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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之城”的重庆逻辑

重庆像火锅，包
容、混搭、杂糅各种文
化与元素，矛盾中有
和谐，混沌中有秩序，
人间百味尽在其中，
让人酣畅淋漓，难以
忘记

本报记者李勇、黄豁、陶冶

飞机划过蓝天，桥上车流如织，桥下轻轨列车
奔驰，长江索道飞跃南北，江中轮船往来穿梭，滨
江路上人来人往……渝中区东水门老街的一个江
边平台，近来成为重庆最新的游客“打卡点”。

在这里用手机可以把“飞机、汽车、轻轨、索
道、轮船、步行”等六种出行方式同时囊括在一个
画面里，然后发个“抖音”见证重庆立体交通，这让
一批又一批的游客趋之若鹜。

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不少“网红”城市，但要论
哪些城市最“火”，重庆肯定名列其中。洪崖洞、轻
轨穿楼、鹅岭二厂、川美校园……重庆的“网红”打
卡点层出不穷，重庆作为旅游目的地在国内城市
中异军突起。

2019 年春节假期，常住人口 3000 余万的重
庆共接待境内外游客 4700多万人次，成为国内接
待游客人数最多的城市，各种有关重庆“神一样的
地形”“8D魔幻城市”的话题在网上形成一波又一
波的热潮。

重庆红了，不少重庆人却觉得充满了喜感，甚
至有点困惑——— 游客感觉新奇异常的山城，在本地
人眼中再正常不过，“爬坡上坎，轻轨与索道，这都是
我们的日常生活嘛，又不是景点，有啥好稀奇的？”

的确，重庆是个很难被定义的城市。别的城市
“千城一面”，而重庆却是“一城千面”。

有人说，重庆像火锅，包容、混搭、杂糅各种文
化与元素，矛盾中有和谐，混沌中有秩序，人间百
味尽在其中，让人酣畅淋漓，难以忘记。

有人说，与其他“趴”着的城市不同，重庆是一
座“站立着的城市”。江、山、城融为一体，两江环
抱，山是一座城，城是一座山。不仅城市向上生长，
人的精神面貌也是“雄起”的，积极向上的。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
的“红”。从曾经的“山城”“雾都”“火炉”到如今的
“网红”重庆，其间必有其自我的逻辑，一个城市的
得天独厚与自我修养，使其卓尔不群，澎湃而来。

别样的山水之城

到过重庆的人都会惊叹于重庆各种的“不一
样”。

这是一座没法分清东南西北，只有“上下左
右”的城市；这是一座上班都要上天入地，翻山越
岭的城市；这是一座 1 楼是街道 8 楼也是街道，2
路汽车真的可以停靠在 8 楼的城市；这是一座立
交桥可以“弄哭”导航，走错匝道就是“一日游”的
城市……而这一切，都要从重庆特殊的地理地貌
说起。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的平行岭谷地区，地
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占到了总面积的 90% 以上，
山城名副其实。仅重庆主城区就有缙云山、中梁
山、铜锣山、明月山等四座南北走向的平行山岭，
如同一只伸开的巨大手掌，支撑起城市的骨架。

山势既定，骨架已成。与此同时，长江、嘉陵
江、乌江等大河，也从西、北、南各方奔流而来。大江
与大山在此碰撞交汇，刚柔并济，将奔腾不息的能
量和无限的生气活力，注入这巴山渝水的骨子里。

山水塑造出的重庆地形复杂、景观多样，资源
丰富、景色优美，在今天，都成了旅游业发展的天
然优势。

坐拥大山、大水的城市形态，反映在重庆的交
通和建筑上，就是红遍“宇宙”的各种“网红”。洪崖
洞、穿楼的轻轨、长江索道、大扶梯、盘旋的立
交……去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各大社交媒体、短
视频平台都被重庆的一个个“网红”景点“攻占”了。

“表面上看来，是它们超乎常理的设计引人注
目，而其爆红的深层次原因和内涵，则是它们对
山、水、城三者哲学关系的空间视觉呈现。”重庆地
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张海鹏说。

“一直生活在地势平坦的地方，重庆这种依山
傍水的城市，对我们来说特别新鲜，特别在交通
上。”来自广州的杨华和周思妍在重庆旅游期间一
一体验了李子坝的轻轨“穿楼”、长江索道以及轮
渡，深深被重庆独特的景致所吸引。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
兹柏表示，外地旅客眼中，山城景观是“魔幻”的，
能够给予他们视觉上的冲击，相较于其他一些城
市越来越“千城一面”，重庆有着特别不一样的体
验。

“国内的大城市看起来都差不多，没有特色，一
样的 CBD，一样的街道与高楼，拍张旅游照如果不
加说明，朋友都不知道在哪里。而重庆的城市风貌
独一无二，值得与人分享。”一位外地游客如是说。

