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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花谷 绽放在山水凤县的文明花
□秋夏成 田俊雅

美哉 ! 嘉陵江畔沿线的青山绿水之
间，一处处花海美景醉人心扉，波斯菊、
格桑花、马兰花、黑心菊、小丽花等 30 多
种高山花卉以旖旎柔曼、粉嫩鲜艳之势向
人们诉说着“花谷”的迷人画卷，秦岭群
山顿时处处风光、满目美景。
妙哉 ! 道路林带、铁路坡面、农田
水系、村庄社区、游园景点，个个都是生
态巨笔的美化之处，处处体现着匠心独具，
沿线 10 个生态休闲明星村、 6 个乡村旅游
重点村、 5 个农业综合千亩观赏园，已经
被 4000 亩中的 80 多万株花卉苗木巧妙融
为一体，村落、群山、鲜花、游人……构
成了一幅幅的仙境般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
开 , 她向世人招手示意。
乐哉 ! 它是游客休闲游玩的“游乐园”
，
它是群众致富增收的“黄金带、它是凤县
生态经济的“新引擎”
、它是建设美丽陕西
释放的“正能量”
，它处处传递出人与自然
的和谐音符，在这里将绽放出鲜花的笑脸、
游客的欢颜、村民的幸福……

覆盖，这些奖项荣誉的背后，是实实在在
的改变和效益。
“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
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新时代。
”这是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令
人充满激情和期待的号召，凤县的“生态
立县”战略与十八大建设美丽中国的“五
位一体”形成了完美的结合，凤县人成为
了独具慧眼的先行者。

填土、去污、栽花……一片大干快干的热 生态旅游品牌为宗旨，以塑造古羌文化为
闹场面。
灵魂的文化旅游王牌，高标准建设，大手
常言道：种花难，护花更难。开年 4 笔营销，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生态建设和文
个月来，凤县万名干部群众投身“秦岭花 化传承的治理保护工程。目前，凤县拥有
谷”建设，
在 212 省道凤县段的道路、
峭壁、 各类旅游景点 30 多处，其中以 5A 级标准
沟壑种植了 17 万株红梅、
紫薇等珍贵花卉。 打造的古羗旅游产业示范区和凤飞羌舞等
然而，天公不作美，近期持续干旱，这些 中心的古羌文化产业群不断壮大，以国家
花木若继续“口干舌燥”
，不出一个月，必 4A 级凤凰湖景区，3A 级的通天河国家森
然“红颜薄命”
。 于是，县林业局立即调集 林公园景区和嘉陵江源头景区，还有秀美
300 名精兵强将，组成“护花使者连”
，每 的紫柏山景区等生态主题景区，使凤县的
“秦岭花谷”续写生态传奇
日 7 时至 24 时，不间断为花木解渴，至 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在和谐统一上持续发
变了。举目四望 , 山更绿了 , 水更清 少浇灌 1000 吨水，必要时加班加点。
力。
了 , 凤县“生态立县”建设效果显著。
4 月 10 日零点，记者在草凉驿村建设
凤县现已初步形成了 “以生态旅游为
盯住这一座座“宝山”
、
一股股“银水”, 工地看到，虽是漆黑的深夜，但 11 台洒 基底，文化旅游为灵魂，乡村休闲旅游为
大气魄的凤县人还要有大作为，县委书记 水车满载甘霖，穿梭于 212 省道凤县段， 特色的综合性、复合型旅游新产品，快速
张乃卫告诉记者：
“我心中的凤县是彩色的、 对即将“干枯”的 17 万株宿根福禄考、 提升了生态文化旅游的品质和综合竞争力。
亲水的，加快建设现代化生态田园的凤县 马蔺、红叶李等花卉进行施救。红花铺镇 使得这个具有江南水韵的秦岭明珠旅游产
是未来几年发展的战略定位，形成生态经 草凉驿村村民黄军说：
“有他们的这股劲， 业展翅高飞，2012 年，全县接待省内外游
济 , 助推旅游产业”
我相信这些花会越长越好。
”
客 311.2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4.8 亿
尽管一个山清水秀的绿色凤县令人神
位于黄牛铺镇的宝鸡安盛环境有限公 元，分别是 2006 年的 22 倍和 58 倍。因此
往，游客到凤县旅游的兴趣始终不减，但 司决定在该镇建设占地 300 亩的法式薰衣 凤县的国字号金名片纷沓而至：中国生态
是还存在着观花植物种类少、数量少，尤 草庄园，为“秦岭花谷”再添异国风情， 文化旅游强县、中国最佳羌族民俗风情文
矿业大县的绿色转身
