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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

田的叶子。”1927 年朱自清这篇著名的《荷

塘月色》，如今在凤县的“荷塘映月”主

题公园中再度得以重现。

该公园是嘉陵江国家湿地公园的一部

分，漂亮的凉亭、廊桥，颇有南国风光的

睡莲摇曳，塘中蝌蚪游弋，巨幅的书简上

镌刻着《荷塘月色》节选的名段，风光尤

为旖旎。

从去年 9 月至今年底，凤县计划总

投资 1.4 亿，打造“秦岭花谷”，对境内

212 省道沿线 4 镇 17 村的道路林带、铁

路坡面、农田水系、村庄社区、游园景点

等进行绿化美化提升、农业产业综合开发，

走生态富民之路。

“月亮、星星、高喷”不再是凤县仅有名片

“从 2008 年开始，凤县的旅游成为县

域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凤县也一跃成为陕

西十强县。然而，4 年多过去了，游客对

凤县已有景点的审美疲劳，同质化的竞争，

都促使着凤县一定要打破瓶颈，为旅游业

破局。”凤县林业局副局长毛忠生说。

十八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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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

“九山半水半分田”，当凤县的决策者把“生

态立县”作为本县的最终发展战略时，就

注定了这条路的不凡。

近年来，凤县立足资源优势，将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相继建成六大景区、五

大公园，打造了山体亮化工程、亚洲第一

高喷、《凤飞羌舞》民俗情景音画剧等一

系列精品旅游产品。

随着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景区周边

群众依托交通优势，培育特色农业和养殖

业，休闲农庄、特色农产品等走俏，农民

收入持续增加，但距离景区较远的地区却

难以从旅游发展中直接受益。

另外，虽然凤县的森林覆盖率近

80%，但境内现有的绿化为一般公路基础

性绿化，观花植物种类少、数量少，景观

效果不强，与“生态凤县、七彩凤县、旅

游强县、国家园林县”的“四县战略”总

体目标依然存在差距。凤县的“生态立县”，

依然存在问题亟待解决。

“我们的旅游亮点到现在还是‘星星、

月亮、高喷’，已经持续了三四年时间。

旅游是眼球经济、亮点经济，要继续保持

旅游产业的优势，必须要有新的亮点。”

凤县县长郑维国说。

2012 年 4 月 26 日，宝鸡市委书记唐

俊昌在考察凤县经济社会和旅游产业发展

凤县一直在变，从美丽
夜景到秦岭花谷。

凤县也一直没变，那就
是不断解放思想、敢于独辟
蹊径，在县域经济发展上勇于求变求新
和善于求变求新的理念和干劲。

有一句话叫变不离常，常变常新。
在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
出一条规律，越是经济有活力的地方，
发展的理念和创新就越多；那些固守沿
袭，一味求稳的地方，坐等靠要的思想
就比较严重。变，是立足实际，打开视野，
对现有局面和发展定势的一种突破和创
新。不变，是发展的目的、方向和百姓
利益不能变。我们可喜地看到凤县的创
新和发展，就始终紧扣着这两个方面。

为百姓谋出路，不与百姓争利益。

凤县在求新求变中，始终把群众的利益
放在考量的范围。我们在秦岭花谷的动
员会上，听到了这样的表述：秦岭花谷
建设既可增加人气，又带动了产业，可
以使更多的群众享受到旅游大发展带来
的实惠。近几年旅游发展的实践表明，
旅游景区周边的老百姓都增收致富了，
腰包鼓起来了，但距离景区较远的地方
却难以从旅游发展中直接受益。秦岭花
谷的建设就是凤县在县城和核心景区的
基础上，向周边延伸的体现，目的就是
让更多的百姓受益于全县的发展。

变，不等于不讲条件，脱离实际的

胡折腾、乱折腾。凤县的所
有创新，都是紧密结合当地
实际、因地制宜、科学论证
的结果。坐拥秦岭腹地、嘉

陵江畔，发展旅游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但是仅有优势是不够的，所以才
有了一年一个亮点的旅游营销。把整个
县域做成大景区，既考虑到当地实际，
又照顾到百姓利益，让更多群众享受到
县域发展带来的实惠，这是凤县所有变
的核心和驱动。

变，需要勇气和智慧，不变，则什
么都不需要。凤县几年的发展告诉我们，
不是能源县也可以把经济做强，不靠大
都市也可以把旅游搞好，关键就在于有
没有一种解放思想，不等不靠，求变求
新的理念和魄力。

一个县的变与不变
□贺小巍

情况时为给凤县“把脉”：“凤县的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以特色

文化来满足游客的探索需求。”

“差异化道路如何走？应该打造什么

样的特色文化？”这是凤县县委、县政府

苦苦思索的核心问题。经过调研论证，聘

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西安市植物研究所

的专家整体规划，凤县“秦岭花谷”的设

计方案逐渐浮出水面：着力建设“生态家

园示范村”，对宝成铁路沿线坡面进行全

面绿化，嘉陵江水系护岸林全面贯通，6

个千亩农业产业园，村庄绿化美化全覆盖，

“森林围镇”，镇区全绿化。

通过近 4 个月的专家评审、实地测绘

等工作，工程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于 2012

年 9 月份敲定。凤县县委书记张乃卫欣慰

地说：“秦岭花谷以‘科学、求实、创新’

的思想为统领，既是突破凤县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瓶颈的法宝，又是进一步优化生

态文明建设的抓手，更是一项民心民生工

程。”

四季花香、立体可感的“全天候会客厅”

