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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渡风景区位于房山区西南部。这里是大清
河支流拒马河切割太行山脉北端而形成的一条河
谷，全程约 20 公里。十渡风景名胜区属于暖温带
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宜人，水质良
好，有“天然氧吧、自然空调”之称。
十渡是北京郊区较早开始发展旅游业的地方，
民俗接待也随之兴盛。2003 年，十渡镇被确定为
北京唯一的旅游专业镇。十渡镇政府提供的数据
显示，目前，十渡景区内共有 48 家宾馆饭店、36
个旅游项目，从事旅游业的农户达到了 2586 户，
占总农户的 64% 。2012 上半年接待游客 93.2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9.8%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3.3 亿元，同比增长 4.1%。今年 7 月 21 日，一场
特大暴雨给十渡镇旅游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但借
此时机，当地也开始谋划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

十渡的长久吸引力
需着眼于
“野”字
●王健民，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

九渡村对面拒马乐园里的蹦极为国内首次开设，
被誉为
“神州第一”
。

从拒马河东岸的天禄山山顶俯瞰十渡旅游核心区全景，被拒马河分割开来的三片居住区，由近及远，依次为
八渡村、九渡村及十渡镇政府所在的十渡村。

迎接十八大 记者基层行 【第 22 期】之 十渡镇旅游

雨后“拒马”盼迎客，
“十”分游兴“渡”劫波
9 月 20 日上午 10 时，房山区十
渡镇九渡村，
“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响彻山间，这是村里老杨家在办喜
事。为了在“十一”长假期间做好
旅游接待，老杨家特地把婚事安排
在了 9 月。每到节假日，是九渡村
村民最忙碌的时候，在这个几乎家
家都做民俗接待的村庄里，游客的
假日，就是他们最繁忙的工作日。

农家院里的那些事儿
这天，从老杨家的婚礼上
回来后，65 岁的李文芝就在琢
磨
“无线网”
是怎么回事，
因为村
民隗功合告诉她，
现在城里人来
住 店 ，都 问 有 没 有“WIFI”。
WIFI是什么？李文芝听说就是
一个小盒子，里面可以发出信
号，不用电线也能上网。
即便在没有客人的时候，李文
芝也要每天打扫一遍自家的“明杰
别墅”，希望客人来的时候，一切都
是干净和现成的。
在九渡村搞民俗接待的农户
中，李文芝是年龄最大的。在 2007
年搞民俗接待之前，李文芝每个月

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 1000 元。
“老
伴看山，我去镇上饭店打小工。”李
文芝最开始每个月挣 300 元，后来
当上厨师每个月涨工资到 500 元，
到了成为大厨，每个月挣 600 元。
虽然吃穿不愁，但是“手里没
闲钱”也让李文芝一家很苦恼。而
在此之前，随着郊区旅游业的逐渐
兴起，这个位于北京市新十六景之
一“十渡风景名胜区”中心地带的
村庄，已有村民开始搞起了民俗接
待。2003 年，九渡村被评为市级民
俗村，虽然那时候村里的民俗接待
户并不是很多，但是这门生意的甜
头已悄然吸引了全村人的关注。
跟不少邻居一样，
李文芝缺少必
要的本钱，
不过，
她还是选择到亲戚
家的农家院打工：
“一年挣两万，
觉得
真不错。
”
现在想起来，
7 年前的收入
猛增还是让李文芝笑得合不拢嘴。
到了 2007 年，村里集中帮助村
民建设了一批二层小楼，大部分村
民都轰轰烈烈地投入到了民俗接
待的行业中去。李文芝老两口商
量之后，一咬牙，连攒带借,也拿出
20 万，正式当起了老板。
目前，九渡村全村有 156 户共
400 人，市级民俗户就有 40 户，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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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量近 900 人。村民们学烧烤、学
开车，学习上网发广告，成天聊的
也是农家院里的事儿。

