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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白酒市场
呈现出激烈竞争的局面，各家酒企充
分展示着自身的实力和营销策略。洋
河股份推出“洋河中秋礼，浓浓国货
情”消费者回馈活动，以中奖率 100％
的抽奖方式为消费者送上多重中秋贺
礼。该活动自 8 月份上线以来，广受
消费者好评，洋河产品销售随之呈现
喜人态势，势头强劲。

100％中奖率，
看洋河如何“走心”

“ 瓶 瓶 扫 红 包 ，箱 箱 抽 大 奖 ，
100％中奖率，京东送到家。”临近中
秋，许多人的朋友圈都被洋河的消费
者回馈抽奖活动“刷屏”了。

近日，淮安钟女士在烟酒店购买
一箱“天之蓝”，现场抽中一等奖格力
冰箱一台，“这次洋河的活动很走心，
冰箱、手机、电动车这些奖品都是我们
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每年中秋我都
要买一箱‘天之蓝’送给家里老人，今
年还抽中了一台冰箱，正好也给老人
家送去。”

临近中秋国庆“双节”，洋河股份
推出“洋河中秋礼，浓浓国货情”消费
者回馈活动，自 8 月 15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消费者只需在指定门店购买
整箱装“梦之蓝 M3”“海之蓝”“天之
蓝”或双沟珍宝坊“君坊”即可参与

“在线支付抽奖”或“开箱抽奖”，奖品
有华为手机P40 Pro、格力电冰箱、雅

迪电动车、小米空气净化器、美的破壁
机等十多种“国货好礼”，综合中奖率
高达100%。

中秋前夕是商务交流最为频繁的
时段，“梦之蓝”“天之蓝”等洋河产品
本来就是消费者中秋送礼的“硬通
货”，加上 100％中奖率的回馈活动，
激发了很多消费者的参与热情。

徐州的王女士在鼓楼区某烟酒
店购买两箱“海之蓝”，现场抽中华
为 P40 pro 手机一台；山东聊城的李
先生购买一箱“海之蓝”，抽中一台雅
迪电动车；江苏南通的江女士购买两
箱“梦之蓝 M3”，抽中小米净化器一
台⋯⋯活动仅在全国上线一个月，洋
河就已经送出10多万份奖品。

“走心”背后，

看洋河如何“走新”

“目前活动反响非常好，复购需
求量比较大。”在谈及消费者对洋河
中秋回馈活动的反映时，淮安的一位
经销商表示。洋河的中秋消费者回
馈活动不仅仅惠及消费者，也让经销
商及终端的动销热情大大提高了。

位于南京西安门地铁站附近的一
位烟酒店老板表示：“很多消费者是被
朋友推荐来的，‘梦之蓝’‘天之蓝’本来
就是很好的送礼选择，再加上优惠活动，
洋河给我的店吸引了不少回头客，这几
天‘梦之蓝’的销量还在持续上升。”

今年“五一”，洋河也曾推出“蓝色

经典送健康”活动，为消费者送上按摩
椅、跑步机以及医院体检套餐等健康
大礼。此外，洋河股份还以全面升级
的“梦之蓝M6+”为支点，打造了“百万
航天合伙人计划”。消费者每扫一个

“梦之蓝M6+”红包，洋河股份就会按
每瓶酒向中国航天基金会捐款5元；消
费者扫得 18 元至 1888 元不等个人红
包，可以提现，也可以将红包款项捐赠
给中国航天基金会。洋河在消费者与
航天梦想之间架起桥梁，让消费者亲
身体验“航天梦想”的实现过程。

从“梦之蓝 M6+”百万航天合伙
人计划，到“五一”、中秋消费者回馈活
动，洋河以新颖独特的数字化形式，激
起了消费者一波又一波互动热情。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扫了一瓶
“梦之蓝M6+”的红包、中秋回馈活动
消费者抽中一台华为P40 pro⋯⋯这
些大数据会源源不断汇聚到洋河的数
字化后台。根据数字化后台的大数
据，洋河还建立了庞大的用户画像管
理系统，深度掌握消费者行为与偏好
特征，并将分析结果传回市场，为市场
活动装上“智慧大脑”，针对不同类型
的消费者开展定制回馈活动。

