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旖旎的自然风光、悠扬的民族山歌、精美的
唐卡羌绣，独特的阿坝魅力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就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阿坝州再次“出
圈”。据马蜂窝旅游发布的大数据显示，阿坝州
入围中秋期间全国旅行热度前十名的地区。

强大的人气，离不开阿坝州文旅融合发展
的强力支撑。文旅融合以来，阿坝州成功创建4A
级景区 9个，实现了阿坝州 4A景区 13县（市）全
覆盖，同时，在四川省川南、攀西、川西北经济区
和民族自治州中率先实现4A景区全覆盖。

全州范围内，文旅融合、竞相发展的号角吹
响。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其文旅发展复
苏之势，势不可挡：“五一”假期，阿坝州文旅市
场实现“爆发式”增长，文化旅游业强劲复苏，州
属四大景区游客量和门票收入均超九寨沟地震
震前水平。中秋小长假势头更劲，三天时间，吸
引游客50.8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96亿元。

在文旅业有短暂停滞的情况下，阿坝文旅
为何能快速“回血”，交出一份满意答卷，探其源
头，正源于正确的思想引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到2035年建成
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为文化和旅游发展擘画

了蓝图、明确了路径。
阿坝州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省委十一届七

次全会明确支持阿坝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打造
国家生态文旅建设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和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州委十一届九
次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旅游业为龙头的“1+6”
现代服务业体系。

面对殷殷期盼，阿坝州有责任、有信心把文
化和旅游有机融合，全域谱写“诗和远方”的美
丽篇章。

认识之重：阿坝州坚持把“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作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
要内容，作为建设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川西
北生态示范区的关键抓手，成立党政主要同志
任组长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集中
研究全域旅游发展重大事项。

措施之重：阿坝州举全州之力、集全州之
智，把全域旅游作为建设“一州两区三家园”的
先导性产业，形成“产业围绕旅游转、产品围绕
旅游造、结构围绕旅游调”的发展格局。

然而，阿坝州全州辖区面积 8.42 万平方公
里，辖13个县（市）和卧龙特别行政区，各县（市）

情况不同、底子不同，国际生态文旅旅游目的地
怎么建、如何建？“全域”二字，是重中之重。

建“全域景区”——坚持以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为抓手，加快推进A级景区创建、
小型景点挖掘和特色文化旅游名镇名村建设；
依托“九大品牌”，包括大九寨、大熊猫、大草原
等，打造推出“全域九寨休闲之旅、黄河文化体
验之旅、熊猫家园亲近之旅、藏羌走廊探寻之
旅、雪山草地红色之旅”五条精品旅游线路。“五
条旅游线路”串珠成线、连线成片，让游客一进
入阿坝就置身于“处处可观、时时可赏”的全域
旅游景区，尽览阿坝的大美风光。

畅“全域通道”——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加快
构建“铁公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加速推进九
环线、南环线、内环线、草原线等旅游环线线线相
通。在今年省文旅发展大会筹备过程中，阿坝州共
完成“大小九环”5条重点旅游线路的提升改造，为
游客进入阿坝旅游提供了坚强的通行保障。

提“全域品质”——立足游客需求，大力培育
康养休闲、冰雪体验、红色研学、特色夜游等旅游
新产品；积极推进旅游综合体、游客服务中心、沿
途观景台、高压氧舱等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规

范旅游引导标识系统，合理布局旅游厕所，新
（改）建国省干道A级（三类）及以上公厕53座；加
快建设智慧平台和智慧景区，让游客切身感受阿
坝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和旅游服务的高品质。

诗与远方携手，全域同频共振。阿坝州全域
文旅发展的生动局面显现，正为建设国际生态
文旅旅游目的地贡献澎湃力量。

携手“诗和远方”净土阿坝有“范”
天府三九大，净土在阿坝。
从高处俯瞰，在长江、黄河上游，有一块绿色

净土静卧于此。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
原东南缘，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
合部。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当地独具魅力的景
致和文化，赋予了阿坝“旅游天堂”的资源禀赋。

走进详览阿坝：连绵起伏的群山、纵横交错
的河流、一望无际的草原、珍稀多样的生物，演绎
了绿色、秀美、灵动的山水风光。

细细品味阿坝：神秘独特的藏羌文化、悲壮
厚重的红色文化、朴素深沉的生态文化，绘就了
璀璨、多彩、迷人的文化长廊。

深入探访阿坝：3处世界自然遗产、3个5A级
景区、24个4A级景区，一大批“国字号”“省字号”
示范地区和经典景区，铸造了“熊猫家园·净土阿
坝”金字招牌。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九寨
沟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收官之年，更是阿坝全州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在此关键时刻，一场盛
会在阿坝州召开。

9月28日，2021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
会、第七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暨九寨
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仪式在阿坝州举办。大会按
照“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智慧化”要求，将全方
位展示“熊猫家园·净土阿坝”新形象。