拒马河边“神州第一跳”
刘术兰和大家一起，跑到
拒马河边，看着河对面的山崖
上那伸展出来的长长的金属通
道，
一群人站在上面，
隐约中还
看到有人扛着摄像机。
“ 谁是
谁，那么高的地方，根本看不
清。”后来，大家从电视上才知
道，
主持人周涛吓哭了，
但还是
勇敢地跳了，
还有孙悦、
景岗山
等一众明星。
村里人靠旅游吃饭，就特别关
心镇上旅游的发展，回想起这些年
十渡镇旅游的大事件，十有八九的
村民都会想起有“神州第一”美誉
的十渡蹦极。
这第一个吃
“蹦极”
螃蟹的，
就是
1997 年 5 月 18 日正式营业的北京拒
马娱乐有限公司。首次从新西兰引
进的蹦极项目，
也为中国国内旅游的
极限运动项目揭开了新的一页。
开业当天，蹦极项目，特别是

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栏目组年
轻主持人周涛的惊人一跳，引起了
巨大的轰动。
拒马公司副总经理刘福占当时
就在节目录制现场，更让他感到欣
慰的是，这项引进之前让公司团队
忐忑不安的极限运动，在这次电视
节目播出之后，
“ 效果出乎意料地
好”。为了玩蹦极，
有游客宁愿排上
一天的队，甚至有人专门从外地乘
飞机赶来。当年，来十渡蹦极的游
客数量之多还创造了当时蹦极接待
总量的世界纪录。
继在全国首创了蹦极和索道项
目之后，拒马公司又利用山清水秀
的十渡旅游资源，开发了漂流、游
船、木筏等一批水上娱乐项目。与
此同时，以九渡村为代表的民俗接
待在拒马河沿岸愈加热火朝天。丰
富多彩的旅游项目加上当地村民的
民俗接待，十渡镇为游客构建起了
“吃、
住、
玩、
购、
行”
的一条龙服务。

水灾过后旅游转型升级
今年五一节，老赵家的店
也开张了，希望好上加好的他
没想到，才高兴了两个多月，

就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水
灾。
“ 从暴雨到今天，我算着，
已经损失了 3 万块。”老赵抹了
一把脸，又朝路口看了看，没
有摆渡车来。
今年 7 月 21 日，一场突如其来
的特大暴雨，给十渡镇这个依赖旅
游而生存发展的地区带来严重的打
击，同时也引发了当地对于环境保
护和旅游整体规划的思考。
9 月 20 日，我们到达的时候，在
九渡村和八渡村交界处，
一座被冲垮
的石桥，
桥墩仍然矗立着，
桥板却浸
入了下游十几米远的河水中。河岸
边有座两米高的红顶房子，
村民说，
暴雨当天，
河水已经漫到了房檐上。
红顶房子下面，八渡村的老赵
和几位村民依次坐着，一边聊天一
边等待生意。一有载客的摆渡车
经过，他们就赶紧牵上自家的马上
前招揽游客。
老赵跟八渡村绝大部分村民
一样，开店养马，生计主要依靠十
渡旅游：
“ 我家原来只养马，游客来
这里，爱在河边骑马照相，跑几圈，
一匹马一年能挣四五万。”老赵皮
肤黝黑，瘦削的脸庞上泛出愁容。

新京报：今年，十渡旅游受到特大暴雨
严重影响，因暴雨而受到阻碍的十渡旅游
业，是否也可以在这次“发展停滞”中认真
思考、规划产业升级大计？
王健民：北京能做水的文章的旅游景点
不多，十渡因而难得。十渡此时其实并不需
要急于恢复，尤其是不急于恢复水面项目，
在问题没想明白之前，所谓恢复无非又是回
到原来的样子。暴雨是一个外部的不可抗
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凸显了十渡旅
游存在的内部问题，
不反思是不行的。
对十渡来说，产业升级已是必然。升级
首先意味着要有一个好的规划，其中一个判
别标准就是，看看提出的规划是建桥还是拆
桥，十渡的长久吸引力仍需要在“野”字上做
文章。同时，
要力戒常见的
“军营式”
农家乐，
那种恶俗已将许多地方的农村旅游毁得不成
样子了，十渡的重生应将这些风险全部避开
才是。另外，也不应将十渡变成富人的后花
园，其目标客户群应该是城市的中等收入人
群，
这是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的。
新京报：十渡的旅游开发在北京郊区是
比较早的，水平也相对较高，那么，如何在
当下环境中保护好纯正的乡土气息呢？
王健民：十渡的名气在十渡旅游刚刚开
始起步、各项条件都不成熟的时候最响，大
约是在 1984 年、1985 年，当时的报纸上称其
为“小桂林”。那时候北京城里的游客要去
十渡，通常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一大早搭乘
从永定门火车站开往山西原平的硬座火
车。那时的游客要求不高，有老玉米、咸鸭
蛋就觉得挺好。
虽然过去了近 30 年时间，
但十渡旅游吸
引游客的地方今天仍旧没有太多改变。如
果说有变化，那就是今天的人们对自然与人
文环境的向往更胜当年。十渡这些对游客
构成吸引力的地方，保持下来实属不易。十
渡的旅游要想变得更好，一条就够，那就是
禁忌洋气，突出乡土气息，让淳朴、善良的农
人美质回归重现。这样的十渡，游客自会被
其感动，
自会乐于为它解开钱囊。