这些消费者互动活动，表面上是数
字化技术叠加促销的手段，实际上是洋
河在推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用户经
营，建立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数字化新运
营体系，在互动体验上、在消费引导上不
断创新，从而给消费者更好的消费体验。

把酒话中秋，洋河股份多重大礼回馈消费者

本报讯 9月28日，以“美丽长三
角 生态健康游”为主题的首届长三
角森林康养和生态旅游宣传推介活
动在浙江桐庐开幕。开幕式上，三省
一市联合发布《长三角森林康养和生
态旅游联合宣言》，助推长三角生态
旅游高质发展。本次活动，江苏重点
推介了五条线路。

森林康养、生态旅游是森林旅游
和休闲养生在新时代的升级。目前，
长三角三省一市共拥有世界自然遗
产 4 处，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 122
个、自然保护区 95 个、森林公园 284
个，仅 2019 年长三角地区接待游客
量 5.5 亿人次，森林康养和生态旅游
产值超过3500亿元。

“素有‘南京绿肺、江北明珠’美
誉的老山国家森林公园，是江苏最大
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总面积 7493 公
顷，森林覆盖率超过 80%⋯⋯”当天
下午的推介会上，江苏向三省一市推

介“情寄山水，竹风茶韵”南京—常州
—无锡、“江湖览胜，山水如意”苏州
—南通—泰州、“自然画卷，生态家
园”镇江—扬州—淮安、“河海安澜，
康养港湾”盐城—连云港和“范水模
山，点绿成金”徐州—宿迁等五条生
态旅游线路。

目前，江苏已创成国家森林城市
8 个，全国绿化模范市、县（市、区）46
个，全国绿化模范单位58个，全国生
态文化村43个；已建森林公园、风景
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各
类自然保护地213个；培育了一批以
江苏黄海海滨国家森林公园、云台山
国家森林公园为代表的森林康养、养
生、体验基地。2019 年全省省级以
上森林公园接待游客8237万人次。

开幕式上，三省一市林业部门和
文旅部门负责人共同发布《长三角森
林康养和生态旅游联合宣言》。

（颜 颖）

长三角森林康养和生态旅游宣介启幕

森林+康养 共筑旅游新高地

本报讯 省文旅厅日前特别提
醒，国庆长假期间，我省景区将严格
执行游客接待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
75%的限流措施，24 家 5A 级景区和
绝大部分 4A 级景区都将实行分时
段预约入园游览制度。

游客在游览景区前，务必提前
在景区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或
主要旅游网站上，了解景区的限流
和预约信息，合理安排好参观游览
时间。进入景区前，要提前准备好
身份证、预约码或预约单（号）、健康
码等相关凭证，以便快速入园。游

客还可提前关注省文旅厅官方微信
公众号“精彩江苏”和“江苏微旅游”
上的“A级景区舒适度”栏目，随时查
询省内 200 多家高等级景区的实时
在园人数、游览舒适度指数、景区地
址、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门票价
格等各类实用信息，并可通过省文
旅厅的“苏心游”微信小程序提前预
约景区和部分文博场馆游览时间。

据省文旅厅统计，目前全省正
常开业接待游客的 A 级景区数量达
573家，复工复产率达96.8%。

（付 奇 颜 颖）

我省景区严格实行预约入园
接待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

本报讯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合
一，家国同庆。假期人员流动性大，
活动多，如何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的背景下，过一个健康快乐的假期？
9月29日，省疾控中心急传所副主任
医师许可作出健康提醒。

许可说，在目的地选择方面，不
建议出境游。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
然处于大流行期间，不同国家对入境
人员隔离管理政策不同，我国明确入
境人员需隔离 14 天，这将严重影响
假期和节后的活动。

旅途中要配合目的地健康部门
的管理要求，万一旅行期间出现疫
情，要服从当地风险管控要求，配合
隔离检测工作。同时，要做好个人防

护，尽量避免聚集扎堆。在机场、车
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
上尽量全程佩戴口罩，注意卫生。

节日期间，亲朋好友难免聚餐聚
会，要注意食品安全和场所选择。冰
鲜海产品购买时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购买后储藏和烹饪过程与其他食品
分开，煮熟后食用。在餐厅内用餐
时，建议间隔落座或同侧用餐，与他
人保持 1 米以上的距离。聚餐时尽
量选择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

