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的抚松，客从八方来。

春节前后，长白山国际度假区人气火

爆。滑雪场、大剧院、宾馆、温泉等地，处

处闪动着山南海北游客的身影。“这里的

生态环境太好了，雪景太令人陶醉了。我

把拍到的图片发到朋友圈后，不一会儿就

获得了空前的点赞”。从南京乘飞机来度

假的河海大学学生李佳明喜悦和兴奋之

情溢于言表。

是什么让抚松引来各地目光？

群山叠翠、林海斑斓绵延，闭目深呼

吸，空气沁人心脾……这是长白山下绿色

城——参乡抚松旅游得以发展的生态优

势。

“中国最佳生态休闲旅游名县”、“全国

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十佳绿色生态旅游

目的地”、“最美中国生态旅游目的地”、“中

国深呼吸小城100佳”……这是抚松旅游

打造出来的一张张熠熠生辉的城市名片。

一组数据更鲜明地展示了抚松旅游

发展迅速：2013年，抚松全县景区接待游

客110万人次，旅游收入12.4亿元；2014

年123万人次，收入13.8亿元；2015年，

则达到150万人次，收入16.5亿元，旅游

人次和收入呈现几何式的增长态势。

从自然优势，到旅游产业壮大及旅游

全域化发展的转变，彰显出抚松为发展旅

游所做的努力:

抚松县新一届领导班子紧紧抓住国家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利契机和我省东部

绿色转型发展区的政策机遇，坚持生态立

县、绿色兴县、产业强县的发展思路，积极将

旅游产业打造成为建设生态经济城市的“形

象产业”、强县富民的“先导产业”、县域经济

的“支撑产业”，旅游业日渐成为绿色转型发

展的助推器、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生态面貌日益改善
旅游环境稳步提升

“这两年抚松的旅游环境真是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来感觉哪都杂乱无

章的，不舒服。现在处处整洁有序，规范

文明，真是几年不见，刮目相看啊”。山东

游客苗女士在抚松游玩几天后啧啧称叹。

近年来，抚松县牢牢抓住生态修复这

个关键环节，以保护绿色生态资源、丰富

绿色发展模式、建设绿色城乡环境等“五

个绿色”为统领，不断夯实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旅游环境日新月异。露水河国家森

林公园先后投资2亿元，新建狩猎文化

馆、文化广场、景区别墅和会议综合楼、改

建游客中心，成功晋升4A级旅游景区，并

成为省青少年采风教育实践基地；长白山

恒惠山庄建设完成面积1400平方米的大

型土特产旅游购物超市和面积800平方

米的游客餐饮部；投资2亿元的仙人桥温

泉度假区17层温泉回迁楼和15层准五星

级酒店，目前已建设完成；兴隆农业生态

园建成饮食服务中心、员工宿舍、农业生

态观光植物园。在长白山机场、景区和星

级宾馆放置了电子触摸屏25台，为外来

游客提供了便利的出行信息。随着景区

品质不断提升，抚松的魅力不断彰显。

此外，快捷便利的交通条件也为抚松

的旅游业加分。2015年，随着抚长高速、

宇松铁路的建成通车，抚松集公路、铁

路、航空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格局形

成，极大提升了该县的承载能力和发展空

间。“以前从长春到长白山需要六七个小

时，到了地方人困马乏的，现在只要三个

多小时就到了，太方便了。特别是到了抚

松这段，沿途雪景美不胜收，仿佛人在画

中游”。刚刚驶出长白山收费站的长春摄

影爱好者岳先生，边拍照边与笔者兴奋地

交流着。

因引人入胜的长白山区景致和日益

完善的基础设施，抚松已建成了长白山国

际度假区、露水河国际狩猎区、温泉国际

度假区、人参博物馆、松花江漂流等特色

旅游区，具备了生态观光、体育竞技、休闲

度假、科普探险、文化探源等旅游产品，不

断地吸引着中外游客。

旅游项目集中推进
集聚效应不断凸显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抚松怎样才能让

游客有得玩,玩得好,住得好,吃得好,更深

刻地诠释“最美宜居宜业宜游”的内涵呢?