九渡村街头拉载游客的驴车。
时间：9 月 20 日、21 日
地点：十渡镇九渡村、八渡村、拒马乐园
7·21 暴 雨 过 后 ，十 渡 镇
上上下下，全都发动起来，进
行灾后重建工作。拒马公司
的接待员小李说，光清理路面
淤泥就花了半个多月，而大家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让道
路 干 净 起 来 ，让 缆 车 开 动 起
来，让游客们都回来！
8 月 19 日，与九渡村一路
之隔的拒马乐园恢复营业。
不过，受雨灾影响，水面项目
还都没有开放，游客数量大为
减少。
7·21 特大自然灾害造成
全镇经济损失 5.79 亿元，旅游
产业就占到 38%。十渡镇有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有关部
门 正 在 商 定“ 三 年 重 建 规
划”，规划的重点是水资源的
维护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治理，
而旅游业的恢复及长远科学

发展则是重中之重。
按照部署，十渡现有和新
建的旅游项目都将进行地质
灾害评估，河道、低洼地、泥
石流易发地区禁止从事旅游
开发和经营。拒马河河道将
从安全、行洪、景观等几个方
面进行治理。此外，十渡景区
将增加预防灾害的警示标志，
有条件的景区建设应急避难
场所。
对那些靠旅游为生的村
民们来说，虽然暂时在经济上
遭受到了重创，但是他们大多
还是非常看好十渡旅游业的
未来。在拒马河沿岸，从九渡
村一路走来，总能看到正在加
紧建造的楼房，那是村民正在
扩建民俗接待的店面。他们
希望，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
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信心。

我这十年

曾被炒鱿鱼
开起夫妻店
● 刘明海 ，男，48 岁，九渡村村民，
“碧
海情缘”
老板

7·21 特大自然灾害后，拒马河河道正在等待新的规划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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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渡村正在建设的楼房，用于搞民俗接待。

我们这个店是 2006 年开起来的，也是
村里那一拨一起建的小楼。
2000 年，村里就有一些人开始搞农家
院。我媳妇在家也没啥事干，就去她大姐
家的农家院干活，打扫打扫卫生、做做饭。
后来村里搞接待的人越来越多了，先
干的人富起来了，大家也都想干。2006 年
建房子，我们花了 20 多万，找人给起了名
字，就叫“碧海情缘”。
开店头一年店里就我媳妇一个人，里
里 外 外 都 是 她 ，经 常 照 顾 不 过 来 。 到 了
2007 年 ，我 所 在 的 企 业 裁 人 ，把 我 给 裁 掉
了。我干脆回家跟媳妇一起看店吧，就这
么着，我们开起了夫妻店。
后来我还买了一辆车，有的客人来了，
不认识路的或者想上远处玩的，我都自己
开车拉着客人去，这不是提高服务水平嘛。
7·21 之前，生意是真好，暑假里是游客
最多的时候，一天店里挣个一两千不成问
题。7·21 之后，店里的生意暂时冷清了许
多。现在，镇里正在商定新的旅游重建规
划，相信这里的旅游也能够很快得到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