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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十师一八八团一连（摄于9月8日）。该连队利用毗邻北屯市与南湖旅游景
区的区位优势，在黑龙江省的援助下，打造出一批三星级农家乐、千亩桃园、休闲采
摘园等特色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 兵团日报记者 陈洋 摄

●●兵团日报记者兵团日报记者 赵珺赵珺

看文化和旅游援疆如何助力兵团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看文化和旅游援疆如何助力兵团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文旅融合文旅融合，，绘就更美的绘就更美的““诗诗和和远远方方””

今年3月，由浙江省台州市援疆指挥部、
一师阿拉尔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共同举
办的“台州万人游阿拉尔”活动正式启动。台
州籍游客来阿拉尔消费，每人可获得1000元
的电子券或纸质券，用于住宿、餐饮、文娱等
消费。

“台州万人游阿拉尔”活动是在2020年
“台州千人游阿拉尔”基础上迭代升级的文旅
产业援疆项目，活动推出塔里木河溯源6日
游、南疆风情7日游、天山走进塔克拉玛干沙
漠10日游等多条精品路线。

阿拉尔市副市长、台州援疆指挥部党委
书记、指挥长李震杰说：“去年，‘台州千人游
阿拉尔’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让台州人民
对一师阿拉尔市这座兄弟城市有了深入了
解，带动了一师阿拉尔市旅游经济增长。今
年，我们扩大规模，希望能让更多台州朋友走
进阿拉尔这座红色之城、魅力之城，进一步增
进两地人民的交流交往交融，助推一师阿拉
尔市文旅产业和旅游市场繁荣发展。”

目前，一师阿拉尔市已接待40余批上千
名台州游客，一师阿拉尔市广大职工群众也
享受到了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借助浙江省台州市对口援疆机遇，去年，
一师阿拉尔市旅游业稳中求进，整体呈现向

好态势，累计接待游客301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11.3亿元。今年，一师阿拉尔市坚持
规划引领，全力打造旅游精品，以“台州万人
游阿拉尔”活动为窗口，让更多疆外游客了解
阿拉尔、爱上阿拉尔。

兵团的景点分散、线路漫长，旅游专列、
旅游包机的开行发运，拉近了兵团各景区与
外省游客之间的距离。

2017年，镇江市与四师可克达拉市签署
了《镇江市与四师可克达拉市旅游合作协
议》《旅行社结对交流合作意向书》，搭建两
地协作交流活动平台。镇江市连续3年组织

“镇江万人游四师可克达拉市”活动，成功组
织多批次旅游专列、自驾房车和飞机团游四
师可克达拉市活动，带动江苏旅客赴伊犁哈
萨克自治州、赴四师可克达拉市旅游近5万
人次。

近年来，兵团旅游业进入前所未有的大
发展时期，各援疆省市抓住稳定红利持续释
放的机遇，用好兵团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加
大宣传推介力度，通过飞机、专列“送客入
疆”，为兵团旅游业注入新活力，助力兵团提
升“中国屯垦旅游”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今
年 1 月至 8 月，兵团累计接待游客2140.6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01.33 亿元。

来自浙江的游客在一师十四团睡胡杨谷景区游玩（资料图片）。近年来，浙江开展多项旅游节
庆活动，借助旅游援疆，推进一师阿拉尔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兵团日报记者 王志清 赵珺 摄

开展“送客入疆”活动
助推旅游业迅速发展

9月 3日，六师共青团农场居民徐洪武告诉记
者，今年7月，他观看的千里共筑“晋疆情”文化援疆

“轻骑兵”——山西文旅援疆演出十分精彩，令他印
象深刻。

7月12日至19日，山西文旅援疆演出团在六师
五家渠市各团场、连队、街道（社区）开展演出活动，演
出内容涵盖山西传统音乐、传统戏曲、曲艺及民俗类
等多个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受到各族群众的
欢迎。

