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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阿龙 郭静

日前，在浙江义乌举行的 2018
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上，内蒙古选送
的呼和浩特市内蒙古未名洋文化产
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手编蒙古包杯、
蒙古花纹袖扣系列商品在大赛中脱
颖而出，荣获银奖；苏鲁锭自驾旅游
商品系列和阿拉善文创系列商品荣
获铜奖。

近年来，内蒙古不断丰富旅游商
品供给，大力支持旅游商品研发、生
产和销售，加快推进旅游商品文创开
发，旅游商品已经成为促进内蒙古旅
游投资和消费强大动能。

小笤帚大文章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小笤帚成了
最热旅游商品。

王宇飞2012年回乡探亲，看到
当地大部分农民以种植笤帚苗为
生。她想到，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
升，回归自然，倡导绿色低碳环保生
活已经成为人们的需求，环保创新是
未来发展的方向，于是，依托笤帚苗
创业的想法在她心里滋生。在巴林
左旗妇联的引导下，王宇飞开始了
她的笤帚苗深加工事业。她自学笤
帚苗编织技术，不断摸索编织之道，
积累了很多编织经验，最终走上了
科技致富的道路。在她的带动下全
旗掀起笤帚苗编织新高潮。她培训
妇女们笤帚苗编织技术，被当地群
众称为土专家，其发展致富理念为
群众所接受。

“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一年
能挣3万多元，还能与村里的姐妹们
在一起有说有笑，真是我的福分。”从
事手工编织的李艳红说：“现在来旅游
的人多了，每年旅游旺季我们编制的
那些小工艺品都很紧俏呢。”

巴林左旗笤帚苗种植加工历史
悠久，在旗委旗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
持下，顺应市场需求，在带动旅游、电
商、物流等业态竞相发展的同时，逐
步实现由卖产品向卖工艺转变，呈现
转型升级加快、发展后劲充足的良好
态势。截至目前，该旗笤帚苗产业实
现产值5.6亿元以上，2.1万户、6.5
万人从事笤帚生产加工，创造出了全
国最知名的笤帚苗种植基地、东北地
区最大的笤帚苗集散地、产品种类最
全的笤帚制品生产加工基地、全国最
大的笤帚交易市场“四个之最”。预
计到2020年，全旗发展优质笤帚苗
种植基地80万亩以上，笤帚苗就地
加工总量达到1.5亿把（件），就地加
工转化率达到 80%以上，实现产值
20亿元以上。

资源优厚市场广阔

依托着深厚的蒙古族草原文化
和丰富的资源条件，内蒙古旅游商品
市场已经初具规模，旅游商品种类繁
多。目前，内蒙古旅游市场上流通的
旅游商品主要有以下几个系列：

诈玛宴、烤全羊等蒙古族饮食系
列。蒙古族的饮食主要由红食和白
食两部分组成。红食指肉食，主要是
以牛羊肉作为原料制成的食品，牛肉
代表食品蒙古族诈玛宴是元朝的宫
廷大宴，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白食是指奶食品。

羊绒衫、皮画等动物皮毛系
列。内蒙古羊绒在全世界首屈一
指，占我国羊绒总产量 70%以上。
除了羊绒制品，内蒙古还出产很多
质量优良、生动再现草原民族生活
场景的羊毛制品，如羊毛地毯、羊
毛挂毯和羊毛毡画等。展示草原
文化丰富内涵的皮革制品也同样
琳琅满目。

马头琴、蒙古刀等民族工艺品系
列。马头琴是蒙古族特有的一种乐
器，不但能弹奏出苍凉优美的乐曲，
琴体本身也是一件造型独特的艺术
品；蒙古族民族服饰色彩鲜艳，设计

新颖，展示了丰富的草原文化；蒙古
刀不但是牧民的生活工具，也被蒙古
民族视为圣物，是蒙古族男儿随身携
带的“三宝”之一。

莜面、焖面、荞面等杂粮食品系
列。莜面是内蒙古三件宝（莜面、山
药、大皮袄）之首，它是由莜麦加工而
成。焖面是内蒙古西部特有的一道
食品，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荞
面以荞麦作为原料，其营养价值丰
富，且有清热、润肤等功效。