“项目建设是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撑和

不竭动力，也是旅游产业跨越式发展的突

破口”，县旅游局局长臧红梅言之凿凿。

大资本的密集进驻，大项目的落子如

飞，已成为助推抚松旅游大发展的催化

剂。总投资230亿元的万达长白山国际

度假区依托长白山无可复制的自然风光

和文化底蕴，已被打造成一个集山地运

动、滑雪、温泉、星级酒店、剧院、电影院等

在内的综合休闲度假胜地。

总投资118亿元的吉林鲁能漫江生

态旅游开发项目，预计五月份开工建设。

这里将建设五星级国际商务会议酒店、超

五星级国际商务会议酒店、超五星级温泉

度假酒店、休闲森林体育公园以及酒店式

公寓和配套商业、企业会所及生态旅游度

假村。总投资120亿元的广泽长白山广

泽旅游度假区项目，规划用地范围为

118.4公顷，总建筑面积约为150万平方

米，计划建成为高端旅游、休闲、养生度假

区，目前已完成投资额5亿元。

走马抚松，所到之处，一个个旅游项

目陆续建设，一批新看点即将精彩亮相。

总投资62亿元的青旅上城长白山·关东

文化产业园项目总建筑面积约90万平方

米，主要进行关东风情小镇、宝坛、旅游集

散中心、接待中心、会展交易中心、中医药

养生度假区等建设，目前已完成投资额

5000万元，将成为具有抚松特色及长白

山文化产业旅游城市的新标杆。总投资

10亿元的吉视传媒长白山旅游度假酒店

项目，已完成投资额500万元。

“抚松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有着浓郁的

关东风情和优质的投资环境，我们就是要

把当地旅游和文化资源融合起来，深入传

承和发扬长白山文化，打造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长白山‘关东上城’”。 抚松青旅上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浩宇信心十

足地说。

一系列大手笔、大运作，让这里的旅

游得到了质的提升，赢得了游客的高度赞

赏。“以前来长白山只为看天池，现在在万达

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度假，真的是享受惬意舒

适的山地度假生活！”上海游客李俊说。

融合发展协同推进
强强联合区域联动

走进锦江木屋村，５０多栋民房散落

其间。春节期间，木屋外都挂上了红灯

笼，喜庆热烈的东北传统年味儿扑面而

来，这个地处长白山巅的农家村落在这个

春节着实火了一把：

牛拉爬犁、森林号子、煎饼坊、猎户人

家、豆腐坊、萨满小屋等十余个传统民俗

项目，“十八般武艺”齐上阵。操持各地口

音的游人穿梭其中，乐此不疲。

“很多游客对这里的景色和民风民

俗产生了浓厚兴趣，走时仍恋恋不舍，

在微信上加了好友，把木屋村介绍给他

们的朋友”。锦江木屋民俗文化旅游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苗舰高兴地说。苗舰

随后向我们展示了几张发自游客的手

机微信截图，“我是从青岛来的，锦江

美”“你们村不错，明年给你介绍客人”

“继续保持这种淳朴、不商业化的风

格”……

融合就是一种生产力，是旅游产业升

级的重要途径。为此，抚松积极推进县

域旅游主体功能区建设，融入文化、时尚

与传统元素，全面提升县域旅游环境。

加强旅游与生态、文化、农业融合发展，

围绕“深呼吸、慢生活”主题，加快推进农

旅融合发展，建设一批特色生态休闲山

村、农业观光园，发展休闲养生游、乡村慢

客游，规划建成2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区。加快完善“吃住行游娱购”等要

素配套功能，加大旅游产品研发力度，依

托抚松特色文化符号，引导旅游产品、纪

念品系列化、规模化发展。发展旅游饭

店、风情民宿、家庭旅馆等，满足游客个性

化需求。

在推动旅游发展进程中，抚松还注

重与周边区域旅游资源联动，为深度整

合产业和社会服务资源，构建“互补互

促、空间集聚、布局优化”的长白山西麓

发展新格局，抚松适时制定并实施长白

山西麓旅游发展规划，积极做强长白山

西麓旅游品牌。1月25日，抚松与长白

山管委会池西区、池南区，省森工集团

松江河林业局、泉阳林业局、露水河林

业局共同签署联盟框架协议，标志着长

白山西麓区域联动发展进入崭新阶

段。 通过联动合力扩大旅游品牌影响

力和吸引力。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清风冬有雪。

抚松旅游产业的发展正合着建设国家生

态文明示范区的节拍，阔步前行。

雪 域 参 乡 绽 异 彩
——抚松县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纪实

刘贵鹏 张庆强 本报记者 杨晓艳

动态集锦

12 编辑 宋方舟20162016 年年 33 月月 11 日日 星星期二期二 Email：jlrbBS3BS＠163.com 电话：（0431）88600592旅 游
群山叠翠、林海斑斓绵延，闭目深呼吸，空气沁人心脾……这是参乡抚松县旅游得