“山西文化援疆惠民演出是山西省学习贯彻第八次
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推进文化润疆的
一项重要举措。通过‘文艺轻骑兵’这种流动的演出形
式，丰富团场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促进晋疆两地文
化的交流交融。”山西省曲艺团党总支副书记马晓红说。

从巍巍太行到天山脚下，山西援疆干部带着情
怀在文化援疆方面精准发力，结出了累累硕果。
2010年10月以来，山西省创造性用好“文艺轻骑兵”
队伍，播撒文化润疆的种子，先后有11位国家级艺
术家把山西省优秀地方剧目演出送进乡村、社区和
连队。今年，山西省安排了15个文化援疆项目，投
入95万元打造《一堂党课》《一个孩子二十个妈》等
精品舞台剧，在细雨润物的文化浸润中，进一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近年来，山西省充分发挥
作为文化大省的优势，着力在文化援疆上发力，举办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文化艺术走进了寻常百姓
家，用文化涵养滋润六师五家渠市各族群众的精神
世界。

无论是在三师图木舒克市市民文化活动中心文
化馆，还是在“广东人在新疆”文化馆项目工地，随处
都能见到东莞市文化援疆留下的印迹。

三师图木舒克市文化馆副馆长、东莞市文化馆
援疆干部叶美英说，她来到三师图木舒克市援疆后，
通过“东莞模式”举办了师市第一届市民公益文艺培
训班，培育“艺起来”品牌，让古筝这种传统艺术以更
接地气的方式走近各族群众，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

近年来，广东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文化为载
体”，向三师图木舒克市引进醒狮、舞龙、咏春拳等岭南
特色文化活动，常态化组织三师图木舒克市各族群众
到广东开展“手拉手”、足球夏令营等活动，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深入推进文化润疆工程落地生根。

广东省援疆前方指挥部驻三师图木舒克市援疆
工作队副队长陈畅说：“我们探索并开展了各类群众
喜闻乐见的民俗民间文化艺术活动，丰富当地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

近年来，各援疆省市以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为
引领，持续推进文化润疆工程，结合兵团文化特色，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强化文化文艺活动在思想
引领、政策引导、凝聚人心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兵团
各族群众提供精神食粮，建设精神家园。

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演员为观众激情演唱豫剧《朝阳沟》（摄于6月21日）。
今年6月，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来到二师铁门关市，开展“燕赵精品进二师”慰问演出活动，为铁门关市各族

职工群众奉上一场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栗卫平 摄

9 月 5日，十二师三坪农场居民刘淑琴说：
“‘鲁兵之家’里不仅有书法室、舞蹈室，还有安装
了VR体验机的科教室，每到周末，各个活动室都
很热闹。”

今年4月，山东省投资150万元，对三坪农场
老旧文化站进行改造升级，打造出包括舞蹈室、美
工室、视听室、鲁兵学堂、图书阅览室、心灵驿站、
书画室、科教室、健康驿站9个功能室的“鲁兵之
家”。三坪农场还借助援疆力量，建设“鲁兵职工
体育活动中心”，内设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
场、台球场、健身区，极大地满足了农场群众的体
育和文化需求。

山东省援疆干部、三坪农场副政委李岩说 ：
“文化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完善文化设
施建设，大力推进文化惠民，通过各种形式丰富各
族群众的文化生活，才能真正拉近彼此的距离。”

为推进和完善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和服务
效能提升，对口援建十二师的省市理顺思路、统筹
谋划、夯实基础，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底蕴深厚
的传统文化为引领，因地制宜挖掘军垦文化与红
色文化内涵，实施文化援疆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不
断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帮助十二师铸就文化
建设的“筋骨”与“血肉”。

9月4日，十师北屯中学一名教师对记者说：
“现在，十师北屯市图书馆环境太好了，我们只要

有空就会去看书。”
十师北屯市图书馆于2015年向公众开放，

是黑龙江省文化援疆项目，总面积 2600 平方
米，提供免费的服务场地和服务项目，现藏书约
4.8万种，近16万册，报纸杂志230余种，馆内可
同时容纳读者 500 人，是集学习阅读、信息交
流、展览讲座、数字化网络服务等为一体的公共
图书馆。2018年 ，十师北屯市图书馆获评国家
一级公共图书馆。如今，十师北屯市图书馆已
成为广大市民的精神驿站，升华城市气质的文
化高地。