张海鹏认为，如果没有山城、江城，重庆也成

不了“网红”。重庆城市的气质和发展的优势，就是
大城与大山、大水共舞，城市无论走向何方，始终
离不开山和水这两个主题——— 从起于长江、嘉陵
江之间的渝中半岛的一隅；到 1929年后突破城墙
往城西山地拓展；再到后来通过一座座大桥跨越
长江、嘉陵江向南北两岸延伸；而后又借助一条条
隧道打通大山，将山间宽谷连通；终于发展成两江
四岸、四山之间的城市。重庆整个城市的成长史，
就是 3000年与山水共舞的历史。

来了就是重庆人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城。

城头没得神，住了一群重庆人。

男的嘿(很)耿直，女的嘿(很)巴适。

火锅没得海椒他们从来不得吃……
电影《疯狂的石头》中的片尾曲“我是重庆崽

儿”用重庆方言生动地展现了当地人对火锅的喜
爱。

起源于重庆水码头的麻辣火锅不仅是重庆美
食的代表，更是这座城市独特气质的完美展现。热
气腾腾的火锅，正如热情洋溢的重庆人，风风火
火，爱憎分明；而一口九宫格，什么菜都能烫得下
去，素不相识的人也可以在一个锅里“烫毛肚”，将
重庆人开放、包容的个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着 3000 年历史的重庆，其实一直是一座
“移民”城市。秦灭六国后，不断将六国贵族迁入四
川盆地，以巩固统治；明清两朝，为解决因战争导
致的人口锐减，持续数百年的“湖广填四川”形成
的庞大移民群体成为今日重庆人的祖先；抗日战
争时期成为“陪都”和上世纪 60 年代的“三线建
设”，都为重庆带来了大量新市民。

位于东水门一侧的重庆“湖广会馆”是“湖广
填四川”移民大迁徙的见证，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
大、保存最完好的会馆建筑群。近年来，湖广会馆
游客访问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外地游客从这里了
解重庆，而重庆人也在这里读懂“我是谁？我从哪
里来？”

“各种移民文化的交流融合，大山大水的自然
环境，塑造了重庆人‘守大礼不拘小节’，开放包容、
敢于创新的鲜明性格。”重庆湖广会馆馆长杨路认
为，重庆人的基因本身就来自五湖四海，这也造就
了重庆这座城市“不排外”的城市性格，还为城市
注入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基因，让山水造就的
重庆不仅“颜值”高，而且“气质”好。

除了厚重的历史积淀，与游客产生直接互动
的市井文化更是为重庆提供强烈的吸引力。在知
乎上，“重庆为何成为‘网红’城市？”一度成为热门
问答。

一位网友的回答表达了众多网友的心声：“重
庆之美固然出于青山与大江相倚，高楼与梯坎相
邻，出于那些错落有致的建筑混搭出的朋克风，但
重庆成为‘网红’的底蕴，精髓在于未曾变过的世俗
而不世故，浑然天成演绎出的独特气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爬坡上坎的地形、重工业
的基础和嗜麻嗜辣的饮食习惯孕育了重庆人耿
直、豪爽、实干的性格特点，城市也弥漫着一种世
俗而不世故的“人间烟火气”。

陶醉于重庆这种气息的还有年轻的导演们，
从十几年前的《疯狂的石头》《好奇害死猫》，到近
年来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火锅英雄》，无一不
散发着浓郁的渝派生活味。

至今，在寸土寸金，高楼林立的解放碑、观音

桥等商圈，那些繁华旖旎的黄金地段的街角巷口，
仍然有仿佛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穿越”而来的
陈旧杂货铺、小面馆，与时尚、现代的 CBD 对比
如此强烈却又如此和谐。这些重庆人日常的生活
空间，虽然并不现代也不华丽，但却展现出质朴生
活的真实面貌，深受外地游客喜爱。

来了就是重庆人。所有看得见的“不同”，都能
在这里“和而不同”，这就是重庆的魔力。

新媒体时代的“到此一游”

“76号在吗？”
尽管才过下午 3 点，渝中区较场口珮姐老火

锅店前的台阶上已经坐满了排队等待的食客，此
时小桌已经排到 181号。春节期间，这里每天平均
要排上 400-500 号。大年初三最火爆时达到了
520号。要是下午 1点来拿号，要等到晚上 8点才
能用餐。像珮姐老火锅这样人气爆棚的地方，如今
在重庆比比皆是。

“我是从抖音和小红书上发现重庆的‘网红景
点’的。”来自山东的游客王女士说。

除了自身独特的“魔幻”立体城市形态，年轻
化的新媒体传播方式是重庆“网红”之路的重要推
手。

《 2019 抖音春节大数据报告》显示，春节期
间，重庆超过西安、成都，成为国内“打卡量”最多
的城市。自 2018 年 4 月开始，洪崖洞、千厮门大
桥、轨道李子坝站的各类视频在抖音等社交平台
上热传，激活了游客对重庆的热情，五一小长假时
“打卡重庆”因此突然火爆。

