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該市把加快文化旅遊產業發展作為貫徹落
實科學發展觀、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
不斷探索文化旅遊業發展的新途徑、新方式、新形態
，文化和旅遊呈現出多層面、多領域融合的良好態勢
，初步形成了文化產業和旅遊產業相得益彰、經濟效
益和社會效益共同提高的良好局面。

平涼市立足文化資源特色，加快發展文化產業，
重點培育了以崆峒山為龍頭的旅遊文化產業基地、以
大雲寺及百里石窟為龍頭的佛教文化產業基地、以皇
甫謐為龍頭的針灸醫學文化產業基地、以隴東民俗文
化為龍頭的民俗文化產業基地和以界石舖為龍頭的紅
色革命文化產業基地，打響了崆峒山道源文化品牌、
西王母遠古文化品牌、皇甫謐針灸醫學文化品牌、隴
東民俗文化品牌、紅色聖地文化品牌、景觀梯田文化
品牌，培育推出了平涼紙織畫、銅嵌畫、彩燈、烙畫
、剪紙等地方特色文化產品。

啟動 「1672」 行動建文化名市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建設文化強國的決策，為平

涼文化改革發展更指明了新方向。平涼市委、市政府
搶抓機遇，乘勢而上，作出加快建設文化名市，促進
平涼由文化資源大市向文化產業強市轉型跨越的決策
部署，決心開創文化導向正確、文化事業繁榮、文化
產業壯大、文化人才輩出、文化品牌鮮明、精神家園
和諧的文化名市建設格局，推動平涼文化建設迎來新
的春天。在建設文化名市過程中，平涼將重點實施
「1672」行動。

培育一種精神 打造六類文藝精品
培育和弘揚包容、和諧、務實、進取的 「平涼精

神」，使這一精神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平涼
的具體化、地方化，成為引領平涼經濟社會發展、建

設共有精神文化家園的 「靈魂」，成為全市各族人民
的思想行動準則，為全市加快轉型跨越、促進科學發
展，建設小康和諧文明生態平涼打牢思想基礎，提供
精神動力。

精心打造以崆峒、西王母、皇甫謐、古成紀為代
表的 「四大文化」題材精品；以唐代宰相牛僧孺、唐
代名將李元諒、北宋名將劉滬、南宋著名軍事家吳玠
吳璘劉錡、明代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趙時春等為代表的
歷史名人題材精品；以唐人傳奇 「柳毅傳書」為代表
的地域傳奇故事題材精品；以傳統節日為代表的隴東
節令民俗題材精品；以紅軍長征途經平涼歷史事件為
代表的紅色革命文化題材精品；以建國以來特別是改
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建設成就和時代先進模範人物為
代表的當代文化題材精品，為群眾提供更好更多的精
神食糧。

建設七大文化產業園 辦好兩大節會
崆峒文化旅遊產業園：以崆峒山為依託，加快開

發文化旅遊資源，弘揚和傳承崆峒武術，培育形成集

道教文化、休閒養生、旅遊服務為一體的綜合性文化
產業園區。

大雲寺佛教旅遊文化產業園：以佛祖舍利塔為核
心，集中建設規模宏大的佛教文化聖地，培育形成集
旅遊、文化、研究、服務、推介為一體的文化景區，
展示佛教傳統文化，促進文化產品研發。

皇甫謐針灸醫學文化產業園：培育皇甫謐針灸醫
學基地，建設中醫療養中心，傳承中醫針灸診療技術
，推廣藥膳館、藥茶館、藥酒館等中藥產業服務項目
，弘揚中醫文化，打造中醫針灸品牌。

隴東民俗文化產業園：開發民俗特色文化，復原
再現先輩們生產、生活場景，展示民間特色飲食、傳
統工藝以及小作坊流程等，吸引遊客和消費者觀賞民
俗風情、親身參與體驗、開展互動娛樂、延續文化記
憶，發展民俗風情旅遊。

安口陶瓷文化產業園：建立陶瓷博物館、陶研所
、體驗園、民俗村等集陶瓷工藝製作、商品展示、銷
售、傳承創新為一體的陶瓷文化產業園。

中國（莊浪）梯田景觀旅遊文化產業園：把歷史
人文內涵同莊浪精神相承接，把梯田景觀的打造同梯
田產業的發展相結合，建成新的中國梯田第一縣紀念
館，吸引人們觀賞梯田自然景觀，體驗鄉土民俗風
情。

