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8月9日 星期二
统筹：胡田野 美编：宋笑娟 王小羽
校对：一 广

AA04-05策划策划：：石大东石大东
统筹统筹：：张子明张子明 程玉峰程玉峰
执行执行：：孙新峰孙新峰 陈陈 锋锋

“送你一个长安，一城文
化半城神仙。”一首关于西
安的歌谣这样唱道。

位于西安碑林区的三学
街历史文化街区，是西安最
著名的、以文化为标志的老
街区之一。唐朝时期，这里
是太庙之所在；到了北宋，改
为祭祀孔子的文庙；明成化
年间，西安府学、咸宁县学和
长安县学相继落成，三街会
合形成三学街。这个四四方
方的街区，集合着石刻文化、
佛学文化、关学文化、儒学文
化、城墙城根文化等诸多文
化脉流，自古以来都是历朝
历代文人墨客聚集之地。

斗转星移，文脉不断。
如今的西安，是中国五大教
育、科研中心之一，拥有高等
院校 84所、科研院所 460余
家，各类人才 300多万；这里
产业门类齐全、基础良好，拥
有 41个产业门类中的 39个，
还是我国唯一拥有完整航空
产业链和卫星产业链的地
区。在创业咖啡街区，在长
安大学城，在硬科技企业社

区，高端人才的聚集，奇思妙
想的不断碰撞，创新的火花
涌现在西安这片热土之上。

曾经的繁华古都，如今
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沃土。新
一期国家创新城市创新能力
排行中，西安位列西北第一，
全国第六。在持续以科技创
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部署下，2020年西安市生
产总值首次跃上万亿元新台
阶，成为西北地区首个跨入
“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近年来，西安市科创重器
平台加速布局，形成以国家重
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企业技术中心为主体的科
技创新平台体系,其中,省级以
上重点实验室164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154家、企业技术
中心237家。参与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布局,推进高精度地基
授时系统、国家分子医学转化
科学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建设国家超算(西安)中
心、西部科技创新港。

西安还凭借当地高校院
所的创新优势，建设了一批

在各自特色领域有影响力的
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
等创新平台。2019年 9月投
入使用的中国西部创新港，
是西安和西安交大联合打造
的“大手笔”：建筑面积 160
万平方米、研究院29个、科研
机构 300多个、3万余名科研
人才……形成了高教、孵化、
校企联合研发和高校产业四
大协同创新区域。得益于创
新港的模式效应，西北工业
大学翱翔小镇、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未来农业研究院、中
国中药（西安）产业园等一批
校地融合项目先后落地。

《西安市“十四五”科技
创新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
年，西安将基本建成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丝路”科创中
心，争创国家区域科技创新
中心，迈入全球高水平创新
型城市行列，成为全球创新
网络关键节点；2035年，对标
全球领先水平，全面建成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丝路”科创
中心，成为在全球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创新型城市。

李白说：长相思，在长安。
古往今来，西安是众多

中国人心中的梦想之城，即
便千年的光阴，让唐长安城
化为尘土与废墟，中国人也
依然在吟咏“秋风生渭水，落
叶满长安”，依然在向往“春
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
安花”，依然在遥想“浮生只
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

文化，是西安这座城市
核心竞争力的源动力。

千百年来，13个王朝先
后定都西安，周礼秦制、汉唐
风韵，无数远古神话、史书典
籍、出土文物、古迹遗址，赋予
了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气质。

从踏入西安城门的那一
刻开始，就已经进入一座中
华历史博物馆，这里有古朴
沧桑、历经千年的青石砖墙，
有灯火辉煌、雍容浪漫的不
夜城，有抖落黄尘举世惊的
秦兵马俑，还有见证着千年
日升日落的雁塔晨钟……

“西安吹过的风都是文
化，踩的地全是历史，因为西
安城本身就是一个博物馆。”
曾有文化学者如是说。

目前，西安市各类博物

馆达到159座；建成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 4处，居全国之首；
5A级景区达到5家。

西安市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创新文
物工作思路，加强城市考古、
大遗址保护、实施重点文物保
护工程，推进城市建设、促进
文旅深度融合，让文物保护利
用成果反哺城市、惠及人民。

2020年 12月 10日，西安
市召开文物保护大会，发布
《西安市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改革的实施方案》。方案明
确提出，西安市文物保护工作
必须坚守的底线是文物安全，
同时需要推进文物合理利用、
加快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进一
步探索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的新路径。

