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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河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长城大省, 境内长城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当今世界文化旅游蓬勃

兴起 , 为河北省长城文化旅游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正视河北 长城资源特 色, 合 理开发长城 文化资源, 打响河 北
牌长城是河北省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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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是爱好和平保卫家园的体现, 被视为中国旅游极品. 长城修建历史已
有 2 600 多年, 历代筑长城者不可胜数, 既有汉族统治者, 也有不少民族统治者. 据不完全统计, 长城在
中国分布的省、市、
自治区达 17 个, 历代建筑长城的总长度超过 50 M m, 作为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展现
了中国古代战略家、军事家、
建筑家的聪明才智; 作为建造者, 体现了数以万计劳工大众的坚毅、
奋斗、
耐
劳、
不怕牺牲的精神, 是一部极佳的历史百科全书.
河北省因其古代地理位置而特别重要: 既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又是游牧

农业民族的交接地, 还

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权的所在地, 长城遗存时代全、分布广、
种类多、
质量高、影响深远. 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 燕、赵、
中山诸侯国便始筑长城, 秦、
汉、北魏、
东魏、北齐、
隋、
金、
明、清等皆在河北境内筑过长城,
成为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中修长城最多的省份. 而明代自开国至终世数百年间不断修筑长城捍卫京师, 故
在河北修长城花的精力最高. 现在所讲的长约 7 Mm 的明长城, 大部为夯土建筑. 全国真正的砖石结构
即典型意义的长城只有约 1 M m. 而这部分只有约 200 km 在北京市, 其余绝大多数分布在河北省
境内的秦皇岛、唐山、
张家口、
承德等市. 可以说中国目前保留最佳的长城地段多在燕赵大地[ 1] . 再加上
长城周围优美的自然环境, 所以河北长城旅游独具优势.
1 河北长城文化资源的特点
1. 1 时代全
河北省是我国现存长城最多的省份之一, 境内有燕、
赵、
秦、北魏、
北齐、
金、明等各朝代修筑的长城,
是历代长城的汇集地.
1. 2

遗存丰富
万里长城途经河北省约 2 Mm, 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关隘、
城楼坐落在河北境内. 有众多著名的关

隘、
关口, 属于垄断性资源.
1. 3

文化底蕴深厚
长城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历史、
建筑、
艺术、
军事内涵, 不仅是人们参观游览, 体会中华民族的悠久文

化, 了解古代劳动人民修筑长城的聪明智慧的绝佳场所, 而且也是历史的标志, 是某些自然科学、
社会科
学研究工作的参考书.
河北省境内的长城主要修筑于明朝, 规模宏大、
气势磅礴. 其中可供开发旅游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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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构成了河北长城旅游区的竞争优势.
2 河北长城旅游资源的主要分布
目前河北省已开发的长城景点有 10 余处, 已形成山海关长城, 金山岭长城两大旅游区和若干个小
旅游区. 秦皇岛境内有万里长城巨龙之首的老龙头, 既是古代海防阵地, 又是历代帝王边臣观海、
赋诗的
胜境. 有巍峨壮丽的 天下第一关 城楼, 有依山傍海的山海关, 被誉为 两京锁钥无双地, 万里长城第一
[ 2]

关 . 有演义凄婉优美动人寻夫故事的姜女庙和姜女坟. 以及长城倒挂的角山长城, 宛如一条巨龙在
云雾里游弋, 古人曾赋诗 自古尽道关城险, 天险要隘有角山 来形容其险峻之势. 长城巨龙自大海腾越
而起, 形成了以 26 km 的长城为主线的多处长城景区. 其中既有敌台、
烽墩等最具特色的军事建筑, 也不
乏流传千古的故事绝唱, 其资源可谓得天独厚. 位于滦平县的以奇著称的金山岭长城, 其 长城文字砖 、
浮雕麒麟影壁 、长城边古居 被视为 三奇 . 唐山喜峰口 潘家口长城与山水风光交相辉映. 塞上重
隘张家口大境门标志着张库大道的起点, 自古就为商贸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的西北关塞, 关门内外, 风
景迥异, 堪称农耕文化与牧业生活方式的分界岭. 它们已经成为中国长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当今世界文化旅游蓬勃兴起, 给河北省长城文化旅游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图 1 所示是河北主要的长
城旅游景点.
3 河北长城旅游资源的开发
3. 1

