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 月 21 日，记者

从我县召开的宝鸡文化旅游节

筹备会上了解到，5 月 29 日晚，

在我县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园

演艺中心，将举行宝鸡市文化旅

游节开幕式暨凤县古羌文化旅游

产业示范园开放仪式。届时，我

县还将举办 10 余项精彩纷呈的

文化旅游活动。

自 2012 年开始，宝鸡市文

化旅游节由各个县区轮流承办。

由我县人民政府承办的本届旅游

节，为期 5 天，将包括宝鸡市

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凤县古羌文

化旅游产业示范园开放仪式，文

化旅游商品展销，“美丽宝鸡行”

百家旅行社、媒体记者采风踩线，

民间文化艺术节和“品周秦文化，

游灵秀宝鸡”五大主题活动。此

外，旅游节期间，我县还将举办

新版大型民族山水实景剧《凤飞

羌舞 · 古羌新韵》首演，艺术

作品专题展，热气球体验项目，

漂流项目，街头羌舞互动和羌族

民俗展演等多项精彩纷呈的文化

旅游活动。

筹备会上，县委常委、常

务副县长张选会宣读了《宝鸡市

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凤县古羌文

化旅游产业示范园开放仪式工作

方案》，从综合协调、宣传营销、

旅游活动、安全保卫、环境保障

和后勤接待等六个方面对活动任

务进行分解、细化，明确工作任

务，夯实工作责任。县委副书记

张新科要求，本次活动要将工作

重点放在环境卫生、应急预案、

宣传报道、后勤保障、旅客安全、沟通协作上面，

主动衔接、通力合作、查漏补缺，把问题消灭在

萌芽，确保各项活动顺利进行。

县长郑维国强调，此次旅游节活动的开展，标

志着我县文化旅游产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也是提升我县文化旅游形象，扩大对外宣传的良

好机遇。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以高标准

筹备各项。活动期间，各相关单位要强化责任意

识、协同作战，积极做好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和氛

围营造工作，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市县要

求，务求实效、厉行节俭，并要进一步强化安全

意识，落实责任，认真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确保活动安全、高效、圆满成功。（本报记者 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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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花点心思，把我们的县城扮靓些，

迎接客人。”日前，进入我县城区的各个交

通路口一派繁忙，能工巧匠们一边忙碌着

架起倒计时牌一边说。走进古羌文化旅游

产业示范园内，漂流码头、萨朗湖、石头

羌寨等核心景点建设工程已全部结束。目

前，旅游节会的各项筹备工作都进入紧锣

密鼓的最后冲刺阶段。

5 月 21 日，在旅游节筹备会上，县长

郑维国向全县干部群众发出号召： “此次旅

游节是提升凤县文化旅游形象，扩大对外

宣传的良好机遇。我们一定要把这次节会

办出特色、办出风格、办出影响，把最完

美的凤县奉献给游客！”

县长的信心，来自于凤县人善于办节

会的经验和能力：连续五年举办的古凤州

生态民俗文化旅游节、花椒采摘节、金秋

红叶观赏节、羌历年庆典等活动影响深远；

2009 年兵超联赛决赛、2011 年全球旅游小

姐大赛、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012

年小曾演唱会、容中尔甲走进七彩凤县等

大明星也曾云集我县，让这个小山区屡屡

成为各大媒体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

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目前，县宣传

部门已经在新华网、凤凰网等各级网站和

电视台发布相关节会举办信息；212 省道、

西宝高速、城区和景区的立柱广告、电子

屏上，甚至是宝鸡市所有出租车车载 LED

广告屏上，都在向省内外游客和各界人士

告知该活动的详实安排；天水、汉中等 22

个周边大中城市的凤县旅游办事处，也纷

纷通过举办图片展、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

发布着这一消息。

为了塑造一个亮丽洁净的凤县，园林

环卫局和林业局对省道沿线和城区的绿化

林带进行了补植，对广场卫生、公厕等场

所进行整体保洁，以整洁、畅通、优美的

崭新形象喜迎旅游节会；综合执法局、环

保局和爱卫办对城区村庄、公路沿线、旅

游景区开展了一系列集中整治行动，使市

容市貌得到了全方位地净化。

为了打造一个安全畅通的凤县，公安

局拉开巡逻防控网、快速反应应急防控网、

社会应急救急网，为节会期间的社会稳定

保驾护航；交通运输局详细制定运输方案，

安排充足运力，为广大游客提供及时、方便、

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文物旅游局精心

组织了 300 多名旅游志愿者分布于公路沿

线、城区入口、景区景点，为游客介绍旅

游景点、旅游线路、旅游活动等。  

为了展现一个舒适精彩的凤县，古羌

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园周边的群众也积极行

动起来，对房屋内外装修和卫生清扫，确

保民居格调与景区建筑协调、融合；羌族

艺术团的 300 多名演员更是从每个舞蹈动

作、表情精心雕琢，加班加点的鏖战在舞

蹈训练场。桥头庄村农家乐业主沙俊英告

诉记者，他们已经做好了菜品储备、卫生

保洁等工作。旅游节期间，将以当地羌菜

八大碗为主，给外来的游客送上价廉美味

爽口的佳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县正以一种

环境优美、秩序井然、平安和谐的形象，

呈现在人们面前，热情迎接五湖宾朋。

本报讯  5 月 20 日上午 8 点，我县紫柏山—灵官峡—嘉

陵江漂流免费直通车正式启程，首日共有 30 多位游客“搭车”，

乘坐免费直通车旅游比自驾游节省费用近 100 元。

据了解，近年来，我县旅游市场的“散客化”发展十分

迅速，免费直通车的推出，不仅打破了景区之间空间及时间

上的限制，为散客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交通，省时省力又省

钱，便民又惠民，同时也利于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有序的整合，

使人们的出游更加实惠、便捷。

据县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游客购买景点门票，就可以

免费乘坐该直通车游览景区，免费直通车每天一班，早上 8

时在中苑香格里拉酒店停车场准时出发，各位游客可在县内

各大酒店报名乘车。同时，直通车里，地图、药箱、针线包、

杂志等一应俱全。                       （本报记者 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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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直通车免费送游客