业内人士指出，相较于以往官方主导的城市
形象传播，网络上对重庆的推介都是游客的自发
行为。抖音、快手、小红书等软件的用户多为年轻
人，他们有着全新的消费观念和出行方式，更愿意
去寻找新奇、特别的事物。

据携程所发布的报告，重庆是一个年轻游客
占比很高的城市，70 后、80 后、90 后占比 58%，
其中 80 后、90 后就占总游客数的 40%。他们利
用社交网络积极拉动重庆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热
度，实现了口碑营销。

在网络社交平台上面传播的重庆“网红景
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景区，更多的是特有
的建筑和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生活场景，它们向外
地游客形象地反映着重庆的城市气质，因此备受
众所推崇。

2018年，抖音与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
中心城市品牌研究室联合发布《短视频与城市形
象研究白皮书》，通过对 369 个中国内地城市、近
8000万条视频内容分析后数据显示，西部三城重
庆、西安和成都，在抖音上的火爆程度已经超过了
北上广深。其中，重庆是最受欢迎的“抖音之城”，
其相关视频总播放量破百亿。

在传播主体方面，数据显示，个人成为城市形
象传播主力军。播放量最高的前 100 位城市形象
视频创作者，个人账号占比超过八成。在传播内容
方面，城市热门视频一般有四大特点，可以归纳为
“BEST 法则”，即 BGM(城市音乐)，Eating(本地
饮食)，Scenery(景观景色)，Technology(科技感的
设施)，而这些正好是重庆所“擅长”的。

“这种新媒体时代的‘到此一游’已经成为一种
社会现象，它颠覆了传统景区旅游的概念，也给城
市营销和城市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重庆社科院
研究员孙元明说。

红得“猝不及防”之后

2018年的“五一”小长假，洪崖洞 3天共接待游
客 14 . 2万人次，同比增长 120%，成为全国仅次于
故宫的热门景点；轻轨李子坝站出入客流量达 7.28
万人次，较 2017年增长 141%；长江索道平均每日
接待游客 1.9万人次，已达单日最大接待量……

红得“猝不及防”，给重庆带来急速增长的游
客的同时，也增加了城市管理和服务的难度：重庆
绝大多数“网红”景点从来都不是“景点”，要么是
交通工具，要么是高楼大桥，从来没有考虑过旅游
配套和服务——— 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城市的特殊地
形和生活方式能够掀起旅游热潮。

洪崖洞、千厮门大桥周边每逢长假都因游客
众多而被迫交通管制，大桥封闭成为游客熙攘的
临时观景台；作为市民过江交通工具的长江索道
人满为患，游客“排队几小时，体验 10分钟”；举着
手机拍摄“轻轨穿楼”的游客在公路干道上穿行，
影响交通安全；各种“网约民宿”在居民楼内遍地
开花，不少因扰民被投诉……

“爆红之后更需要冷静的思考，必须针对新的
旅游需求，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提供更优质高效的
旅游产品和服务，才能让重庆打破不少‘网红’迅速
‘过气’的怪圈。”业内人士和有关专家普遍认为。

从重庆旅游相关数据看，重庆存在“游客数量
大，过夜人数少”“客人来得多，消费释放少”等问
题，一半以上的游客集中在主城区，停留时间较
短，体验式深度旅游不足，如何实现从数量到质量
的转变是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去年 5月以来，重庆市明确提出：“要对‘旅游
热’有‘冷思考’，积极关注、及时回应游客的意见建
议，打造高品质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适
应大众旅游时代新趋势，加快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不断提升重庆旅游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为推进文旅融合和高质量发展，重庆市进行
机构改革，成立了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诗和远
方深度交融，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以旅游的方
式传播文化。

在城市管理服务中，重庆主城区的“文旅思
维”明显增强：洪崖洞设置了限流道匝系统，并在
节假日高峰期进行通行引导和提示；轻轨李子坝
站完成观景台、文化墙和公厕等配套设施；长江索
道开通预约分流排队取号系统，推进大数据智能
化在旅游领域应用；开通了串联网红景点的城区
观光巴士和江上“水上巴士”，让游客体验“水路并
进”的乐趣。

升级，不仅是网红景点，整个山城都在提升品
质。长江、嘉陵江从重庆主城穿越而过，形成的“两
江四岸”是城市提升的独特资源，是重庆城市发展
的主轴。2018年，重庆打响了主城区“两江四岸”治
理提升行动，以将“两江四岸”滨江地带建设成为
“山清水秀生态带、立体城市景观带、便捷共享游憩
带、人文荟萃风貌带”为目标，建设与国家中心城市
地位相适应、彰显山魂之雄、水韵之灵、人文之美
的国际一流滨江带，打造“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千里为重，广大为庆。这就是“远者来，近者
悦”的重庆。

