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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达州市大竹县
召开旅游工作会议，对全县旅
游业的发展定下两大新目标：
全力打造“川渝陕休闲度假目
的地”、“农旅文融合发展示范
区”。大会，还对第五届四川省
温泉旅游节期间做出卓越贡献
和表现杰出的先进集体、个人、
旅游企业进行了表扬，并现场授
牌颁奖。大竹县旅游局局长何
武，以及庙坝镇、海明湖温泉主
要负责人分别做了交流发言。

实施“全域旅游”
大竹县瞄准两大新目标

“特别是 3 至 4 月，第五届
四川省温泉旅游节在大竹县成
功 举 办 ，五 峰 山 创 建 成 国 家
AAAA级旅游景区和省级生态
旅游示范区，增强了我县旅游
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大竹县委书记何洪波说，今年
以来，大竹县加快推进现代旅
游业发展，全力打造“五大精品
景区”，持续补强旅游产业链
条，积极发展新业态新产品，推
动了旅游综合效益显著提升。

何洪波在讲话时指出，大
竹县要大力实施“全域旅游”战
略，努力将大竹打造成川渝陕
休闲度假目的地和农旅文融合
发展示范区。为此，全县应强
化融合发展理念，科学制定旅
游产业发展规划，塑造打响大
竹旅游知名品牌，重点要加强
大竹旅游整体品牌塑造，全力以
赴打造“五大精品景区”，与新型
城镇化和幸福美丽新村做好结
合，打造一批知名旅游商品。

在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要突出抓好旅游交通发展、
旅游住宿业发展、旅游餐饮业
发展，加快旅游景区标准化建
设。同时，要强化宣传营销力
度，拓展旅游发展新的更大空
间，抓好主题宣传片拍摄制作，
抓好营销形象景观的构建，抓
好智慧旅游营销。

抢抓机遇谋发展
旅游业融合聚力求突破

大竹县委副书记、县长李
志超说，从全县旅游发展情况
来看，国家 AAAA 五峰山景区
创建成功，海明湖温泉、清河古
镇等一批旅游景点日渐完善，
旅游体系趋于健全。南大梁即
将通车，道路交通更加便捷畅
通，辐射范围更加广泛。同时，
大竹县的旅游产品日渐丰富、
配套功能更加完善，旅游产业
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目前正
是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

“今后，旅游发展应着重突
出规划建设、重点旅游项目招
商引资、A 级旅游区创评、宣传
促销、行业管理等五个重点。”李
志超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牢

“一盘棋”思想，认真谋划旅游工
作。县旅游局要抓好旅游发展
规划、行业管理、综合协调等工
作，其他县级部门要结合职能职
责抓好行业管理和服务工作。

李志超要求，五峰山、清河
古镇、海明湖温泉等景区景点所
在乡镇，要进一步加强景区景点
打造，强化宣传增强影响力，发
挥好带头示范作用。其他乡镇

（街道）要认真谋划本乡镇（街
道）旅游业发展方向，重点在乡
村特色旅游发展和全县旅游发
展附属产业打造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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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旅游局局长何武：
大竹县旅游业创新蝶变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
湖水，人还是那群人。山是新
山，五峰山不仅仅是国家森林
公园，如今戴上了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和省级生态旅游示
范区的桂冠；水是新水，海明
湖与五峰山创建了达州市唯
一一个省级旅游度假区，并承
办了达州市首次主办的省级
温泉旅游节；人是新人，“繁
荣、时尚、美丽、和谐”的竹乡
人，有钱有闲挑游玩，大众旅
游时代来临悄然。

县委十三次党代会报告，
赋予我们“打造精品旅游景区
环线，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实
现由一般型产业向支柱型产
业跨越”的新使命。

提升新名片。海明湖·五
峰山旅游度假区这张名片，我
们要抓住其创国家旅游度假
区这个进程，完善功能、突出
创意、改革机制，让这张名片
叫响神州，闻名世界。

创建新示范。“农旅文”之
间犹如“血液、躯干、灵魂”一
般，“没有农业的旅游是苍白
僵尸，没有文化的旅游是行尸
走肉，没有旅游的文化是孤魂
野鬼”。魂要附体，体要血
畅。一句话：农业求稳，文旅
求富，诸如庙坝这类示范区全
县要星罗棋布。

延伸新环线。围绕海明
湖·五峰山旅游度假区这个核
心，巧用南大梁、包茂高速，
318、210国道以及省道等干线
延伸旅游环线，串联“农旅文”
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颗颗珍珠。

“要站在中国、世界的
高度观察阆中、研究阆中、
规划阆中。”四川师范大学
旅游与城乡规划研究院副
院长兼总规划师李小波的
观点很新颖。李小波连提
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
点：阆中在嘉陵江畔，上游
有天水、下游有重庆朝天
门 ，沿 长 江 而 下 有 丰 都 。
嘉陵江畔支流流经天水，
天水被称为“羲皇故里”。
阆 中 是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城。朝天门历史悠久，南
宋时圣旨经长江到嘉陵江
汇入长江处到达重庆，“朝
天门”因而得名。丰都是
世界闻名的“中国鬼城”、