许可建议，8 天长假要保持健康
生活方式，适量运动，避免熬夜。秋
冬季节是流感等呼吸道疾病高发时
期，要做好日常防护，建议重点人群
接种流感疫苗。 （仲崇山）

如何做到游玩防疫两不误
长假请收好这份专家提示

本报讯 29 日，北京青苗国
际双语学校镇江校区项目在扬中
签约，标志着北京青苗国际双语
学校正式落户扬中市新坝镇。这
是青苗国际双语学校首次落户县
级市。

青苗扬中项目，是一所五轨
制国际化双语学校，位于新坝集
镇核心区域，占地75亩，总投资2
亿元。学校面向全省、全国招生，
实行从幼儿园至高中十五年一贯
制教育，致力创建长三角一流顶
尖双语学校，为扬中打造国际化
教育的崭新名片。

（董超标）

扬中喜迎国际化
教育新名片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
久居都市的游子一听到这首老歌《又
见炊烟》，总会想起老家冒着热气的
土灶，土灶前妈妈忙碌的身影。

“我们评选百道地标菜，就是要
让它们化作‘缕缕乡愁’‘脉脉乡情’，

‘牵引’都市人来到乡村，吃土菜、买
特产、住民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朱新华介绍，我省将以百道乡土地标
菜为抓手，实施“四个一工程”，即提
升一个产业、带动一条游线、挖掘一
段文化、致富一方农民。

一道菜牵引食娱购产业链

“秋风芦花簖蟹肥，一网打尽八
鲜宴”。9 月 26 日，2020 年泰州市姜
堰区在沪宁高速阳澄湖服务区操办

“溱湖美食节”。沪宁沿线城市是溱
湖主要客源地，游人在溱湖不仅可以
品尝到乡土地标菜“溱湖八鲜”，还能
欣赏国家级湿地公园的秋日水景。

在阳澄湖旅游度假区，一年一度
的农事活动——“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节”9 月 21 日举行。苏州市阳澄湖大
闸蟹协会负责人姚水生说，“开捕节”
过后这几天，前往阳澄湖的车流量明
显增加，预计国庆长假期间会出现拥
堵，阳澄湖周边 400 多家渔家乐将迎
来一年一度的“收获季”。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也是乡村游
旺季，从南到北，高淳螃蟹节、龙袍汤
包节、宿迁美食展⋯⋯各类以乡土菜
为主题的节展活动悉数登场。“地标
菜对食客们来说，是无法抵挡的诱
惑。”姚水生说，“清蒸阳澄湖大闸蟹”
发甜的蟹肉和流油的蟹黄，深深“烙”
在都市客的记忆里，每年这个季节他
们便像“候鸟”一样飞来尝鲜。今年

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丰收季”，阳澄湖
周边鱼塘经生态化改造后，螃蟹产量
有1万多吨，产值45亿元，加上餐饮、
旅游、度假和酒店的收入，苏州市围
绕“一只蟹”，总收入达一两百亿元。

像“阳澄湖大闸蟹”这样，我省每
一道知名乡土菜，都牵引一条食娱购
产业链。南京市高淳区农业农村局有
关负责人说，在“清蒸固城湖大闸蟹”

“高淳水八鲜鱼头”这两道地标菜的
“带动”下，去年高淳“螃蟹节”两个多
月吸引游客 235 万人，各类餐饮、住
宿、特产销售收入 10 多亿元。每年

“六合龙袍汤包节”期间，南京市六合
区龙袍镇农家乐饭店双休节假日“一
位（餐位）难求”。溧阳市文旅局局长朱
红新介绍，天目湖景区的十几家宾馆和
100多家农家乐，围绕“天目湖鱼头”一
道菜，每年吸引游客500多万人次。

炊烟袅袅飘来农家菜香

“拴住食客的胃，才能留住游客
的心。”省餐饮协会会长于学荣说，乡
土地标菜受到推崇，不仅源于食材的
新鲜地道，还与农家烧制有极大关
系，大锅灶炖的鸡鸭鱼肉，蒸的米饭
馒头，就是比城里饭店的香。像“昆
山万山蹄”需在大铁锅里煨煮数小
时，火候数旺数文，才有皮润肉酥、肥
而不腻的口感。

