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不仅表现为有助于健康的运动，更难得
的是能使身心得到放松。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经常在假期
暂时离开城市的喧嚣走进大自然为身体和心灵补
氧。这其中，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森林生态旅游就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位于长白山麓、松花江畔桦甸市境内的红石
国家森林公园占地面积28574.6公顷，水域面积
2269公顷，森林覆盖率达84.6%，是我省境内占
地面积最大、森林覆盖率最高、野生动植物最全的
多功能型国家森林公园。然而，直到上个世纪末，
这里还是一片默默无闻的林海，少为人知。在全
国林业转型升级的大潮中，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红石林业局的干部职工，放下手中的
斧和锯，变伐木人为护林人，走发展生态旅游之
路。经过近十年的策划、开发与打造，红石国家森
林公园从无到有，目前已成为集观光游览、休闲度
假、垂钓狩猎、娱乐健身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生态
旅游胜地。

实施战略转型实施战略转型，，启动森林旅游开发启动森林旅游开发

1998年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让人们清醒地
认识到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国家天然林保护工
程随之实施，红石林业局经营区内沿江、沿湖10
万公顷森林被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停止采
伐作业。林业局经营区的木材生产量锐减，编制
内伐木工人过剩，部分设备、厂房闲置，企业生产
经营面临严峻的考验。面对新的形势，林业局积
极探索发展新路，确立了从木材生产转向森林资
源综合开发的全新指导思想，同时依托林区丰富
的旅游资源优势，将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定位
于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

红石林业局局长刘波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
护工程后，红石林业局的木材年产量从42万立方
米降到11.77万立方米，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规划
了四大替代产业，旅游业是其中重要一项。”

打造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红石林业局人做出
了郑重的选择。除了拥有原生态的森林资源以
外，还有长白山下第一湖——白山湖，有东北第一
狭湖——红石湖，有北疆的鱼米之乡——高兴湖，
白山湖通往长白山的松花江黄金水道更是被誉为
东北的“小三峡”。

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各项筹备工作从2004
年开始启动，2005年经国家林业局正式批复设
立，2007年正式对外开放。

在景区道路、水电、游船、接待中心等基础设
施建设上，他们充分利用国家“天保工程”有关
政策，解决自有资金不足问题；他们成立了森林
公园森林防火和资源管护中心，对景区实行统
一管理，原红石林场20名员工划归公园景区保
护部。

在利用好“天保工程”有关政策的同时，他们
还积极争取到国家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700万
元、森林生态解说系统专项资金20万元用于完善
景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红石林业局
还投资3500余万元重点开发建设了森林游吧、杨
靖宇密营、白山湖等景点。2007年6月，他们还
取得“白山湖—长白山水上航线”的独家经营权，
与吉林森工旅游集团白山湖航运公司联合成立白

山湖旅游接待中心，投入5艘旅游船只，共同打造
水路游长白山的“黄金水道”，使红石国家森林公
园成为我省长白山旅游大环线中的一个重要节
点。

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
多的就业机会，有力地缓解了传统林业退化过程
中所带来的就业压力，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2007年，王芳等20人被选拔为红石国家森林公
园景区讲解员，直到今天，她们仍经常会提到对这
份工作的珍惜。新的就业机会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轨迹，她们刻苦钻研业务，精彩的景点解说辞常常
受到客人们的交口称赞。

保护开发并重保护开发并重，，打造生态特色品牌打造生态特色品牌

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不仅必须使珍贵的森林
风景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同时
还应通过合理的生物改造措施，使森林的生态环
境进一步得到改善。科学开展生态旅游，意味着
把环境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最终实现
可持续发展。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地处松花江上
游，白山湖、红石湖两大人工湖是下游各大城市的
主要水源地，环境保护意义重大。开发之初，红石
林业局按照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的要求，坚
持保护、开发、利用相结合的原则，请北京的专家
编制了高水平的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坚持一切开
发工作在规划指导下进行。

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打造旅游精品，实施
品牌战略，以优质产品占领旅游市场、以优质服务
吸引各地游客是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不二选择。
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精心打造和经营着自己的品牌
形象。

针对森林公园内白山湖景区湖水清澈、无任
何污染，周边植被保存完好、无人为破坏痕迹的
特点，他们提炼出了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亲近大