2021年，汉长安城未央
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期3.2
平方公里全面开放，二期2.91
平方公里加快实施提升改
造。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是在大遗址保护
与展示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汉
长安城遗址文化内涵，将专
题展厅、景观栈道、园林绿

化、现代农业景观串联，突出
展示了汉长安城遗址风貌。

西安市还先后组织实施西
安城墙、钟楼、圣寿寺塔、小雁
塔荐福寺明清建筑群、鄠邑区
公输堂、隋唐长安城中轴线重
点遗址群等一批重要文物保护
工程。十来年时间，大明宫国
家遗址公园从容纳10万人的
棚户区蝶变为城市中央公园。

依托蓝田猿人遗址、半
坡遗址等史前遗址，打造寻
根之旅；挖掘周秦汉唐丰厚
文化遗产，打造古都之旅；依
托丰富的革命文物资源，打
造红色之旅；挖掘西安大华
1935等优秀工业遗产，打造工
业之旅……西安正在形成特色
鲜明、类型多样、可满足不同群
体需求的文化旅游产品体系。

“古人的文化遗产，经创造
性的想象和改造后，在当代人
手中成为能够享用的文化成
果，营造出一个既可观又可
居又可游的城市特色环境。”
在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康震看来，这是古都西安在
历史文化资源向文化旅游资
产转化路上，为人类文明传承
保护进行的有益尝试。

长安灯璀璨，古城夜
未央。

西安大唐不夜城，清凉
的夜风拂过，流光溢彩的街
巷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

尽显唐风魅力的演出
中，古装女子优美的舞姿令
人拍手叫绝；步行街上，身着
汉服的姑娘们结伴而行，贴
花钿、点面靥，饮一盏口感酸
甜的贵妃稠酒，品味舌尖上
的长安味道……

2009年西安大唐不夜城
步行街一期建成开放，初期
以文化和旅游为主，经过近
10年的发展，大唐不夜城打
造唐文化浓厚的现代时尚街
区，营造出“火树银花不夜
天”的胜景。

除了大唐不夜城，古城
墙上的灯光秀、裸眼 3D，抑
或是集体“复活”的皇家园
林，西安正在盘活历史，用
科技和内涵重塑城市的发
展格局，西安诸多景区均在
文旅融合发展上有着自己
的探索。

2022年 4月 30日，全国

首个沉浸式唐风市井生活街
区“长安十二时辰”在西安曲
江曼蒂广场惊艳亮相。错落
有致的长安 108坊，碧瓦朱
甍的古风建筑，错落摇曳的
唐式灯笼……街区重现影视
IP《长安十二时辰》的独特风
情，涵盖美食、手作、演出等
多种业态，多维打造了集唐
风市井体验、主题沉浸互动、
唐乐歌舞演艺、文化社交休
闲等为一体的文旅融合新消
费场景，塑造出西安“唐潮
人”的新时尚。

文化“牵手”旅游，不仅
描摹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
景，也让西安呈现出开放包
容的亲和力：城墙南门洞里，
西安的民间乐队“听南门
说”，年轻人边弹吉他边唱，
外地的游客纷纷举起相机，
记录下古老城市的时尚瞬
间；昆明池景区的灯光秀和
光影特效令人如痴如醉；大
唐不夜城步行街上，璀璨夺
目的灯光、独具特色的老字
号美食、金碧辉煌的仿唐建
筑，再现盛世长安……

在叫响“千年古都·常来
长安”文旅品牌过程中，西安
的文化软实力正成为文化硬
产业。连续 9年跻身“全国
文化企业 30强”榜单的西安
曲江文化产业集团，净资产
和年营业收入均突破 200亿
元。西安曲江文旅融合模
式，已外拓至北京、重庆、成
都等30余个城市。

一组旅游数据更可窥探
西安文旅发展的热度：2021
年“五一”期间，西安共接待
游客 1690.08万人次，同比增
长311.6%，旅游总收入106.62
亿元，同比增长686.9%。

2022年《西安市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到，今后五年，
政府工作将“聚焦以文兴
城 ，彰 显 城 市 文 化 新 魅
力”，主要内容即是推动文
化旅游深度融合，不断丰
富文化供给，促进交流互
鉴，打造传承中华文化的世
界级旅游目的地。预计“十
四五”末，西安市文旅产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达到 18%。