“童话世界”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东方
阿尔卑斯山”四姑娘山、“石砌建筑典范”碉楼雄关
古寺、“中国圈舞活化石”锅庄……在这里，全域
文旅发展正劲，对标“国际范”，阿坝州将建设国际
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在这里，融合发展势头正盛，打造“巴蜀范”，
阿坝州将为四川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贡献阿
坝力量。

在这里，文旅融合力度正强，彰显“民族
范”，阿坝州初步形成多门类并存的文化产业发
展格局。

曾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阿坝州神
奇的山水，独特的地理区位孕育了当地特色的
文化。

如今，阿坝州将大自然的丰厚馈赠和深邃悠
久的历史文化强势融合，在川蜀大地奏响一曲文
旅融合发展的新乐章。

“诗和远方”完美融合，阿坝州有“范”！

今年，一部“礼赞百年燃情剧献”《阿坝一家
人》，在全国热播。剧中，全方位展现的“阿坝文化”

“阿坝元素”，更是让人一边追剧一边云游阿坝州。
无独有偶，此前，阿坝人杨华珍，凭着一手

“藏羌织绣技艺”，频频被国际大牌相中合作的
故事更是刷爆“朋友圈”。

阿坝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千百年来，藏羌
回汉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异光彩呈，创造了
古老的神韵，孕育了独特的文脉，形成了璀璨的
文化，造就了阿坝的文化“软实力”。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两
者相生共兴、融合交汇。在今年召开的第十八届
西博会上，阿坝州推出涉及文化旅游业、特色农
牧业、生态工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项目 153
个，其中文化旅游类近半。

近年来，阿坝州深入贯彻省委“文化强省旅
游强省”战略部署，一直把全州文化旅游工作摆
在重要位置来抓，初步形成了文化旅游、音乐演
艺、传统工艺、藏羌医药、运动休闲和文化创意
服务等多门类并存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

现在的阿坝，一首生态文化之歌正在谱写。
在若尔盖县域内，“鸟在天上飞、鱼在水中

游、花在湖中生”的绝美景色随处可见。旅游资

源颜值变“现”也让当地人吃上了“生态饭”。
2020年若尔盖县接待国内外游客 275.8万人次，
增长 32.8%、增幅居全州第二；旅游总收入 19.6
亿元，增长23.9%、增幅居全州第五。

不仅是若尔盖，近年来，阿坝州积极推动阿
坝州白马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壤巴拉文化生
态保护区、嘉绒文化生态保护区、河曲马黄河草
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对文化资源进行区域
整体性保护。

现在的阿坝，一场产业兴旺之梦正在实现。
壤塘县，位于阿坝州西部，一个大部分人都

没听说过的地方。借助非遗文化，壤塘在上海、
深圳等地搭建“飞地”传习基地 18 个，全县有
3000余名农牧民从事非遗文化保护传承，通过
学习民间技艺，制作文化产品，拓宽增收门路，
让文化不仅“富”了涉藏地区民众的脑瓜子，更

“富”了钱袋子。
近年来，阿坝州出台《阿坝州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评选管理办法》《阿坝州文化产业扶持办法
（试行）》，支持壤巴拉文化产业园、九寨沟演艺产
业园、中国古羌城文化产业园、映秀东村文化产
业园等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积极指导州内文化企
业申报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重点项目、招商引资

重点项目、文化产品入库。利用阿坝州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培育壮大中小微文化企业。

现在的阿坝，一条文化 IP之路正在走出。
“松州的夜色，古老的神韵，流连穿梭的人

群，穿梭的人群，千山万水只为来相见，只为一
盏灯的约定……”9月15日晚，伴随着歌曲《一盏
灯的约定》，以“花灯璀璨·松潘聚美”为主题的

“2021年松潘古城第五届花灯会”拉开帷幕。夜
幕下，人们在花灯文化之中，体验松潘的历史文
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感受松潘古城的厚重
独特、绚烂多姿。

近年来，阿坝州积极探索以“音乐+”为引擎
的文旅融合发展“阿坝模式”，加快培育阿坝“四
季音乐季”品牌，打造有鲜明文旅特色的阿坝原
创 IP。不断提升雅克音乐季、O2熊猫音乐节、古
城花灯、端午祭、度炯节、壤巴拉节、扎崇节、冰
山彩林、红叶温泉等节庆旅游品牌质量，“一县
一节一品”影响力不断提升。

现在的阿坝，一副业态多元之图正在绘就。
一部《九寨千古情》被誉为一生必看剧目。仅

九寨沟县，就以“九寨千古情”“藏谜”为代表的10
家演艺团体构建成涉藏地区规模最大的演艺产
业集群，具备了每日接待1万余名游客的能力。

近年来，阿坝州坚持文艺创作既有“高度”
又有“高峰”原则，成功打造熊猫唐卡、辫子魂、
牦牛革命、阿拉姜色、红色土司、阿坝一家人、珠
峰队长等。培育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九
寨沟演艺集群、九寨千古情、古尔沟温泉小镇、
小金斯古拉文化城、松潘瓮城传奇等一批文旅
融合新业态，以及九寨有礼、大土司、祥巴等一
批文创产品。