以发展的生态优势。近年来抚松旅游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我们除了感叹这一城天

赐的“好山、好水、好空气”之外，我们也从抚松人坚持生态立县、绿色兴县、产业强县的

发展思路和实践中得到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雪域中的漫江镇锦江木屋村迎来八方来客。

本报讯（记者杨晓艳）十二五期间，全省旅游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旅游业发展环境全面优化，产业发展基础进

一步夯实，市场影响力明显增强，乡村旅游和智慧旅游取

得新进展，国际旅游交流与合作迈上新台阶……旅游业

总体上“跨上三个台阶，完成两个翻番，实现一个转变”。

“跨上三个台阶”，就是旅游投资累计到位资金跨上

千亿台阶，达到1288.2亿元，比“十一五”期间增长708.2

亿元；全省航空旅客吞吐量跨上千万台阶，达到1059.6

万人次，比“十一五”末期增加480万人次；旅行社总量跨

上千家台阶，达到1032家，比“十一五”末期增加482家。

“完成两个翻番”，就是全省接待旅游人数比“十一五”末

期翻一番；旅游总收入比“十一五”末期翻两番。“实现一

个转变”，就是旅游业从经济边缘向主战场转变，旅游经

济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和重要引擎。

据悉，“十三五”时期全省旅游业发展目标为：到

2020年，全省接待游客人数达到2.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

达到5000亿元，把我省建设成为中国生态旅游大省、冰

雪旅游强省、避暑养生旅游名省、边境旅游示范省和东北

亚重要旅游集散地。

“十二五”我省旅游跨越式发展

本报讯（记者杨晓艳）记者日前从省旅游局获悉，

2015年“美丽吉林旅游风云榜”评选结果正式出炉，全省

共有桦甸市、长白山景区、吉林圣德泉亲水度假花园有限

公司等110个单位及个人入选。

据介绍，为打造吉林省旅游业行业典范，培育和塑造

品牌,全面提升吉林旅游的竞争力，2015年省旅游局继

续在全省范围内启动了“美丽吉林旅游风云榜”评选活

动。经参选单位自行申报、各地初选、大众网络投票、专

家评审等环节，共评选出2015吉林省优秀旅游县（市、

区）、2015吉林省优秀旅游景区、2015吉林省优秀乡村旅

游经营单位等10个奖项，全省共有桦甸市、长白山景区、

吉林圣德泉亲水度假花园有限公司等110个单位及个人

入选。通过“美丽吉林旅游风云榜”评选活动，增强了全

省旅游行业的品牌意识，推动了旅游业升级发展，全面提

升了吉林旅游的影响力。

2015年“美丽吉林旅游风云榜”出炉

在西安旅行，浮躁的心会沉淀下来。

古都厚重沉稳的气质从你走出车站开始

就随空气侵入肺腑。夜色中，细雨朦胧，

明城墙几经风雨，巍峨斑驳。千余年文明

史，十三朝古都城。丰镐之始，长安为继，

华夏文明在黄河之畔生生不息。

盛夏的西安苍翠葱茏，浸泡在鼓噪的

蝉音和暖温带的炎热中。西安的历史无

需言说，而是具体镶嵌在现代西安人的生

活里。钟楼与鼓楼遥遥相对，晨钟暮鼓回

荡在现代都市的高楼广厦间。它们承载

着沉甸甸的历史，于日升月落间静默伫立，

提示着西安在历史坐标中的醒目位置。

身处大雁塔北广场，展眼间尽是西安

的前世今生、绝代风华。大雁塔古朴庄

重，孩子们围绕着巨大的音乐喷泉奔跑嬉

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诗中盛景与现代文明穿越时空重叠交错，

最终在闲适、祥和的气氛中稳稳落地。

走进大慈恩寺，玄奘塑像伫立塔前，

广袖轻扬，面目慈悲。进塔游览，历史的

风景美不胜收。雁塔题名碑刻，铭记了