▲ 1 月 26 日，游客在重庆轻轨二号线李子坝站附近与穿楼而过的轻轨合影。 本报记者王全超摄

张丰

大城市，人们越来
越习惯使用网约车。手
机软件叫车，可以清楚
地看到司机的位置，让
等待变得从容。更高级
的专车服务，车上有矿
泉水，也可以为手机充
电，给人一种相当尊贵
的体验。相比之下，传统
出租车就处境凄凉了，
那些追求进步的朋友，
都认为这种传统出租车
会被淘汰，谈论这个问
题的时候，他们甚至没
有一点同情的语气。

最近，我却更多地
乘坐传统出租车，这不
是什么古典主义趣味，
而完全出于实用目的，
有时候我会发现，几辆
出租车都闪着“空车”的
标志灯驶来，而那些年轻人却还拿着手机
在张望他们叫的车，这时我就会感到窃
喜，上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

其实，换一种思维你也许会发现，专
车虽然高级，司机往往不苟言笑，我曾收
到过对专车司机的测评，和乘客聊天是
其中的一个“缺点”。普通的网约车，司机
可能随和一点，但他们往往是导航的奴
隶，对城市没有一点了解。在他们心中，
城市就是从 A 到 B 的一个个点，心里并
没有“路”的存在。他们可能开了很久，对
城市仍然一无所知。

出租车司机却是城市的主人。他们啰
哩啰嗦，有时候骂骂咧咧，这不是很好的
服务态度，但却有一种只有本地人才有的
热度。他们对城市了如指掌，大多时候对
导航嗤之以鼻。城市的更新很快，这让他
们的经验很容易过时。但是，他们更愿意
向同伴求助，而不是使用导航。他们心中
始终有一张地图，要自己手动完成更新。

在城市中，再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像出租车
司机这样，和城市保持同步。

事实上，如果愿意了解下他们，我们
在车上可以听到很多。有一个下雨的夜
晚，我听一个师傅在和他的妻子发微信
语音。“这边雨下得挺大，等我把这个师
傅送到，我就收车回家啦。”“今天跑了多
少？”“很一般，还不到七百。”“没事，还可
以，快回来吧。”“你想不想吃点什么呢？
串串香这些。”“不啦，我困了。”我扭头看
了师傅一眼，他四五十岁的样子，但是却
像一个刚谈恋爱的年轻人一样，脸上写
满了温柔。

这并不浪漫，而是一个普通家庭的
真实情感，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行驶
在城市的道路上。七百元，是一整天的收
入，其中还包括份子钱和油钱，真正属于
自己的“利润”少之又少，但是即便是一
点收入，也需要他们驾驶 10 个小时以
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还能做到温
柔，内心该有多少爱呢。

不是每个司机都能这么幸福。前几
天的一个晚上，天还比较凉。我上了一辆
出租，发现车窗竟然是开着的，我随手摇
上，师傅又把它开了一个缝。正在感冒中
的我，感到一丝不快。但是司机似乎没有
注意到我的情绪，开始抱怨起来，“现在
生意真是太差了，你看这多少空车啊。”

我只能随便附和两句，“现在谁都不
容易呀。”师傅却像是受到了触动：“你知
道吗？今天一个师兄开着开着就挂了。”
“什么挂了？你是说有出租车司机今天在
车上去世了？”“是的，就是今天下午，在
牛市口。这样的新闻媒体可能不会报
道。”师傅降低车速，打开他的微信群，点
了一个视频给我看。视频中，一辆出租车
停在路中间，交警正在处理。一个声音在
喊：“走喽，光荣退休喽。”师傅提醒我，
“走喽”就是死了。他给我看一张照片，是
那个司机的执照，照片中的那个人，白白
胖胖。“才四十多一点，还有点帅气，太可
惜了。”

在出租车司机群中，这一定是一件
大事。接下来的路程，师傅行驶得很慢。

他一直在关注微信群里的事情，有视频，
更多是语音。在这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
大城市，媒体没有注意到这个司机的离
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对司
机来说，这就不只是一个悲伤的消息，它
还意味着很多。一个同行死在工作岗位
上，总是让人震惊。

我要下车了。师傅意犹未尽，他再次
点开视频。我关上车门的时候，听见师傅
说：“他一定是一直开着空调，这样暖和，
但是很闷。”说着，他又把车窗摇下一点
点，仿佛也有点喘不过气似的。“对的，要
注意休息，别开太久。”我安慰他。这个晚
上，他一定是吓着了，想找人聊聊。他调
头驶开，我没有马上离去，看着他的尾灯
闪烁，那也是属于这个城市的光亮。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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