开发的必要性

当前, 受世界文化旅游发展的影响,
名山大川, 名胜古迹仍将保持相当一段
时间的吸引力. 河北省境内的长城文化
资源是长城人文旅游精华之所在, 具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文物、
历史、
旅
游价值. 同时, 河北地处外环渤海、内环
京津的有利地理位置, 面对广大的国内
外客源, 发展长城旅游不仅可以成为河
北旅游业发展的重点轴, 而且可以成为
北京长城旅游的有利补充, 缓解北京长
城旅游热线的压力.
所以河北应利用独有的优势, 全面
加强境内长城的开发与保护, 充分发挥
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遗产以及现代人文
景观资源相互交融配置的综合效益, 以
充分利用旅游资源, 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3. 2

开发的指导思想
打长城牌, 喊响长城旅游的口号是

振兴河北旅游的重要开发思路. 长城旅
游整体构思迫在眉睫, 深度开发的任务

图1

河北长城旅游景点分布图

还很艰巨, 向纵深开拓、
层层开发形成厚度和立体感是未来的重要目标. 应利用河北省的长城资源之主
线, 开发沿线风土民情、
历史故事、特色商品和生产景观, 把建筑艺术具体化、
美丽的传说形象化, 辅以现
代的声、
电手段, 以及开拓其军事、考古、
建筑、
爱国主义教育价值, 形成一大文化、
多个主题、相互关联、
分合皆宜的河北牌长城拳头产品.
客源市场战略上, 依托京、
津、唐、
秦、
承及其由它们形成的客源.
资源开发战略上, 形成以点定线、
以线带点、
一线多点的格局, 建设 1 条走廊、
5 个旅游区, 开辟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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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源长城旅游线.

在资源保护战略上, 河北应利用独有的历史和地理优势, 在开发长城的同时应全面加强境内历代长
城的保护, 同时选择代表性地段, 进行修复和仿造.
在不同时期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区段, 分批分期, 加强保护、
修复和开发, 在继续加强山海关和金山岭
2 个旅游区建设的同时应着重开发唐山北部景区、
张家口景区、
保定涞源景区, 使这些景区能形成一个
大的旅游带, 争取打出优质的 河北牌长城 .
3. 3 开发的主要原则
3. 3. 1 可持续发展原则
长城作为世界级文物保护系统, 其持续性的开发利用重在保护. 一方面旅游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文
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 旅游加剧了环境的损失和地方特色的消失, 因此, 应该从综合的角度理解旅游发
展. 一个旅游地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暂时的旅游收入的增加, 而是一地区旅游业长远发展能力[ 3] . 因此
河北长城旅游应首先以可持续利用为主题. 在开发利用的同时, 加强长城修复工作, 保护和维修长城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
3. 3. 2 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原则
当前长城文化游在我国竞争十分激烈. 信息流对旅游消费者行为有相当大的的指导作用. 网络信息
对旅游产品促销活动也十分有益. 在竞争性市场, 消费者择游意识、旅游产品的挑选往往受其所掌握的
旅游信息左右, 信息网络成为联结旅游供给者, 旅游需求者及地方、国家、海外旅行团体的重要途径. 旅
游竞争地可以通过信息质量、信息结构、
传播速度及信息可达性体现竞争力. 其中秦皇岛市首当其冲, 着
手构建 秦皇岛旅游网站 , 启动旅游电子商务工程, 创建网上旅游城市. 这一网站的建立成为面向全
国、
面向世界的窗口, 提高了企业竞争力, 开拓了客源市场, 树立了行业形象. 今后河北长城旅游区的开
发应以加强信息化建设为原则.
3. 3. 3 整体开发原则
长城的开发价值不在于实实在在的现实的效益, 而在于它的悠久历史、
沧桑感以及附着于其上的文
化. 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护, 先让这条长龙存在下来, 然后, 才有可能开发利用.
从长城利用上讲, 目前仅仅几个点的观赏已不足以满足游客的需要, 许多境外游客包括国内游客,
纷纷提出要分批、
分段感受长城. 为了展示整体的长城, 建议开展 长城特色旅游 , 根据不同对象、
不同
状况、
不同时间, 组织不同团队, 在长城上徒步旅行, 以感知整体.
3. 4 开发的总体设想
3. 4. 1 总体形象设计
旅游形象指旅游目的地, 包括旅游活动、旅游产品及服务等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总体形象[ 4] . 要保
持旅游地旺盛的生命力, 树立与维持旅游地在旅游者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是一个关键. 河北省长城文化资
源丰厚, 但其旅游水平尚处于后进状态, 这跟河北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长城文化游的独特形象有直接联
系. 区域形象是一个地区文化脉络的内在体现和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的外在表现的有机结合. 河北长城
文化资源可以描述为: 长城精绝, 荟萃燕赵; 河北