多少意气风发的及第进士；玄奘取经跬

步足迹石，镌刻着以脚步丈量的执着信

仰；鎏金释迦牟尼像，引得游人瞻仰膜

拜；诗圣等人所做长诗，遗留下唐代才子

的不朽诗魂。

来到塔顶，仰望头上的莲花藻井，十

四朵莲瓣之上各镌一字，连缀成诗，读法

多变。回首远眺，万里长空千百年如一

日，沉静安然。

西距长安六十里，华清池南依骊山，

北临渭水，周、秦、汉、隋、唐，历代统治者

在此大兴土木，游宴享乐，遗留下珍贵的

历史遗迹。

长生殿中私语罢，马嵬坡下芳魂断；

五间弹痕存大义，兵谏亭里铸忠魂。如今

远去了皇族贵胄，落定了历史尘埃，这里

依然山青水暖。只是它早已不再为少数

人所独享，而是向所有人展露明媚鲜妍。

骊山北麓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里，

沉淀着一代帝王天下大统的万里胸襟。

铺陈两万多平方米，陶俑、陶马共计八千

余件，屏息俯瞰间，无人不为这精湛技艺

凝结出的磅礴军魂所震撼。人类第八大

奇迹，世界文化遗产——华夏文明的长河

中尽是珠玑。

饱览了西安的名胜古迹，还要坐到

特色饭店里品尝正宗的西安美食：陕西

凉皮，金线油塔，腊汁肉夹馍、大肉臊子

面……不经意间向窗外一瞥，就看见从仿

古建筑的木质楼梯后转出两个身着汉服

的少女。淡粉、鹅黄、新绿，款步，摇曳，翩

跹。她们就像两抹流动的春色，从时光深

处缓缓走来。

在西安旅行，浮躁的心会沉淀下来，

因为这是一座根须深埋的城市，文明在传

承间镌刻着昔日的沧桑，也在深厚的积淀

里孕育着蓬勃的未来。

千古锦绣一西安
徐慕旗

本报讯（苗蕾 艳文）九台是清代柳条边上的百年古

镇，是著名的“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

乡”、“中国鹰猎文化之乡”，特色民俗和冰雪旅游丰富。经

过多年的培育发展，九台冬季旅游逐渐升温，冰雪旅游产业

发展较快，已经初步形成了庙香山冰雪运动、萨满冬捕、农

家乐乡村游等为代表的特色冰雪文化旅游品牌。

为不断丰富九台冬季旅游产品和活动，近年来，九台

区连续举办了四届冰雪旅游节，目前已成为九台常态化

的旅游营销模式；连续举办两届冬季徒步大会活动，是继

夏季徒步露营大会、帐篷节后九台区重点打造的一项冬

季户外节庆活动；2015年组织实施了碧水庄园萨满冬捕

节、滑雪冬令营、冰雪运动会、徒步健身活动、欢乐农家过

大年、《美在九台》摄影展等20余项特色活动。

今年，九台将不断做优冰雪旅游产业，提升冰雪旅游

文化内涵，推进鹰猎文化、渔猎文化（冬捕）、萨满文化、年

集文化等和冰雪旅游有机融合，扩大冰雪旅游的吸引力，

让冷资源变成热经济。

长春九台区做优冰雪旅游产业

在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畅享冬季漂流乐趣的游客。 本栏图片为张庆强 摄

2月28日，船舶行驶在长江三峡西陵峡段。碧绿的

江水、烂漫的春花与江面上行驶的船只构成美丽的图

画。 新华社发（王家满 摄）

本报讯（记者赵梦卓）3月5日至8日，长影世纪城将

举办“撒欢闺蜜节”主题活动，精心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新

玩法，为游客奉上欢快难忘的体验。

活动期间，不管是男闺蜜、女闺蜜，只要你敢约，长

影世纪城就为你们的友谊“买单”—— 关注长影世纪城

官方微信购买“闺蜜双人游”，乐享预订价格198元+38

元/2人，体验符合园区节目要求的所有景点。

在长影世纪城，闺蜜们可以相约徜徉在电影世界

中，来一次星际探险，与太空怪兽近身厮杀；看一场4D电

影，卷入未知的试验室；踏入斗转星移，挑战飞越世界环

游之旅等。

长影世纪城将举办“撒欢闺蜜节”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