自然，感受原生态”的主题，春观山花夏游湖，秋
赏红叶冬览雾凇。在开发过程中他们加大了保
护力度，禁止在沿湖两岸建设任何设施，减少了
对植被的破坏。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在努力寻找
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最佳平衡点，努力为人
们提供一个回归自然、亲近自然，与大自然和谐
相处的理想之地。

旅游本身就是一种商品，需要进行包装、打造
才能提高知名度。为扩大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知
名度，他们积极与媒体开展全方位合作，经常走出
去开展各种推介活动，利用景区优美的自然风光
吸引影视剧组前来拍片。

旅游纪念品是旅游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浓缩着一个地区的民俗风情，沉淀着一次旅行
的记忆。为了实现旅游纪念品的价值最大化，他
们从商标注册入手，结合电视连续剧《静静的白桦
林》剧情，注册了白桦岭商标，同时注册了和旅游
商品有关联的十六类系列产品。目前贴挂“白桦
岭”商标的旅游纪念品已经投放市场，在旅游推介
会上受到旅行社的推崇。在餐饮服务中他们启动
了为拍摄电视剧而建设的白桦岭饭店，扩大了自
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副总经理张继业认为：未

来园区的发展离不开市场化的道路，必须紧紧抓
住我省打造“大长白山”特色旅游和白山湖水上航
线通航的有利形势，加快景区开发建设的步伐。

发掘文化内涵发掘文化内涵，，旅游唱戏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文化搭台

旅游唱戏，离不开文化搭台。自然景观资源
的原生态特色是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在文化包装
上的最大卖点。深入发掘这一文化内涵，在景
区开发建设上突显这一特色是一个必然的选
择。从原生态中人们感受到的是：林海的浩瀚、
湖泊的纯净、山花的芳香、白桦的圣洁、红叶的

瑰丽、绿色食品的美味、林区人的粗犷和质朴。
集游览、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森林游吧”
能赢得游客的青睐，叶脉分明、七彩斑斓的“百
里红叶长廊”能成为摄影家们的采风基地皆缘
于此。近年来，先后有《杨靖宇》、《关东金王》、
《静静的白桦林》等电视剧在这里采景拍摄，更
是极大地扩大了这里的知名度。

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不仅自然景观瑰丽，同时
还较好地保存了北方森林文化的印记，“放山习
俗”、“大金牛的传说”、“祭江放排习俗”等已成为
吉林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挖掘森林文
化，他们组织专业人员通过近两年的收集、整理，
形成47万字的《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林莽风情》，全
面记录了森林公园的人文历史、人物传说、民俗文
化等。

森工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从传统到现代，构
成了森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园内保留
了采伐班号，供游客了解木材生产的“伐、打、集、
归、装”工艺流程，同时开放了贮木厂、中密度纤维
厂以供参观。如果你想亲自体验植树造林的感
觉，公园内还专门规划了造林地块，游客一家可以
老幼相携挖土造林。

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所处位置是当年抗联英

雄杨靖宇将军战斗生活的重要区域。公园内按
照历史的真实记载，对历史遗迹进行了仿造恢
复，收集整理了抗联战士在这里战斗的事迹及
遗物供游客参观。目前杨靖宇密营景区已经被
确定为东北抗联一路军保留最完整、规模最大
密营遗址，成为经典的红色旅游景点，被确定为

“吉林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吉林省生态文明
教育基地”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莽莽林海作证，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的设立和
发展，是我省林业转型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在
森林生态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旅游业
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红石林
业局人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段人与大自然和
谐相处、共荣共生共发展的佳话。

华 丽 的 嬗 变
——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之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王旭 史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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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是红石林业局转型发展的一个成果。

★在生态特色品牌的打造过程中他们坚持了保护和开发并重。

★对于自然、历史、人文内涵的深入发掘，彰显了景区的独特魅力。

国家森林公园

我国的森林公园分为国家森林
公园、省级森林公园和市、县级森林
公园等三级，其中国家森林公园是指
森林景观特别优美、人文景物比较集
中，观赏、科学、文化价值高，地理位
置特殊，具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的场
所。这里旅游服务设施一般比较齐
全，有较高的知名度，可供人们游览、
休息或进行科学、文化、教育活动。
国家森林公园由国家林业局作出准
予设立的行政许可决定。