“中国神曲之乡”……因此
嘉陵江堪称“河流中的泰
山”、“中国西部圣河”，一
定要把阆中放在嘉陵江流

域来研究。
李小波还抛出一个观

点：“阆”为“艮”、“门”组成，
而“艮”拆开为“昆仑山”之

“昆”，因此“阆中”为“昆仑
山之门”。

李小波的观点引起阆
中众多文化人共鸣。“《华阳
国志·巴志》记载：周赧王元
年（公元前314年），秦惠文
王置巴郡，同时置阆中。
此后两千多年里，‘阆中’之
名就没有更换过，这在中国
县级行政区地名中，是极为
罕见的……原来‘阆中’是

‘昆仑山之门’，谁敢变更
呢？”一阆中籍文化人士称。

与会专家还就如何把
阆中建设成为“世界古城旅
游目的地”各抒己见。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汪
仁洪 摄影报道

全县“一盘棋”合力打响大竹旅游品牌
大竹县将打造川渝陕休闲度假目的地和农旅文融合发展示范区

12 月中旬，南充市嘉陵区
大通镇龙池院村的优质柑桔
——美国萘维林娜香橙成熟
了，金灿灿的硕果挂满枝头，远
在北京的食客也垂涎欲滴。近
几天来，果农们加紧采摘萘维
林娜香橙。龙池院村“天下农
园”负责人唐能干介绍，北京客
商点名进购龙池院村出产的10
万斤萘维林娜香橙，以满足北
京元旦、春节市场之需，“村里
的果农们正加班加点的采摘。”

龙池院村自古就盛产水
果。最近 5 年来，该村 600 余
户村民，引进了美国萘维林娜
香橙 500 亩，年产 25 万斤萘
维林娜香橙。唐能干介绍，萘
维林娜香橙原产美国，是华盛
顿 脐 橙 芽 变 品 种 ，成 熟 期 在
12 月中旬。萘维林娜香橙果
皮深橙色或橙红色，鲜艳、果
面细、光滑、具光泽，易剥皮；
果肉紧密、脆嫩、化渣、多汁、
无核，有防癌、降低胆固醇、

分解脂肪之功效，因此很受市
场欢迎。

在今年农博会上，龙池院
村萘维林娜香橙受到北京客商
的亲睐。北京客商经过实地考
察、样品化验后，一口气预定了
10万斤。唐能干说，元旦期间，
龙池院村的萘维林娜香橙将运
抵北京，同时龙池院村还有5万
斤香橙销往云南、广东等省。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汪仁
洪 实习生 贾新玥

保护古城
巴蜀文化学者阆中论剑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命名阆中为“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距今已有30年。阆中在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时有什么风风雨雨、未来阆中古城如何保护、古城旅游如何
升级……12月29日上午，阆中举行纪念“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命名三十周年座谈会，数十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抚今追
昔，为中国特别是阆中古城保护和古城旅游发展贡献心智。

1983年，阆中当时还叫
“阆中县”。阆中县本地有
关专家提出申报“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获得当时的县
委书记李慎宽的支持。但
阆中县本地专业人士在跑
有关部门时受到冷遇。原
阆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明奎介绍，当时很多人连

“阆”字都不认识，阆中有
什么历史、有什么文化，除
阆中本地文化人外，无人
感兴趣。申报“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既无必要，更
无可能。

但阆中人锲而不舍，找

北京、成都政府部门、专家
学者据理力争，一个曾经的

“巴都”跃然而出，一条条古
街、古巷、古院落走进人们
视野。1986 年 12 月 8 日，
国务院正式命名阆中为“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1991
年 1 月 12 日，经国务院批
准，四川省人民政府撤销阆
中县，设立阆中市，阆中发
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如今，阆中古城已经名
扬天下。阆中古城成为南
充、四川乃至中国的一张名
片。或许再没有中国人说
不认识“阆”字了。

敢于“想”不识“阆”字到“阆”扬天下

“历史文化名城的每一
条街巷，都有太多的记忆和
故事，因此在里面造人造景
观要千万谨慎。”著名巴蜀
文化学者袁庭栋说，一座城
市要发展，肯定需要改造，
要兴建高楼大厦，但我们应
该保留那么几片，让后人能
够看看他的老样子，这些是
我们文化的根，不应该粗暴

地拔掉，“我建议开展一次‘我
为阆中干什么、我为阆中留
什么’大讨论。‘我为阆中留什
么’就是要留住我们文化的
根，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袁庭栋说，阆中人才辈
出，这是阆中的宝贝，可否
修建一个“先贤馆”，展示阆
中的和在阆中工作、生活过
的名人遗迹、轶事。

看重“留”留住阆中文化根

倡导“广”站在高处看阆中

座谈会现场。

“南充产”品牌香橙畅销京城商家一口气订了10万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