发菜、肉苁蓉等土特产系列。发
菜是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较高的野
生食用藻类植物，食用味美爽口，是
筵席上难得的美味佳肴。产于阿拉
善盟、素有“沙漠人参”之称的肉苁蓉
具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黄芪是与
人参齐名的补药，中医有“圣药”之
称，内蒙古的黄芪产量居全国之首。
从兴安盟阿尔山所产野玫瑰花中提
取的野玫瑰油，素有“液体黄金”之
称，是高档化妆品中所需最昂贵的原
料。内蒙古出产的甘草产量仅次于
新疆，占全国第二位。

加大研发叫响品牌

从“吃、住、行、游、娱、购”的旅游

六要素中看，目前国内旅游购物环节
较薄弱。有报道引用数据称，国内旅
游购物总收入只占旅游收入的
20%，而在旅游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达
到 50%。因此，在旅游产业高速发
展的大背景下，旅游商品这一领域潜
力巨大。

为促进内蒙古地区的旅游投资
和消费，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加快
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
内蒙古各地要加大旅游商品开发力
度，实施旅游商品品牌建设工程，鼓
励市场主体大力开发生活类特色用
品和旅游纪念品，丰富旅游商品类
型，积极推广旅游商品品牌。

今年全区加快旅游发展推进会
提出，丰富旅游商品供给，支持旅游
商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加快推进旅
游商品文创开发，推动口岸城市建立
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旅游三
年行动计划》，内蒙古将重点实施

“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带动农副
产品向旅游商品转化。此外，内蒙
古还积极参与组织旅游商品设计比
赛、推广展示等活动，树立内蒙古旅
游商品品牌。

据了解，首届特色旅游商品博览
会及2017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在
包头市举办，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
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千余家旅
游商品生产企业参加，共计1504件/
套、15000余件商品参赛。这些旅游
商品包括民族旅游特色食品、茶品、
饮品、酒类、纺织品、电子设备、电器、
陶瓷、玻璃制品、金属品、合成品、竹
木品、皮毛类、化妆品、个人装备品、
鞋帽类、首饰、玩具、工艺品、旅游纪
念品等20类。

□柳依依

去了新疆，才知道什么叫壮
美，去了西藏，才知道什么叫天
堂，然而有一个地方，可以叫板西
藏、新疆，承包了中国一半的美，
这里是青海！

新疆有喀纳斯，被誉为东方
瑞士、摄影师天堂——壮观的冰
川映衬着宁静的湖水，茫茫的草
原包容着幽深的原始森林，让人
痴迷。西藏有纳木错，西藏最大
的湖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
湖，朝圣者心目中的圣地。

青海有青海湖，湖畔大片整
齐如画的农田麦浪翻滚，菜花泛
金，芳香四溢；那碧波万顷，水天
一色的青海湖，好似一泓玻璃琼
浆在轻轻荡漾。

新疆有艾提尕尔清真寺，每
天5次礼拜场面时在寺外见证，
更是可以看到规模盛大的礼拜场
面，感受浓厚的宗教氛围。西藏有
布达拉宫，作为所有朝圣者心中的
圣地，能够进入布宫的人，都将这
当作一次生命的犒赏和恩赐。

青海有塔尔寺，因先有塔，而
后有寺，故名塔尔寺，虔诚的信
徒，清静的寺庙，栩栩如生的佛
像，在这厚重的藏传佛教文化中，
接受灵魂的净化。

新疆有博格达峰，虽然并没
有惊人的高度，但它陡峭的山体
和雄伟的气魄却令人敬畏，在新
疆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它挺拔的
身躯。西藏有冈仁波齐，经常被
白云缭绕，很难目睹其真容，峰顶
终年积雪，威凛万峰之上，极具视
觉和心灵震撼力。

青海有年保玉则，这里一半
仙境，一半花海，一汪湖，一尊神
山一抹雾，由于人类的活动，如今
天神的后花园暂时关闭了，至于
何时开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静
静等待。

