“鱼米之乡、花果之地、丝绸
之府、枇杷之乡”。文学大师丰
子恺曾经称赞：“江南佳丽地，塘

栖水乡是代表之一”。日前，塘
栖镇登上了央视新闻联播，还被
列入杭州第三批疗休养基地。

塘栖镇内有超山风景区和
古镇景区2个4A级旅游景区，
丁山湖湿地水域面积达600余
亩，区域内有6个2A级以上景
区村庄。近年来打造的塘超小
径沿湖游步道全长20余公里，
已成为网红打卡点。

建筑风貌

古镇景区核心区块有明清
古建筑群、谷仓博物馆、何思敬
纪念馆、余杭方志馆等人文、自
然景点12处，直接呈现塘栖运
河古镇的文化、建筑风貌；拥有
文化主题酒店 1家、特色民宿
10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老
字号商户十余家，初步形成了

“一桥三街”的景区框架。随着
运河综保公司项目推进，水北、

水南、市河东街等古建风貌逐
步恢复。

历史遗存

镇内有广济桥、郭璞古井、
乾隆御碑、水利通判厅、栖溪讲
舍等众多历史遗存；有蚕茧仓
库、同福永酒厂、新华丝厂等众
多工业遗传；还有谷仓博物馆、
余杭方志馆、运河遗产广济桥展
示厅等，馆藏文化众多。现存不
可移动文物149处，其中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4处，文物保护点4处。

特别推荐——枇杷宴

塘栖种植枇杷已经有千年
历史。相传乾隆皇帝南巡至塘
栖，想品尝塘栖枇杷。可当时并
不是枇杷产季，有人就想到用糯
米粉、枇杷花粉、南瓜揉成枇杷
果，里面裹豆沙馅，黑芝麻点缀
成枇杷蒂，名为“赛枇杷”。乾隆
品尝后大赞妙极。如今，镇上的
王元兴酒楼在“赛枇杷”的基础
上，进行了口感和菜品的升级，
巧克力酱绘出枇杷枝叶，香甜软
糯的“赛枇杷”点缀其间，一盘栩
栩如生的“水墨枇杷”出炉。

如果说“水墨枇杷”是历史
名菜的传承，那么“枇杷土焖肉”
则是塘栖本土特色的主导，它精
选本地土猪肉，用枇杷果肉的酸
甜代替白糖调味，油腻尽除，咸
鲜可口。

■通讯员瞿春春

据说，明朝年间，仇氏先祖从
宁波一路跋山涉水，在背依青山、
土壤肥沃的龙坞落脚定居下来，
看到漫山遍野的桐树，便将此命
名为“外桐坞”。谁也不曾料想
到，这个小茶村竟然会和艺术搭
上关系，摇身变成艺术家村落，有
了另外一个动听的别名“画外桐
坞”，更有人称其为中国版的“枫

丹白露”。
外桐坞最早与艺术家们结缘

是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建成后，一
批美院的师生看中这里的自然风
光，周末常常来茶园写生。

来这里疗休养，建议第一天
上午到外桐坞村，可游览西湖龙
井茶炒制中心、文化礼堂、朱德纪
念馆、年糕坊、闵庚灿艺术馆等。

中午到附近的上城埭茶村农
家乐，品西湖龙井，尝一份茶餐，

然后游览西山森林公园。
上城埭村是浙江省级旅游特

色村，西湖龙井茶主产地之一。
这里不仅保留了原始生态的森
林资源，更拥有杭州最大的千亩
成片茶园，号称“天下第一茶
村”。作为国家4A级景区，上城
埭村民宿经济发达，住宿质量普
遍较高，金宿级、银宿级民宿不
胜枚举。

第二天，到距离5分钟车程

的何家村欣赏万亩茶园。何家村
境内有山水一色的“光明寺水
库”，还有已建成的运动休闲公园
（骑行公园），一条标准的山地自
行车赛道。赛道隐藏在龙坞茶园
之中，全长5.9公里，分为标准骑
行路段、休闲骑行路段和为配合
高难度（竞赛级）骑行设计的路
段。春日骑行在茶园之中，清新
的空气中伴着淡淡的茶香，近距
离感受大自然中的春天。

骑行赛道沿途会经过龙坞茶
镇的何家村、上城埭村、慈母桥
村、龙门坎村四个村落。到龙门
坎村后，可以去青兰社饱餐一顿。

晚上可以驾车或骑行去九
街，那是一个以民国风建筑风格
为主体，集吃、住、行、游、购、娱为
一体的茶文化产业园。为了让更
多的年轻人爱上茶文化，九街常
常举办各种“茶”相关的活动，吸
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游玩。

探寻千年龙坞的前世今生
跟着大咖云游

“中国第一茶镇”

杭州职工疗休养
又有新去处

黔东南四家疗休养基地挂牌

龙坞茶镇两日游精品线路推荐

特色基地

游千年古镇 赏田园风光 品美味枇杷

江南水乡塘栖等你来打卡
网上管理 建机制 亮品牌

仙居三大举措
服务职工疗休养

疗休养新政

万亩茶园 骑行

神仙居景区

塘栖古镇

水墨枇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