摇曳的紫色薰衣草，香气宜人，这里

是位于凤县东河桥村的千亩薰衣草庄园。

张博清是陕西时代力拓环境工程公司

的经理，这个总投资 6000 万的项目即由他

负责。“我们在这里规划了长青苗圃、法

式田园接待中心、伊甸园水果采摘区、维

纳斯云顶公园、天鹅湖休闲垂钓区等去处，

总体规划 3600 亩。工程进行到二期后，会

形成薰衣草种植，干花加工，精油生产的

立体产业带，创造可观的经济和生态价值。”

“总投资 1.4 亿，对凤县来说确实不

是小数。去年凤县的财政收入为 3 亿元，

一下子支出这么多钱，肯定有困难。所

以我们采用了政府带动社会资金，分批

分期推动的办法。”毛忠生说。目前，凤

县“秦岭花谷”完成投资 5000 余万元，

其中政府投资 2000 余万元。凤县林业

局通过招标，确定了 11 家绿化公司对沿

线的铁路坡面、林带等进行绿化美化提

升改造。施工工程队负责垫付工人工资，

两年期满，植物成活率达到标准后，县

财政予以支付。

驱车渐至凤县县城，在铁路坡面上为

月季花苗加盖防护网的工人引人注意。62

岁的凤州镇桑园村村民朱荣在这里已工作

2 个多月，“今年家里的花椒绝收，苹果也

受灾了，收成不会有多少。娃要上学，钱

一分也少不了。多亏了县上，让我们来这

里干活，一天 90 块钱，一季下来一个人

工费有 5000 左右，这笔钱才让我们渡过

难关。”

“从原来的造林，到现在的造景、造

绿、造富，‘秦岭花谷，美丽凤县’的口号，

是立体可感而又可触可摸的。”毛忠生说。

一路走来，这样的月季观赏区，金丝柳、

鸢尾花、柏树，立体修剪的冬青，在 212

国道沿线比比皆是。

“秦岭花谷”整体建造完成后，早春

腊梅含春屹立风中，3 月红叶碧桃、连翘、

迎春花盛开，4月樱花、锦带绚丽，5月石榴、

鸢尾、香花槐吐芬，6、7月紫薇花蕊绽放，

9 月后格桑花、梨花、太阳菊、蝴蝶兰均

渐次开放。整个花谷四季芳香，常绿有花，

配上嘉陵江水和秦岭山脉，美不胜收之境，

令人思之即觉心旷神怡。

“生态产业致富黄金带”环抱百姓

“今年五一期间，凤县的旅游人数已

经超过了 12.6 万人次，比去年五一有所

上升。应该说，秦岭花谷的建设已经见到

了实效，成为凤县旅游产业新的增长极。”

凤县旅游局局长王勇这样说。

红花铺镇草凉驿村是凤县山区移民安

置点，走入这个村庄，中心广场设施齐备，

庭院整齐划一，鸡犬之声相闻。村上新建

成了 28个花坛，准备在来年种植紫藤、木

香、金银花、葡萄等藤本攀援类植物和花

卉。村民罗小林说：“秦岭花谷建设，让我

们的村子将更漂亮，更吸引人。”村支书魏

龙利这样规划：“我们村将围绕‘驿站’主

题，发展驿站文化餐饮休闲产业，围绕草亭，

开展休闲茶廊、购物长廊等建设。”

东篱菊谷、荷塘月色、红花风情、凤

州古城、西庄码头，沿着 212 国道，这五

大片区依次出现，色彩冲击，林木茂盛，

花香四溢。同时，凤县将农业种植与乡村

旅游结合起来，按照“集中建园、辐射发

展、沿坎栽植、屋旁补充”的思路，启动

了秦岭花谷农业产业建设项目，沿 212 省

道种植油菜、樱桃、核桃、花椒、苹果等

特色农作物，以油葵、柿子等特色作物作

为点缀。休闲农庄中经营“凤州蒸菜”、“嘉

陵河鲜”、“豆腐宴”等特色美食品牌。人

在园中、花果环绕的“百里特色农业产业

长廊”逐渐成形。

“自从凤县脱离了几十年赖以生存的

铅锌、黄金矿产‘依赖症’后，县委、县

政府超前谋划长远发展，积极构建新的

接续产业，打文化牌、唱生态戏，不拼资

源抓生态、不比速度促和谐。”郑维国说。

逐步让地下矿产资源开发与地上山水资源

利用并重，推进文化与旅游、特色农业与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实现资源优势向生态

优势的转化，是“凤县模式”的重要诀窍。

“秦岭花谷的建成将把凤县打造成为四季

常绿、季季有花、生态优美、产业繁荣的

精品生态景观长廊，旅游休闲通道和产业

致富黄金带。”

美丽生态、产业黄金带，最终的目的

还是促进百姓增收。“秦岭花谷”计划绿

化面积 8699.38 亩，栽植各类苗木 158 万

株。在建设过程中，凤县当地的劳动力就

地转移，参与秦岭花谷建设，也增加了当

地群众的劳务性收入。凤县重点规划建设

10 个生态休闲明星村，6 个乡村旅游重点

村和 5 个农业综合产业的观光园，力争在

2013 年让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0000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9600 元，

实现生态环境和富民的双提高。

春赏绿、夏看花、秋品果、冬踏雪，

农田、水系、坡地、山脊的立体花谷，给

去凤县的游客新的动力和探求欲望，也为

凤县的百姓带来了由衷的实惠。

“秦岭花谷”：县域经济又出新招
——凤县建设七十公里旅游长廊调查

□ 陕西日报记者 李龙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