新闻链接

白山湖秋韵

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之枫叶红景

到达了阿联酋第二大城
市——迪拜，已是当地时间凌晨
一点半了。一出飞机场，我就感
到扑面而来的热浪，在深夜还有
如此温度，这里的高温果真是

“名不虚传”啊。
迪拜，这个一千零一夜传说

之地的神奇城市，近半个多世纪
以来伴随着石油的开采，在沙漠
绿洲上崛起的一座国际化大都
市、现代化新城，成为中东最富
裕的城市、中东地区的经济和金
融中心。

这里有太多的第一和最高、
最大，也俨然成为了奢华的代名
词。每一个去迪拜旅游的人都
想见识一下七星帆船酒店的奢
华程度。关于七星帆船酒店的
奢华早已有无数人描述过，但给
我印象最深的是酒店附近海水
的湛蓝与透明。进了酒店，发现
它的装潢设计确实很炫富，最特
别的是在扶梯两旁有类似水族
馆的水箱，各式各样的鱼儿在里
面游。到了直梯旁边的一个宽
大区域，可以望见茫茫的海水，
海天相接，很美。另外，这里松
软的地毯图案精美绝伦，踩上去
很舒服。但我们只能参观大厅
和吃饭的餐厅，其他楼层属于私
人空间，不许参观。

用餐之后，我们来到了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商场——
Dubai Mall。这里有大量的奢侈品品牌，许多名牌商品的
价格是你想象不到的。我看好一双鞋拖，结果价格是近1
万元人民币。虽然有些商品也有普通人能接受的价格，但
在国内也有卖，价格也相仿，所以还是觉得不值得买。

出了商场，我们看到了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看到了
号称世界最大的音乐喷泉。下午，我们返回迪拜，车开到了
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岛的棕榈岛上。

迪拜，这座建立在沙漠绿洲上的现代化大都市，除了一
面临海，完全包围在沙漠之中。从满眼翠绿、高楼林立的迪
拜市中心到漫漫无边的黄沙大漠，开车只需10多分钟的行
程。旅行中安排了冲沙的项目，我对这个项目抱有很大期
待，因为之前听说冲沙很刺激，来迪拜绝不能错过。坐上了
开往冲沙营地的越野车，出市区上了一条左右都是沙漠的
公路。进入了冲沙地，开始冲沙，其实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刺
激。导游说是因为后面车里的人害怕，所以整个车队都不
敢快开。

迪拜，这座极具现代风格的都市根植于浓郁的伊斯兰
文化土壤之中。在离迪拜不远的阿联酋首都——阿布扎
比，我们参观了阿拉伯地区最大的清真寺谢赫扎伊德阿布
扎比清真寺。进入这个清真寺之前要经过严格的服装检
查，所有人不允许穿露脚趾的鞋，女士需要用头巾围住头，
要穿长袖、长裤，长裙，一定要长到把脚脖盖住。在迪拜，蒙
着头纱的女人和穿白袍的男人是一大特色景观。

三天的迪拜之行结束了，脑中挥之不去的是这里传奇
般的昨世和今生。一个坐落在沙漠上的梦幻城堡般的现代
都市，奢华和荒凉的对立、传统和现代的反差表现得是如此
的强烈。黑色的石油美元造就了这一奇迹，未来这座城市
的命运会怎样？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来说迪拜
一游既可有对人生命运的感悟，也常能引发对现代物质文
明的种种反思，也许这也正是迪拜的独特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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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晓艳）今年“十一”黄金周的七天长假为
游客提供了充足的旅游观光时间，使防川景区假期接待人
数和单日接待人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7日防川景区接待30103
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9%，为历来防川景区假日接待人
数最高，其中，10月5日旅游人数近6000人，创有史以来
单日接待最高水平。据了解，假日期间，相关旅游管理部门
及景区（点）经营主体推出了70周岁以上老人全额免票、集
体组织的自驾游车队门票优惠等政策，吸引了外地和本地
游客到防川旅游观光。此外，龙虎阁防川边防文化展览馆
和自驾游营地建成并投入使用，提高了防川景区的知名度
和整体接待能力，吸引了众多游客到防川参观游览。

防 川 旅 游“ 十 一 ”创“ 双 高 ”

本报讯（记者杨晓艳 通讯员吕春元 李战强）为缓解旅
游高峰期的住宿压力，为游客提供良好的住宿环境，同时将
发展旅游业的实惠惠及普通百姓，集安旅游局加大力度，积
极扶持家庭旅馆建设。