文化的特质，决定了一
座城市的气质，西安的文艺
范儿是厚重的、壮阔的，也
是新潮的、时尚的。如今的
西安，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打
造着城市文艺舞台的古韵
今风，不断增加艺术舞台、
影视领域之中的文化新供
给，推动着千年文脉与世界
联通。

依托古城丰厚的文化资
源，西安推进集影视创作、投
资、拍摄、制作、文创衍生产
品开发、人才培养为一体的
全影视产业链。影视创作领
域近年来精品迭出，诞生了
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
精品佳作。《西京故事》《白鹿
原》《装台》《柳青》等影视作
品热播热映，不仅刷新着西
安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的新高
度，更潜移默化地展现着新
老秦人勤勉振奋、追逐梦想
的精神和故事。

从西安出发，把文艺好
故事讲给全国听、讲给世界
听。西安市文艺工作者近年
还推出了歌剧《张骞》、舞剧

《传丝公主》、秦腔《易俗社》
《司马迁》等一批具有中华文
化底色、彰显中国精神的优
秀文艺作品。

诞生于西安的话剧《麻
醉师》《柳青》获得“文华大
奖”，反映西安城市发展 40
年变化的话剧《长安第二
碗》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
品创作扶持工程”……此
外，还有多部剧目举行巡
演，叫响全国。

西安旅游演艺市场同步
持续发力，旅游演艺产业链
更加完善、管理服务体系更
加健全。时至今日，已有 10
余部极具价值的大型实景旅
游演艺剧目向游客重现西安
历史、讲述西安故事。秦
汉文化主题作品《秦汉风
云》，“丝路”文化主题作品
《驼铃传奇》，盛唐文化主
题作品《长恨歌》《大唐追
梦》《梦回大唐》，战争主题
作品《二虎守长安》等大型
精品实景旅游剧目焕发出
生机与能量，使得西安成
为国内旅游演出项目数量

最多、最集中的旅游目的
地城市，实现了“一台戏、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效
果，丰富了文旅产品供给，
延伸了旅游消费。

近年来，西安市加强文
化建设顶层设计，制定出台
《西安市建设“丝路文化高
地”行动计划》《西安市“一
带一路”文化发展改革先行
先试区建设方案》《大西安
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西安
市文化旅游万亿级产业发
展规划》等一批规划，把文
化作为西安发展的第一优
势，进一步明确打造“丝路”
文化高地和中华根脉城市
的战略目标。

以往，人们来到西安，从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仿古建筑
里感受城市恢宏的气势、从
珍贵的文物古迹里感受历史
的沧桑；如今，以“千年古都
常来长安”为代表的城市品
牌已然叫响，这座弥漫着历
史人文气息的古老城市，在
新时代的征程上再次绽放青
春活力！

西安，十三朝古都，3100多年建城史。在历史长河里，这座历尽沧桑的古老城市，作为都城统治中国长达
1000多年。风雨江山在岁月里更迭，从巍巍大秦到盛世长安，时间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

浩瀚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宝贵的财富，亦是厚重的担当。如何让古都进阶成现代化的国家中心城市，是一
份艰巨的时代问卷。近年来，西安致力贯通融合，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力发展西安风格的城市
文化，彰显千年古都独特魅力，建设更高能级的国家中心城市，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现代与传统交相辉映的国
际化大都市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千年古都 常来长安”品牌叫响全国，当古韵风华与现代时尚交融共舞，古都气象和现代气息交融并
蓄。西安，这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正在恢复昔日荣光。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聂春洁

文旅融合激活新消费

文化创新续写古都传奇
遗址保护 永远的长安

创新驱动 文化复兴

西安：千年古都书写今世繁华
千年古都 因人而兴

每当春节临近每当春节临近，，西安市大唐不夜城点亮璀璨夺目的灯光西安市大唐不夜城点亮璀璨夺目的灯光，，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西安大唐不夜城不倒翁小姐姐表演西安大唐不夜城不倒翁小姐姐表演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多旋翼载人飞行器亮相展会多旋翼载人飞行器亮相展会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游客在西安城墙游览游客在西安城墙游览（（20202020年年33月月44日摄日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西安钟楼西安钟楼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长安十二时辰长安十二时辰””街区拍摄的演艺人员街区拍摄的演艺人员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