紙箱印刷包裝文化產業園：以鼎元紙製品公司等
重點企業為依託，不斷提升產品檔次，豐富產品文化
藝術內涵，增加產品門類，建成西北重要的紙製品印
刷包裝基地，提升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水平，帶
動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

中國（崆峒）文化旅遊節、中國平涼金果博覽會
：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動和文化產品、農
產品展銷活動，擴大平涼地域文化的影響力、競爭力
，提升平涼的知名度、美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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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涼平涼
加快建設西部人文生態旅遊基地加快建設西部人文生態旅遊基地

文化是旅遊的靈魂，旅遊是文化的載體。地處西部的甘肅省平涼市，充分發揮資源文化是旅遊的靈魂，旅遊是文化的載體。地處西部的甘肅省平涼市，充分發揮資源
區位優勢，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積極推動文化和旅遊產業的深度融合發展，努力建區位優勢，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積極推動文化和旅遊產業的深度融合發展，努力建
設西部人文生態旅遊基地，以文化旅遊產業的顯著成效助推經濟社會邁上轉型跨越之路設西部人文生態旅遊基地，以文化旅遊產業的顯著成效助推經濟社會邁上轉型跨越之路
，給力小康、和諧、文明、生態平涼建設，給力小康、和諧、文明、生態平涼建設。。 文：柴小娜文：柴小娜

「「神奇崆峒．養生平涼神奇崆峒．養生平涼」」
開 發 開 放開 發 開 放 轉 型 跨 越轉 型 跨 越

平涼地處陝甘寧三省區交匯處，曾經是中華民族平涼地處陝甘寧三省區交匯處，曾經是中華民族
在黃河中上游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是絲綢之路東段重在黃河中上游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是絲綢之路東段重
要的交通要塞、商貿中心和軍事重鎮，素有要的交通要塞、商貿中心和軍事重鎮，素有 「「隴上旱隴上旱
碼頭碼頭」」之稱。境內文化遺存豐富，人文景觀眾多，生之稱。境內文化遺存豐富，人文景觀眾多，生
態環境良好，發展前景廣闊。態環境良好，發展前景廣闊。

依託豐富的旅遊資源，平涼旅遊產業迅猛發展，
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旅遊黃金線路和輻射周邊3省
區14個市的旅遊經濟圈，道源尋根之旅、絲路遺珍之
旅、人文生態觀光之旅、綠色休閒之旅、佛教藝術溯
源之旅、黃土風情體驗之旅以及革命傳統教育紅色之
旅等吸引了國內外大量旅遊者，年接待遊客突破 500
萬人次，綜合收入超過20億元，平涼以黃土高原人文
生態旅遊的鮮明特色和嶄新形象，成為甘肅東部極具
吸引力的旅遊熱點城市，2006年被命名為 「中國優秀
旅遊城市」。

旅遊產業入列全市 「十大工程」
為進一步促進全市旅遊產業科學發展、加快發展為進一步促進全市旅遊產業科學發展、加快發展

、跨越發展，平涼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關於加、跨越發展，平涼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關於加
快發展旅遊業的實施意見》，把旅遊產業列入全市重快發展旅遊業的實施意見》，把旅遊產業列入全市重
點工作進行集中突破，列入全市點工作進行集中突破，列入全市 「「十大工程十大工程」」重點實重點實
施。提出要充分發揮人文歷史施。提出要充分發揮人文歷史
、名勝古蹟和自然生態優勢，、名勝古蹟和自然生態優勢，
力打造以崆峒山旅遊區為中力打造以崆峒山旅遊區為中
心，以涇川旅遊區、關山休閒心，以涇川旅遊區、關山休閒
避暑旅遊區、靈台文化旅遊區避暑旅遊區、靈台文化旅遊區
和葫蘆河農業生態觀光旅遊和葫蘆河農業生態觀光旅遊
區為基點的旅遊格局，完善區為基點的旅遊格局，完善
配套旅遊要素，開發配套旅遊要素，開發
養生系列產品，加強養生系列產品，加強
旅遊宣傳推介，進一旅遊宣傳推介，進一
步打響步打響 「「神奇崆峒．神奇崆峒．
養生平涼養生平涼」」品牌，努品牌，努
力把平涼市建設成為力把平涼市建設成為
環境優美、設施完善環境優美、設施完善
、特色鮮明的西部人、特色鮮明的西部人
文生態旅遊基地和中文生態旅遊基地和中
國最佳旅遊城市。國最佳旅遊城市。