以文为媒，以文兴旅。今天，阿坝州正主动
顺应旅游发展新趋势，奋力推进全州文化和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和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以更加精准
有效的举措擦亮旅游品牌、做深融合文章，为推
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阿坝智慧和
力量。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刘琳 庄媛

“童话世界”九寨沟、憨态可掬大熊猫。天府
三九大，两处在阿坝。

阿坝州委书记刘坪说，要坚持在九寨沟、大
熊猫这两个独有 IP上下功夫，切实把文化符号
融入到景区景点提升、文艺活动编排、旅游商品
制作、沿线风貌打造之中，切实把创意发挥到极
致、把项目打造成精品、把营销上升为战略，努
力为四川建设文化和旅游强省贡献阿坝智慧、
阿坝力量。

近期，“童话世界”九寨沟，正以更加安全、
更加美丽、更加舒适的状态“补妆归来”。

“今年 1-8月，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277.33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4.2亿元，同比增长 52.7%
和56.46%。”九寨沟县委副书记、县长陶钢说，九
寨沟核心景区的灾后重建取得了重要成果，全
县主动融入州委“一州两区三家园”战略布局，
统筹推进“全域发展、绿色崛起”总体战略，紧扣

“一主两核三带”绿色发展新布局，着力打造旅
游新业态，实现震后华丽蜕变。

若说九寨沟让世界看到“中国美”，那么圆
呼可爱的大熊猫，则让世界领略到“中国萌”。

位于阿坝州汶川县的卧龙自然保护区，是
我国野生和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最多的自然保
护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结构最合理的大熊猫圈

养种群。代表我国赴海外出任友好大使的大熊
猫，来自卧龙的就占了 68%。每年为一睹这头黑
白熊“芳容”，全球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阿坝州独特的自然文化对游客的吸引力不
言而喻。但阿坝州也深知要做好文旅这篇大文
章，躺在祖宗留下的禀赋上睡大觉不可行，为
此，阿坝不遗余力激荡一池春水，以融合为核
心，倾力打造地方“巴蜀范”。

打造“巴蜀范”，阿坝州融合“音乐+旅游”。
成功举办红原大草原雅克音乐季等文化节庆活
动，打造大型民族音乐剧《辫子魂》，入围国家艺
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打造“巴蜀范”，阿坝州融合“体育+旅游”。
成功推出高山滑雪、环四姑娘山越野等赛事活
动，2019年阿坝藏羌健儿登顶珠穆朗玛峰，并以
此为素材，制作完成全国首部登山题材纪录电
影《珠峰队长》。

阿坝州小金县四姑娘山景区所在的辖区共
有三个村，几乎所有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均以不
同方式在参与户外协作和接待服务。小金县四
姑娘山镇长坪村村民卢忠贵卢说，他在镇上经
营着一家小有名气的户外公司，去年，在新冠肺
炎疫情的冲击下，公司仍接待户外游客 5000多
人，年产值500多万元。

打造“巴蜀范”，阿坝州融合“旅游+扶贫”。
成功打造省级旅游扶贫示范村67个，汶川县、九
寨沟县等4县成为省级旅游扶贫示范区。

从过去以种植土豆、青稞为主的农耕生活，
到如今整村发展全域旅游，68岁的阿坝州黑水
县羊茸村村民俄木吃上了“旅游饭”。俄木说：

“我把新家用于民宿经营，平时还在景区做些藏
族工艺品的生意，加上家里每年卖出几头牦牛，
每年的收入能有十几万元。”

打造“巴蜀范”，阿坝州融合“旅游+文创”。
成功推动觉囊唐卡、羌族刺绣、大土司茶、亚一
则则等非遗文创产品走出国门，更在上海、深圳
等地搭建“飞地”传习基地，建设非遗超市，积极
融入“非遗购物节”，通过“线上线下”销售相结
合模式，坚持队伍、产品、销售、效益一体化发
展，促进“非遗产品”远销见效。

打造“巴蜀范”，阿坝州融合“旅游+红色”。成
功打造红色经典景区10个，长征干部学院“雪山
草地”分院成为全省重点打造项目，编创以“雪山
草地、长征精神”为主题的音乐季《牦牛革命》。

打造“巴蜀范”，阿坝州融合“旅游+公服”。
在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达古冰川、柯盘天街等
景区建成全国首批阿来书屋，以阿坝州本土作
家文学作品及阿坝州民俗风情、红军长征在阿

坝历史介绍等，让游客全面、详细了解阿坝州人
文风情。

除此之外，阿坝州还持续做强“三九大”“大
九寨”文旅发展联盟，开发1896种“九寨有礼”文
创产品，“登嘎甘 （熊猫舞）”情景歌舞剧反响强
烈，建成全国民族地区国家级演艺产业集群，成
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被评为第三批天
府旅游名县，“九寨沟、大熊猫、金丝猴”三张生
态旅游名片享誉全球，全域旅游格局全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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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曼扎湿地（用旦摄）

黑水三奥雪山（余阳摄）

理县毕棚沟（陈利摄）

松潘黄龙（姜跃斌摄）

小金四姑娘山（黄继舟摄）

黑水达古冰川（唐华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