其是夏秋季节开花植物更少，花色单一， 由于缺少劳力，眼看着购置的薰衣草幼苗 化旅游名县、中国最美小城、国家级水利
决策者的眼光历来是需要境界和胸怀 布局分散，难以形成鲜明的规模景观，原 一点点枯死，数万元幼苗款将要打水漂， 风景区等十二张，同时也实现了由省定贫
来支撑的。当决策者把“生态立县”提到 有的景色、景点，缺乏立体感等缺憾，易 这下可急坏了公司负责人张博清，县林业 困县向全省十强县、西部百强县的历史性
战略高度来定义时，注定了这条道路的艰 使游客产生审美疲劳，从而改变这种现状 局和黄牛铺镇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积极 大跨越。
辛，也绘就了绿色画卷的美丽蓝图。
迫在眉睫。如何打造凤县旅游的新亮点， 组织了 80 余干群义务劳作，栽植 20 多亩
2013 年，凤县继续打造生态文化旅游
凤县是一个因矿而兴的资源型县区， 建设唯一性、排他性、不可复制的旅游产品， 薰衣草，挽回企业经济损失数万元。
名城为目标，加快完善古羗文化旅游产业
全县财政收入的 85% 以上来自工矿产业， 是实现旅游“天天升温”的关键，这成为
而在凤州镇白石铺村的建设现场，该 示范园区的建设，提升改造《凤飞羌舞》
但近年来，资源依赖型的县域经济发展方 萦绕在县委、县政府决策者心头的一件大 村 30 多名妇女组成了女子“突击队”
，
放苗、 实现生态实景演出，着力提升“中国最美
式逐渐显现出后劲不足，同时面临着处处 事。
培土、浇水动作娴熟又规范，成为一道靓 小城”的品位和内涵，快速推进 “秦岭花
采挖，村村冒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
去 年，4 月 26 日， 市 委 书 记、 市 人 丽的风景线。队长杜宝华抹着脸上的汗说： 谷”生态旅游建设进程，倡导“七彩凤县—
恶化的苦果。一位老干部说凤县过去是：
“挖 大常委会主任唐俊昌深入凤县考察调研经 “花谷建设是惠民好事，环境好了，游客多 秦岭氧吧”的养生保健最佳旅游地。
了一批洞，毁了一条河，冒了一股烟，黑 济社会和旅游产业发展情况时给凤县把脉， 了，咋也发展农家乐、销售农产品，赚钱
3 月 24 日，宝鸡市长上官吉庆深入凤
了一片天。
”
提出：
“凤县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要走差异 的门路就多了，富裕日子离咋也就近了。
” 县调研项目建设，当看到 212 省道一路被
面对矿产发展的生态环境之困、
“种 化发展道路，要以特色文化来满足游客的
县林业局局长张永程告诉记者：
“今年 “秦岭花谷”的绚丽美景所扮的五彩缤纷时，
田不得甜”之忧和百姓的贫困之愁，县委、 探索需求。
”
开春以来，为了抢抓植花造景的最佳时机， 称赞凤县所走的差异化道路值得其它县区
县政府重新打量了这片土地。于是，生态
“我们用经济学和生态学的理念美化秦 选调了 12 个建设工队，日上工人数 235 人， 借鉴，实现了绿色发展、和谐发展。
立县被提上战略高度，成为县域经济发展 岭山谷 , 不但要栽出富裕农民的‘绿色银 机械台班 86 个，抽调 12 名技术人员到施
县长郑维国表示，
“秦岭花谷”的建设
的“四大战略”之一，给“旅游兴县”战 行’, 还要培育以“花”为特色的可持续 工点进行指导”
。
是与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游客休闲旅游、
略开路，为“工业强县”战略护航。凤县 的旅游产业资源。
”县长郑维国面对旅游产
在这场生态建设中，球鞋、铁锨、遮 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结合相关的，打造这张
县委书记张乃卫深有感触地说：
“如果思路 业发展新态势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凤 阳帽成了凤县机关干部的“三件宝”
， 戴上 好的名片很不容易 , 因此我们就是要多渠
再不转变，资源将难以为继，环境将难以 县的决策者经过、考察、论证，创新式地 遮阳帽，换上球鞋，拿起铁锹深入田间地 道、多层面、多轮回、高密度地宣传推介，
容纳，发展将难以持续，我们要按照科学 提出：
“培育一片幽谷花海 , 打造一道产业 头、荒山野岭植花播绿；群众更是背上干 让更多地人来看花、欣绿、品果、踏雪。
”
发展观的要求，实现黑色经济向绿色经济 致富的黄金带 , 形成一个精品旅游休闲通 粮，麻乎乎上山，热乎乎一天，黑乎乎回家，
凤县人经过半年多的奋战，花谷已见
的转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
道产业”
，让“七彩凤县”走上科学发展的 他们一干就是十天半个月。这种