平涼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早在50─60
萬年前，這裡就有早期人類活動；3000 年前，周
朝的先民們在涇河流域創造了先進的農耕文化，
這裡成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公元前272
年，秦昭王滅義渠戎，置隴西、北地、上郡，平
涼歸入秦的版圖，屬北地郡。公元358年前秦苻堅
欲進攻前涼，置平涼郡，取平定涼國之意，平涼
之名始見於史冊。公元572年北周武帝於今境內的
西北部置平涼縣，屬長城郡，是平涼市建制的開
始，距今1400多年。全市先後發現古遺址1192處
，現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個，省級以上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64個，博物館8個，館藏文物3萬多
件，其中國家一級文物199件，居甘肅第二。出土
於涇川縣大雲寺的佛祖舍利金銀棺、靈台縣的西
周青銅器和南宋貨幣銀合子等文物被譽為 「中華
文物之最」。

文化資源大市加快邁步文化產業強市

優秀旅遊城市加快邁步最佳旅遊城市
走近平涼，青山綠樹相映成趣，遍野山花競相爭

艷，渾然天成的美景盡收眼底。

西北生態良好山川秀美旅遊勝地
這裡四季分明，氣候宜人，典型的黃土高原溝壑

區地形及大、小隴山交匯處的特殊地理地貌，賦予其
風光各異、類型兼具的自然生態。旅遊資源遍布全市
，各類旅遊景觀達100多處，其中國家2A級以上旅遊
景區14處，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森
林公園、地質公園各 1 處、水利風景名勝區 3 處；省
級風景名勝區 3 處、地質公園 1 處，森林公園和園林
公園10餘處，堪稱西北黃土高原上生態良好、山川秀
美的旅遊勝地。

崆峒山5A景區綜合配套功能完備
國家首批 5A 級旅遊景區崆峒山，距平涼城區僅

11 公里，是目前 5A 級旅遊區中離城市最近的景區。
她集獨特的丹霞地貌、優越的自然生態和深厚的人文
內涵於一身，堪稱西北一絕。 「人文始祖」軒轅黃帝

三次登山問道於廣成三次登山問道於廣成
子，讓崆峒山名揚天子，讓崆峒山名揚天
下。到崆峒山探尋古下。到崆峒山探尋古
老道學的真諦、體會老道學的真諦、體會
天人合一的境界，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的

確是難得的回歸確是難得的回歸
自然之旅。崆峒自然之旅。崆峒

山還是中國五大武術流派之一崆峒武術的發祥地，金
庸武俠小說中就有很多崆峒武術的精彩描寫。被稱為
「崆峒山下一奇景」的崆峒古鎮．問道驛站，以道家

五行八卦的思想配套吃、住、購、娛活動，設施一流
，連同隴東唯一一家山水園林式五星級酒店廣成大酒
店，構成崆峒山景區功能完備的旅遊綜合服務區。

柳湖公園：全國保存 「左公柳」 最多之地
平涼城臨涇河而建，曲折的涇河水傳承柳毅傳

書等優美的神話故事，眾多的名勝古蹟讓人流連忘返
。位於市中心的國家 3A 級旅遊景區柳湖公園，有
900 多年的歷史，是目前全國保存 「左公柳」最多的
地方。城區東郊的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大明寶塔，與
崆峒山凌空塔遙相呼應，為寶塔博物園的標誌性建築
。園內的市博物館，2004年被列為全國唯一的地市級
示範博物館，有平涼重要文物珍品1萬多件。