中国长城的天然博物馆; 来燕赵感受长城丰富历史.

3. 4. 2 主要功能
根据河北长城资源特色, 应把长城旅游功能定位在观光、
购物、
长城仿古、
历史寻踪、建筑考察、
古战
场凭吊、
长城文明感受、
爱国主义教育、康体、节庆等方面, 然后再根据各段不同特点, 有侧重的发展自己
的主体功能. 如, 老龙头应以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为主; 山海关应以观光、购物、文化交流、
节庆等为主; 涞
源凉城以古战场凭吊为主等.
3. 4. 3 项目策划
河北应在不同地段推出 历代长城大系游 、 原始长城风情游 、水上、
水下长城游 , 采用 自行车
长城游 、 徒步长城游 、 骑马长城游 等方式, 一路下榻于乡村客栈, 寻古探幽, 享受大自然的恬静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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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 特别要推出徒步游长城, 既能仔细观景, 又能增强体魄, 磨练意志, 可在多处地点开展. 在推出这些旅
游方式的同时要象遵化一样, 加大力度进行宣传, 广邀国内外旅行社前来旅游考察.
目前国际上流行一种时尚, 叫 登山纵走 , 因为真正登高的群体不是很大, 至少不会普及, 而登山纵
走因为其难度较小, 比较适合推广. 河北境内长城多位于燕山山脉之上, 燕山山脉被滦河等水系纵向切
割, 显的支离破碎, 这样就展现出它的雄奇和丰富, 故开展 徒步走长城 运动前景广阔. 长城本身就是很
醒目的一个招牌,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哪条山脉有这样的优势, 既在自然的环境中, 又感受人文气息.
3. 4. 4 空间开发、
时序开发与立体开发相结合
在河北省 2 Mm 的整体长城线上开展大旅游, 发挥各段长城的优势, 并与当地自然人文资源有机结
合起来. 要注意开发的阶段性和层序性, 分具体情况分步骤开发. 要针对不同的功能, 设计不同的活动,
从空中的热气球长城游, 到徒步、
自行车、
汽车长城游, 从看得见、摸得着的野外博物馆、
室内博物馆, 到
文化内涵的新颖展示, 及设计比赛、
表演活动, 将河北牌长城旅游烘托出来.
4 结

论

为使河北长城旅游走出全国走向世界, 需要总体规划, 综合配套, 全面开发; 要充分发挥环京津区位
优势, 与京津密切合作, 增强长城文化旅游开发力度. 共同创建长城文化一体化的大旅游格局. 着重 打
河北牌长城 , 推出一些独具特色的旅游路线, 应针对河北长城不同于北京八达岭、甘肃玉门关的特点,
开辟旅游路线, 从而形成以山海关为龙头的河北长城旅游大区.
因为河北省境内长城工艺先进、
工程质量好且多砖石结构, 故破坏最为严重. 可以说, 全国真正人为
拆毁的长城, 大部分集中在河北, 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原因, 有的长城遗址已经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 因
此, 无论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 还是从旅游开发的角度都应将其纳入河北旅游的总体规划当中,
并作为旅游兴省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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