“十一”前夕，已确定首批家庭旅馆44户，床位400张，
分别位于清河镇文字村、太王镇果树村前湾屯、果树村二
组、小康村。为31户安装了统一的家庭旅馆“标志”，在集
锡公路、集丹公路沿线以及通往各家庭旅馆所在村的主要
路口安装了统一“家庭旅馆区”的导引牌；首批定制的150
套印有集安家庭旅馆标识的宾馆专用行李，全部发放到各
户家庭旅馆经营者手中；对家庭旅馆从业人员进行了集中
培训，以此提高从业人员服务水平；并将所有家庭旅馆的详
细信息录入到400-0435-700集安旅游服务热线系统中，
方便来集游客查询。黄金周期间，家庭旅馆入住率较高，
10月1日-3日，入住率均达到80%以上，很大程度上缓解
了游客住宿难的情况。

集安旅游局积极扶持家庭旅馆建设

本报讯（记者杨晓艳 通讯员姜懿倩）为更好地整合白
山旅游资源，宣传推介白山旅游，提高白山旅游知名度，使
广大游客能更好地游览白山，白山市旅游局精心策划推出
《白山旅游指南》手册。

《白山旅游指南》围绕“温泉养生、激扬冰雪、金秋红叶、
名品美食、浪漫假期、文化古迹、水上游览、摄影养生”八大
板块设计策划，网罗了白山市具有代表性和地方特色的旅
游元素，丰富了白山市旅游交通里程图和白山市旅游图，多
方位、多视角为旅行者提供最实用、最实惠的旅游资讯，让
游客能“一册在手，游遍白山”。

白 山 市 旅 游 局 推 出 旅 游 指 南

坐落在辉南县朝阳镇东南30公里处的马鞍山，海拔
540余米，山势奇伟，风光旖旎，景色迷人，原生态保持较好。

山的北面背靠朝阳古镇，南面直对大椅山，东接笔帽
山，西邻罗霄山，是一处汇聚四方瑞气的风水宝地。令人惊
奇的是从古至今，马鞍山山头一年四季总是雾霭缭绕，祥云
罩顶，充满了神秘感。

在这座山的东南脚下，古老的“三通河”像一条白色的
玉带环山飘过，在山坳里还隐蔽着一个“神龙洞”，它幽深莫
测，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神话传说。清末民初曾有人携几位
道士前来探洞，他们从马鞍山南麓洞口进入，燃尽七包蜡烛
也没走到洞的尽头。目前洞内的最宽处能并行三辆大卡
车，据推测洞的另一端出口应该在柳河县境内的罗霄山点
将台。 （杨溯涵 杜翰蕊）

辉 南 马 鞍 山 有 个“ 神 龙 洞 ”

伴随着热气隐隐升起，水流从井
口源源不断地喷涌上来。经过数月
的勘探作业，松原市终于成功打出首
眼温泉井。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
追求，温泉的养生功效越来越引起重
视。每到节假日，松原人想泡泡温泉
活络筋骨，缓解疲劳，都得走出几百
里，去吉林、大庆等城市，舟车劳顿不
说，往返的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

不久前，在位于松原市宁江区滨
江大道与民乐街交会处的松原九九

温泉养老社区的工地上，传来打出温
泉井的喜讯，温泉水系下白垩系泉头
组地热水，此温泉井是松辽盆地最深
的一口温泉井。

这眼温泉是由松原市九九养老
协会经过前期调研、精密选址，最终
才确定钻井勘测。“几个月的功夫没
白费，我们真就在咱松原打出一眼温
泉来。我们是带着希望、冒着风险打
的这口井，投入资金400多万元，实
际效果比设计标准还要高，为养老项
目锦上添花。”松原九九温泉养老社
区的工作人员说。

此温泉井深为1898米，水温在
60℃以上，日产温泉水量可充分满
足温泉浴馆和住户用水需求。工作
人员将水样送至我省有关部门检
测，检测结果显示，温泉中含有多种
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有着很大
的保健功效。不久后，他们还将在
此温泉井 500 米外再打一眼温泉
井，提供更多温泉水满足更大群体
用水需求。

首眼温泉井的成功打出和相关
配套设施的建设，也为松原市平添了
一道亮丽的旅游风景线。

“咱松原也有温泉了”
本报记者 程光

四平市铁东区叶赫镇转山湖秋色正浓。 刘久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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