涇河兩岸聖地遍布物產豐盛
古涇州──涇川是平涼的古涇州──涇川是平涼的 「「東大門東大門」」，距咸陽國，距咸陽國

際機場際機場11個半小時車程。國家個半小時車程。國家4A4A級旅遊景區大雲寺．級旅遊景區大雲寺．
王母宮景區橫跨涇河兩岸，位於城西的回山王母宮，王母宮景區橫跨涇河兩岸，位於城西的回山王母宮，
是西王母文化的發祥地、西王母祖祠所在地，崇拜西是西王母文化的發祥地、西王母祖祠所在地，崇拜西
王母的民俗和傳統廟會延續千年不絕；與之隔河相望王母的民俗和傳統廟會延續千年不絕；與之隔河相望
的大雲寺，在的大雲寺，在 19641964 年發現的地宮中出土了年發現的地宮中出土了 1414 粒佛祖粒佛祖
舍利和珍藏舍利的金棺銀、鎏金銅匣、石函等珍貴舍利和珍藏舍利的金棺銀、鎏金銅匣、石函等珍貴
文物。涇川還是西北少有的溫泉旅遊勝地，溫水常年文物。涇川還是西北少有的溫泉旅遊勝地，溫水常年

恆溫38.2℃，含有13種有益於人體的活性微量元素，
素有 「返老還童泉」之美稱。

平涼的 「西大門」靜寧，是伏羲故里──古成紀
的所在地，也是 「飛將軍」李廣揚威馳騁的地方，更
是 1935 年 10 月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等中央領導
和中央紅軍轉戰宿營，指揮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完成偉
大會師的中心地帶，界石舖紅軍長征紀念園已被列入
全國30條 「紅色旅遊」精品線路之中。如今的靜寧，
藉 「平涼金果」產業鋪就出一幅迷人的田園壯景，
吸引越來越多的遊客前來觀光體驗。

山川森林峽谷川森林峽谷 河流溫泉天池河流溫泉天池 自然景觀旖旎多姿自然景觀旖旎多姿
世界文化名人、中華針灸醫學鼻祖皇甫謐的故里世界文化名人、中華針灸醫學鼻祖皇甫謐的故里

靈台縣，是《詩經》裡靈台縣，是《詩經》裡 「「文王伐密文王伐密」」故事的發生地、故事的發生地、
甘肅省首批歷史文化名城，深得博大精深周文化的浸甘肅省首批歷史文化名城，深得博大精深周文化的浸
潤，皇甫謐文化園和國家潤，皇甫謐文化園和國家 4A4A 級旅遊景區古靈台．荊級旅遊景區古靈台．荊
山森林公園是必選的旅遊勝地。在山森林公園是必選的旅遊勝地。在 「「綠色煤都綠色煤都」」華亭華亭
，昔日秦漢皇帝祭祀炎、黃二帝的蓮花台可以和九寨，昔日秦漢皇帝祭祀炎、黃二帝的蓮花台可以和九寨
溝相媲美，雙鳳山、蓮花湖兩處國家溝相媲美，雙鳳山、蓮花湖兩處國家 3A3A 級旅遊景區級旅遊景區
扮靚東西城區，城中心扮靚東西城區，城中心1010萬平方米的人民廣場則盡顯萬平方米的人民廣場則盡顯
甘肅最大煤業基地的氣派。中國梯田化模範縣莊浪縣甘肅最大煤業基地的氣派。中國梯田化模範縣莊浪縣
，百萬畝梯田成為黃土高原一道獨特的生態風景線，，百萬畝梯田成為黃土高原一道獨特的生態風景線，
被國內外專家盛讚為被國內外專家盛讚為 「「人類改造自然的世界奇人類改造自然的世界奇」」。。
國家國家 4A4A 級旅遊景區、國家森林公園雲崖寺被譽為級旅遊景區、國家森林公園雲崖寺被譽為
「「黃土高原上的碧玉瑰寶黃土高原上的碧玉瑰寶」」。因。因 「「丹崖流珠，古柏龍丹崖流珠，古柏龍