在青山绿水之间，一座古羌寨拔地
而起，萨朗湖、羌文化演艺中心、世界
第一高碉楼……这个古香古色的建筑群，
使秦岭群山顿添光彩，嘉陵江灵气大增。

山水有灵性，草木总关情，它们一
定聆听到了凤县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
济结构、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建设的铿锵
足音……

近年来，尽管月亮之城、凤凰之城

依然令人神往，游客到凤县旅游的兴趣

始终不减，但是旅游毕竟是眼球经济、

亮点经济，要继续保持旅游产业的优势，

必须要有新的亮点。

未雨绸缪的凤县人，敏锐地捕捉到

了凤县旅游产业的灵魂，那就是作为羌

族人聚居之地，必须大力传承和保护古

羌文化，唱响“羌族故里”，才能让凤县

旅游“天天升温”。于是，立足于“国家

级文化产业示范区和国家 5A级景区”的

标准，以景区建设和城乡统筹相结合，

民族风情和生态园区保护相结合的方式，

在嘉陵江畔建设一个独具特色的古羌文

化旅游产业示范区的全新发展思路，也

随即跃然纸上。

说干就干！ 2010 年，县上成立了古

羌文化旅游产业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

县长亲任组长，水利局、建设局、林业

局等相关部门全方参与，对古羌文化旅

游产业示范区建设给予统筹规划与指导。

这一年，作为项目建设的具体负责

人——水利局局长石方领着一班人进驻

当时还一片原始、荒凉的嘉陵江岸边。

从那时起，石方这个年过半百、敦敦实

实的关中汉子与全体干部一起，鏖战在

嘉陵江畔，凤县旅游打造核心区的战斗

由此拉开序幕。面对新景区、新任务，

石方对干部发出铿锵誓言：“不打造出

具有震撼力和吸引力的旅游景区决不收

兵 !”

有特色才有吸引力，特色是景区建

设的生命线，更是首要标准。该示范区

上接县城凤凰湖旅游互动区，下连灵官

峡自然风光区。规划区面积 1.06 平方公

里，建设用地 738.7 亩，总投资达到 8.5

亿元。示范区主要由沿江古建群、金沙

古城、灵官峡漂流、石头羌寨、羌族风

情园五大板块组成。石头羌寨是示范区

的核心和标志性建筑，位于示范区西部，

灵官峡入口处，规划面积 242 亩，投资 

1.8 亿元，分为羌文化体验区、羌族商

业街、亚洲第一高碉楼、羌文化展览馆、

羌寨民居、萨朗湖等，建筑总面积达到 

4 万平方米，是古羌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核

心区域。

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区筑巢引凤

效应渐增，先后吸引了西安中发置业、

西安恒信集团、宝鸡佳庆房产等有识客

商的投资加盟。经过四年的精雕细琢，

这颗嘉陵江畔最璀璨的宝石闪烁出了耀

眼的光芒：碉楼博物馆拔地而起，萨朗

湖波光粼粼，金沙古城雕栏玉砌，“嘉陵

江第一漂”惊险刺激……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核心区域的羌文

化演艺中心，投资达到 8000 多万元，建

筑面积 7048 平方米，可容纳观众 750 人。

旅游节开幕式上，羌文化民族情景音画

剧《凤飞羌舞· 古羌新韵》将在这里进

行首场山水实景演出。观众坐在室内看

台，在铿锵有力的羊皮鼓声中，欣赏着

翩翩美妙的羌族萨朗，而室外的萨郎湖

犹如羌族少女泛着波光，石头羌寨如同

古朴醇厚羌族汉子静候在萨郎湖边。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凤县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区作为凤

县旅游转型发展的标志性产品，必将为

凤县乃至陕西的旅游发展产生深远的影

响，为凤县这颗秦岭明珠增添最耀眼的

光芒！             （本报记者 刘鸿）

细查严管 护航旅游节
为确保旅游节期间，给来凤游客创造一个干净、

整洁、安全、舒适的休闲度假环境，近日，我县相
关部门先后从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城乡环境
卫生等关键环节，进行集中综合整治。

 县卫生局对各类公共场所持证亮证经营、公共
用品用具消毒制度落实、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卫生
知识培训证明进行检查；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分
成三组对涉及旅游服务各类餐饮门店、农家乐等开
展食品安全大检查；园林环卫局、综合执法局等 13
个部门对城乡各路段乱堆乱放，路边水沟杂物、淤
泥、垃圾，电杆、电话亭、墙面的野广告，路边坡面、
草坪内的明曝垃圾进行了集中清理。  

                                            （本报记者 何鹏）

5 月 29日

闪耀在嘉陵江畔的古羌文化瑰宝
——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区建设历程速写

把最完美的凤县展现给游客
文化旅游节暨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园开放活动筹备纪实

□本报记者  秋夏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