随着各地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农
家乐餐饮厨房设备提档升级，但许多
农家乐还是刻意留下老虎灶、大铁
锅。在江宁的美丽乡村黄龙岘和石
塘人家，一半多的农家乐支上大锅
灶、码放柴火堆。“炖菜、煲汤还是大
锅灶入味，大锅饭的锅巴客人也喜
欢。”江宁旅游集团工作人员李飞说，

每到饭点，黄龙岘各家农家乐大锅灶
腾腾吐火苗、嘟嘟冒热气，整座村炊
烟袅袅，飘来的烟气都透着香味，那
场景温馨又感人。

但“百道乡土地标菜”并非都有
阳澄湖大闸蟹、盱眙十三香龙虾那样
的号召力，乡村旅游点也并不能都如
黄龙岘、石塘人家这样靠近大城市，
这导致很多地标菜在当地很有名，但

“影响力不出县域”。此外，由于烹制
中的个体差异，地标菜质量也是参差
不齐。李飞介绍，国企开办的民宿
点、舍得花钱雇厨师的农家乐，火候、
口感拿捏得好，而“夫妻老婆店”、留
守老人办的农家乐，口味要差很多。

“要提升乡土菜的制作水平和影
响力，可以推广烹饪技法培训。”省休闲
旅游农业协会会长王冬宝说，乡土菜
烹饪技艺可以可视化、模式化。协会
准备和苏州、徐州的职业学校联手培
训“乡土厨师”，请地标菜大厨现场示范
或拍成视频进行教学培训。另外，一
些龙头餐饮企业把地标菜做成半成
品，让游人带回去加热即食。像“盱眙
十三香龙虾”“昆山万山蹄”，熟制后外
带的很多，饭店也由此找到“新卖点”。

“三个一百”将消费“送”到乡村

“要从根本上提升地标菜的影
响力，带动农民致富，还是要和乡村
旅游线、农家乐经营点结合起来，让
游人感受‘炊烟袅袅’下的‘夕阳诗
情、黄昏画意’。”省农业农村厅乡村
产业处处长苏士利介绍，我省着手把
百道乡土地标菜与百个主题创意农
园、百条精品线路联合推介，用“三个
一百”把游人“引”来乡村，把消费

“送”到农家。洪泽湖的锅贴、阳澄湖

的螃蟹、铜山的羊肉汤、泰州的干丝
⋯⋯这些让游人流口水的地标菜，都

“嵌”入百条旅游线中。比如启东海
滨亲子游中，游人可以尝到“文蛤饼”

“吕四带鱼”等海鲜，又能踩文蛤、赏
海景。泰兴乡村银杏森林游中，“祁
巷八大碗”是上海、南京等地游客的
必点美味，“顺带”也把银杏村、烨佳
梨园等旅游景点串起来。

一道菜带动一个产业，一个产业
致富一方农民。“灌云豆丹”受追捧，
带动灌云养殖这条“小虫”面积 2 万
亩，一年养加销收入 10 亿元。溱湖
簖蟹产业协会会长陈奇说，他们不但
打响“溱湖八鲜”，还整治出美丽乡村
溱湖蟹村，建成深加工基地，把“水八
鲜”加工成半成品，同时辟出大闸蟹
批发市场，带动数千农民养殖 10 万
亩水产品，“农场、工场、市场”三位一
体，年产值3亿多元。

只有留住游人的“舌尖记忆”，才
能吸引回头客。常熟王四酒家设置

“前店后场”，食客前店品尝酒店名菜
“常熟叫花鸡”后，后场观摩叫花鸡制
作，再在饭店超市买成品回家，如此
产业融合，饭店一年营收四五千万
元。“鱼汤泡乌米饭”是宜兴绿源山庄
的招牌菜，加上“咸肉煨笋”这道乡土
地标菜，饭店办起土特产加工和销售
点，年销售 3000 多万元，帮助农民销
售1000多万元。

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处李曼
莉说，对都市人来说，炊烟就是乡土
菜里“妈妈的味道，童年的回忆”。江
苏乡土菜丰富，今后将挖掘更多的

“地标菜”，让江苏的美丽乡村“炊烟
袅袅、活力满满”。

本报记者 吴 琼 顾巍钟

追踪江苏“百道乡土地标菜”（下）

又见炊烟，“妈妈的味道”引燃乡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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