十师北屯市图书馆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
黑龙江省援疆前指十师分指挥部一直帮助十师北
屯市图书馆丰富图书储备，该图书馆已成为市民
最喜欢的标志性文化场所之一。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文
明程度的重要体现。黑龙江省高度重视文化援疆
工作，近年来，先后投入援疆资金3590万元，建设
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捐赠电子图书20万
册、版画“两城一家亲”、恐龙化石骨架等，为十师
北屯市文化事业提供了软硬件支持。

近年，各援疆省市着力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
设，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兵团各族群
众共享文化援疆成果，为加快兵团发展提供精神
动力和文化支撑。

“文化援疆·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展演”在六师五家渠市青格达湖景区举行，
山西省级非遗传承人、代县面塑高手白晓玲（前排左一）向游客展示面塑蝴蝶作品（资料图片）。李新文 摄

9月的八师石河子市将军山辽疆生态园
绿意盎然，远远望去，山坡上艳丽的花朵争相
绽放，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成为秋日里一道
靓丽的风景。

石河子市民马志英对记者说：“以前这里
是光秃秃的土山，没想到现在变得这么美。
我经常跟家人到这里赏花徒步。”

2018年8月，辽宁援疆八师分指挥部整
合援疆资金4500万元，八师石河子市筹措配
套资金5050万元，开启了将军山辽疆生态园
二期项目建设。

目前，该项目提前实现规划目标，面积
扩大到1000亩，换填种植土12万立方米，种
植乔木 92 种 31375 株，灌木 31 种 183168
株；已建成七彩花田、将军纪念林、梅园、银
杏林、将军塔、盐碱水再生利用净化园、山顶
眺望平台等。

如今，将军山辽疆生态园由原先寸草不
生的荒滩野地，变成如画的花海绿色公园，建
成彩色苗木特色林果基地、荒山绿化示范基
地、节水灌溉基地、引种驯化基地、红色军垦
文化旅游区、辽疆休闲郊野公园，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宜人的风光，吸引着各方游客纷至
沓来。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将军山辽

疆生态园百亩芝樱花竞相开放，从空中俯瞰，
花海连片，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花赏景，有
力推动了八师石河子市旅游业快速发展。

随着兵团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一业
兴百业旺带动优势愈发显著。在旅游产业发
展的同时，受援地当地的餐饮业、加工制造业
等也蓬勃发展，带动了当地经济转型升级。

近年，北京市投入400余万元，帮助十四
师一牧场建设“‘万山之祖’雪域牧场之旅”旅
游线路，帮助一牧场打造集文化、休闲、艺术、
运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如今，一牧场

“万山之祖”雪域牧场之旅项目各项设施完
备，可一次性接待游客200人，年接待游客1
万余人次。

北京市在对口援建十四师昆玉市的过程
中，积极推动该师市特色旅游精品线路开发
工作，持续加强当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进一
步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繁荣发展。

文旅援疆，作为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
内容，正日益发挥出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以及 19个对口
援疆省市文旅部门等，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在产业、项目、人才等方面持续发力，旅游
开发多点开花，助推兵团文化和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

十二师一○四团用好山东省援疆资金，在常州街北社区开办国学课堂，图为该社区小朋友在
国学课堂里做手工（资料图片）。 高迪 摄

文化润疆谱新篇，旅游兴疆促发展。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为更好发挥兵团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各援疆
省市通过包机、专列“送客入疆”和帮助受援地编制旅游规划、完善旅游公共基础设施、包装旅游精品路线等形式，助力
兵团打造“中国屯垦旅游”品牌。在文化和旅游部、各援疆省市的大力支持下，文化和旅游援疆不断推进兵团文化旅游
产业提质增效。

推进文化润疆工程
援疆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建设公共文化设施
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旅游开发多点开花
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