新疆有火焰山国家地质公
园，《西游记》使火焰山神奇色彩
浓郁，成天下奇山。这里也是全
国最热的地方，夏季最高气温高
达47.8度。西藏有札达土林，数
十万年风雨的侵蚀，犹如神工鬼
斧不间断的雕琢打磨，更使他玲
珑剔透出神入化。

青海有坎布拉，以独特的丹
霞地貌著称，山峰挺拔，雄浑壮
丽，充满阳刚之气，具有很强的自
然风光魅力，堪称全国之最。

新疆有库车大峡谷，亿万年
的地质运动、风雨剥蚀，在这里造
就出无数奇峰异石，身处其中，人
类的渺小不言而喻。西藏有雅鲁
藏布江大峡谷，地球上最深的峡
谷，被誉为“人类最后的密境”，是
大自然最美的模特。

青海有黑河大峡谷，色彩极
其丰富，蓝天、山峰、树木、花朵，
共同构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新疆有独库公路，这一路，
你经历的不仅仅是大漠孤烟的心
灵震撼，更有扬鞭策马的酣畅淋
漓。西藏有阿里大环线，在光影
迷离，如梦似幻的阿里旷野，生命
的色彩渗透到灵魂的最深处，散

漫到任何一个可能的角落。
青海有青海湖公路，比起新

疆西藏的路线，青海湖公路更多
的是一份柔情，可以让心都安静
下来。

新疆有一号冰川，号称“世界
上离大都市最近的冰川”，这里有
淡蓝而晶莹的冰川银瀑，四周山
崖上有旱獭出没，运气好还能看
到雪莲。西藏有40冰川，因为毗
邻中国与不丹边界的第40号界
碑而得名，是目前发现的可接近
度最好的陆地山岳冰川，无需特
殊装备便可零距离接触。

青海有八一冰川，五彩的经
幡在冰川脚下飘扬，似乎是到了
另外一个世界，诉说着这里的无
限魅力。

新疆有那拉提草原，山处处
绿茸茸的，远看像是铺了一块很
大很大的毯子，延伸至远方，近处
的牛羊悠闲地吃草。西藏有那曲
草原，一到夏季，这里的天地美的
不真实，恍惚间能穿越到二次元
的世界里。

青海有祁连山草原，每年七八
月间，与草原相接的祁连山依旧银
装素裹，而草原上却碧波万顷，马
牛羊群点缀其中，让人着迷。

新疆有伊犁杏花，这是一片
中世纪遗留最大的原始野杏林，
每年4月，一场春风吹过，整个杏
花沟就换上了新装。西藏有林芝
桃花，逃之夭夭，灼灼其华，那种
雪山下、峡谷中、村里村外布满粉
黛鲜花的盛况，只有身临其境才
能体会到那种超然脱俗的美。

青海有门源油菜花，宽阔无
际的油菜地，悠扬的花儿声会让
人产生如在花海歌潮之感。

除了前面说到的，青海还包
含着更多美景。

●茶卡盐湖
来到茶卡盐湖，你会发现，这

里的湖面就像是专门为天空梳洗
打扮而准备的镜子。有那么一瞬
间，你甚至会分不清，哪里是天，
哪里是湖，哪个是真实的世界，哪
个是水中的幻影。

●三江源
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湄公

河的源头汇集在这里，养育了无
数的小动物。找一处高地望去，
蓝的让人心醉，壮阔的让人震撼。

●柴达木盆地
对于整个柴达木盆地，它是

一片沙漠景象。它的腹部沉积着
群山被侵蚀后落下的碎石，以及
由风携带而来的碎石片和沙子。

柴达木盆地的西部是一片不
毛之地，虽然隔几天有长途车从
这里经过，却并没有乘客从这里
下车，但风景确实无限辽阔的。

●卓尔山
卓尔山藏语称为宗穆玛釉

玛，意为美丽的红润皇后，周围处
处美景，宛如仙境，令人心旷神
怡。山对面是牛心山，传说中卓
尔山与牛心山是一对情深意重的
情侣，默默守候在八宝河两岸，共
同护佑着祁连的山山水水。

如果不去新疆、西藏，那么就
来青海吧，它能满足你对旅行的
所有期待！

敢跟新疆西藏敢跟新疆西藏
叫板的地方叫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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