蟠蟠」」奇觀而得名的國家奇觀而得名的國家 4A4A 級旅遊景區龍泉寺，正帶級旅遊景區龍泉寺，正帶
動崇信縣建設甘肅東部新興的動崇信縣建設甘肅東部新興的 「「生態旅遊縣城生態旅遊縣城」」。此。此
外，十萬大峽谷、車場溝野狐峽、靜寧仙人峽等森林外，十萬大峽谷、車場溝野狐峽、靜寧仙人峽等森林
峽谷險峻幽深，神秘引人；崆峒彈箏峽、胭脂河，涇峽谷險峻幽深，神秘引人；崆峒彈箏峽、胭脂河，涇
川溫泉，莊浪天池朝那湫等水域景觀，更是旖旎多姿川溫泉，莊浪天池朝那湫等水域景觀，更是旖旎多姿
，享譽隴上。，享譽隴上。

神奇平涼獨具文化魅力神奇平涼獨具文化魅力

甘肅東部甘肅東部
極具吸引力旅遊熱點城市極具吸引力旅遊熱點城市

▲佛祖舍利出土地涇川大雲寺▲佛祖舍利出土地涇川大雲寺

▼氣勢如虹崆峒山▼氣勢如虹崆峒山

▲海內外華夏兒女祭拜聖地▲海內外華夏兒女祭拜聖地——涇川王母宮山涇川王母宮山

▶▶全國市級示全國市級示
範博物館：平範博物館：平
涼寶塔博物館涼寶塔博物館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物華天寶的平涼孕育了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物華天寶的平涼孕育了
光輝燦爛的文化。人文始祖軒轅黃帝親詣崆峒山，光輝燦爛的文化。人文始祖軒轅黃帝親詣崆峒山，
向廣成子求教立身治國之向廣成子求教立身治國之 「「至道至道」」，崆峒山上天梯，崆峒山上天梯
旁的摩崖石刻旁的摩崖石刻 「「黃帝問道處黃帝問道處」」，即是對這一千古盛，即是對這一千古盛
事的紀念；周穆王事的紀念；周穆王 「「八駿日行三萬里八駿日行三萬里」」，與西王母，與西王母
相會於回中；秦始皇、漢武帝先後西巡，登崆峒覽相會於回中；秦始皇、漢武帝先後西巡，登崆峒覽
勝，尋至道治國；秦王李世民涇州大捷，展雄才而勝，尋至道治國；秦王李世民涇州大捷，展雄才而
凱旋；李白、杜甫盛讚凱旋；李白、杜甫盛讚 「「世傳崆峒勇世傳崆峒勇」」、、 「「崆峒足崆峒足
凱歌凱歌」」；成吉思汗駐蹕隴山，建有寢宮；明代韓王；成吉思汗駐蹕隴山，建有寢宮；明代韓王
就藩平涼，傳十一世；名道張三丰訪道修煉，歷時就藩平涼，傳十一世；名道張三丰訪道修煉，歷時
五年。近代以來，左宗棠、林則徐、譚嗣同、馮玉五年。近代以來，左宗棠、林則徐、譚嗣同、馮玉
祥、張學良、于右任等愛國人士紛至沓來，留下了祥、張學良、于右任等愛國人士紛至沓來，留下了
歷史的印跡，特別是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長歷史的印跡，特別是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長
征經過平涼大地，播撒了革命的火種。地靈人傑的征經過平涼大地，播撒了革命的火種。地靈人傑的
平涼還孕育了世界文化名人、中華針灸學鼻祖皇甫平涼還孕育了世界文化名人、中華針灸學鼻祖皇甫
謐，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牛僧孺，南宋抗金名謐，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牛僧孺，南宋抗金名
將吳玠、吳璘、劉錡，明代將吳玠、吳璘、劉錡，明代 「「嘉靖八才子嘉靖八才子」」之一的之一的
趙時春，清初名臣慕天顏等一大批文韜武略的傑出趙時春，清初名臣慕天顏等一大批文韜武略的傑出
人物。人物。

深厚的文化積澱與現代文明有機結合，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積澱與現代文明有機結合，形成了
多元、厚重、包容、開放的區域文化特色，使平涼多元、厚重、包容、開放的區域文化特色，使平涼
充滿神奇而獨特的魅力。充滿神奇而獨特的魅力。

地靈人傑 文化璀璨

▼國家首批▼國家首批5A5A級旅遊景區崆峒山主峰級旅遊景區崆峒山主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