“凤县精神” 成效。3 月 21 日，在位于凤县红花铺镇永
按 照 建 设 山 变 绿、 水 变 清、 人 变 富 “生态立县”发展之路。
浇筑的“生态梦”
，犹如一把永不生锈的铁 生村的“秦岭花谷”荷塘月色景点摄婚纱
的宏伟构想，改山治水、造林绿化的大幕
经过 4 个多月的科学规划、实地测绘、 锹，使开在秦岭山谷中的花朵娇艳欲滴。
照的周宏、王晓兰夫妇，脸上荡漾着幸福
被 越 拉 越 长。 近 年 来， 累 计 投 资 2 亿 多 专家评审等工作，去年 10 月份， 一个醉人
截至目前，秦岭花谷共完成 212 省道 的笑容，王晓兰惊叹道：
“这里的风景实在
元，累计完成绿化长度 1563.65 公里，绿 心扉的 “秦岭花谷”生态旅游致富产业项 沿已栽植梅花、红叶李、樱花等花卉苗木 太美了 ! 在这里拍婚纱照，一点都不掉档
化总面积 16.7 万余亩，栽植各类绿化苗 目开工建设，总投资达 1.4 亿元，对境内 6.4 万株；嘉陵江水系绿化栽植柳树大苗 次 !” ，
‘秦岭花谷’的美景完全超出了我
木 1347.38 万株。如今凤县的路绿了，建 212 省道沿线 4 镇 17 村的道路林带、铁 2869 株、广玉兰 900 株，修整花草种植土 们的想象”
。放眼望去景区内古色古香的水
成了“双岭双路百公里生态长廊”
、双唐红 路坡面、农田水系、村庄社区、游园景点 地 5600 平方米；17 个绿化重点村庄全面 车、荷花观赏、鱼塘垂钓被盛开正艳的鲜
旅游专线等五条生态路，形成了沿路成林 等进行绿化美化提升和农业产业综合开发， 开工，累计新修花坛 5220 延米、维修花坛 花装扮下，显出了江南意境的浓浓乡村田
成景、沿江瓜果飘香的千里绿色长廊；凤 重点建设 10 个生态休闲明星村、 6 个乡村 2400 余延米、清理平整 16320 平方米，栽 园风情，只见游客们纷纷来到这里，或依
县的水清了，建成了嘉陵江源国家级水利 旅游重点村和 5 个农业综合产业观赏园， 植乔木 4290 余株、栽植灌木 33.16 万株、 或靠，用相机、手机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的
风景区、嘉陵江国家湿地公园和县城嘉陵 计划绿化面积 8699.38 亩，栽植各类苗木 草本花卉 9.4 万株；五大观赏园规划、土 瞬间。
江“一江两岸”景观，以及秦岭岭南公园、 158 万株，让秦岭至凤县县城百余里的峡 地已经全部到位，
已栽植早熟樱桃 10330 株、
一江碧水 , 两岸花海 , 羌族故里 , 万
迎宾湖、凤凰湖及西庄 25 万平方米的风 谷中种满各种各样的花卉和果树，根据四 核桃 1180 亩、花椒 1294 亩、苹果 400 亩， 年文明——一幅生态凤县的大美图画正被
景水面；凤县的百姓富了，生态建设和造 季变化开出不同颜色的花朵，呈现出春华 油菜花建园 1345 亩，建设苗木花卉 780 亩。 描绘地愈加绚丽多姿，这朵开在秦岭幽谷
林绿化的不断深入，凤县的旅游持续升温， 秋实的效果。
中的生态文明花，在“凤县精神”的浇灌
文化生态驱动旅游腾飞
农家乐、农业观赏、农林特产品等成为旅
从去年 10 月开始，县林业局、水利局、
下已经生根发芽，在不久的将来繁花将映
游消费的战场，植绿造景带来的“添富” 农业局等建设主力军，从招标确定 11 家绿
近年来，凤县高举保护生态与传承古 红游人的脸庞，花香将飘满三秦大地，果
效应日益凸显。
化公司，到沿线 15 个水系绿化点的施工， 羌文化大旗，着力打造特色生态文化旅游 实将惠泽民生。
因此，凤县先后荣获全国森林资源和 再到调运种子、联系苗木，制定技术要点， 产业，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和文
党的十八大浩荡的“生态春风”给这
林政管理示范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 安排技术人员分赴相关镇村开展技术指导， 化产业繁荣，更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片沃土注入了“雨露”
，凤县人将继续沿着
设县级先进单位、全国封山育林先进单位 全力推动秦岭花谷建设……
凤县的视野是跳出县域局限发展旅游，“生态立县”战略一路高歌，使这张生态名
等荣誉称号，并成功创建为国家园林县城、
从黄牛铺镇到双石铺镇，再从西庄村 为了使这个朝阳产业业异军突起，近年来， 片，变得更靓丽 ; 这张文化名片 , 变得更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实现了省级生态镇全 到东河桥村，一路 4 镇 17 村处处都是割草、 以打造“七彩凤县——大秦岭会客厅”的 具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