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新颜 版式 龚晓旭 责任校对 邓新明 2019 年 5 月 16 日 星期四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2

□本报记者 刘倩

今年“五一”小长假，经过修缮、改造、重建，由桂林明代
靖江王府、明清时期正阳东巷、唐代逍遥楼共同组成的历史文化
街区，人潮涌动。沧桑的古城墙、气势恢宏的古楼、青砖翘檐的
仿古建筑群，与摩肩接踵的中外游客，共同构成一幅刻着历史文
化印记的现代版“清明上河图”，以至于荷兰游客比特感叹：
“这里真是既古老又繁华，真的很棒！”

这个正成为游客新宠的历史文化街区，是桂林市近年来倾力
实施“寻找文化的力量，挖掘文化的价值”战略所打造的历史文
化新地标。作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桂林文化底蕴深厚。随
着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打造“升级版”，我市正大力将城市独
特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优势，把历史文化传承、保
护、利用与旅游、生态有机融合，为城市发展注入不竭的核心竞
争力。

唱好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利用“三部曲”

以甑皮岩遗址为代表的史前文化，以秦代灵渠为代表的古代
军事水利文化，以桂海碑林为代表的古代摩崖石刻和山水诗文文
化，以明代靖江王府、王陵为代表的藩王文化，以西南剧展为代表
的抗战文化，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和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
士纪念碑园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李宗仁官邸及故居、徐悲鸿故
居为代表的历史名人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桂林积淀了
以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代表的璀璨历史文化资源，它们
散落于各阶段、各区域，如同散珠碎玉，亟待有效盘活。

桂林是 1982 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首批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
之一，文化资源占据广西半壁江山。这些历史文化都与甲天下的
山水一样，是我市独特的旅游资源。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秦谈到桂林历史文化保护
利用工作时说，很多人都只知道桂林山水美，却不了解桂林深厚
的历史文化。作为现代的桂林人，要本着对桂林如此厚重的历史
高度负责的态度，“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
值”，努力把桂林散珠碎玉式的历史文化系统梳理、保护传承、
开发利用。

桂林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已进入“春天”。 2014 年 3 月至
今，桂林市委先后召开了 6 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提出大力实施“寻找文化的力量，挖掘文化的价值”战
略，要在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利用方面唱好“三部曲”：一是把散
珠碎玉式的历史文化像项链一样串起来，进行抢救式搜集、整理
归纳，形成完整的历史文化遗存，目前这一项工作基本完成。二
是对历史文化进行研究、论证、提炼、包装，凸显其价值，这是
“三部曲”的关键。三是项目的实施和活动的策划，推出一批具
有代表性的文化精品。

近年来，“三部曲”已经演奏出美妙音符。我市通过完善机
制、整合力量，进一步强化研究的效果，通过实施一批项目、打
造一批品牌，让历史文化得到彰显，绘就“一城文化满城绿”的
美丽图景。

重现桂林经典历史文化地标

靖江王府片区历史文化旅游休闲街区改造提升项目，是我市
近年来践行“寻找文化的力量，挖掘文化的价值”战略的一项重
点工程。项目规划为王城片区道路合围形成的 50 公顷城市空
间，具体以王府城墙为界，东至滨江路，南至解放东路，西至
中山北路，北至凤北路。在这个历史文化旅游休闲街区内，一
批经典历史文化地标被恢复，成为中外游客感受桂林历史文化
的最佳“打卡地”。

截至 2018 年底，街区改造提升项目总投资 3 .8 亿元，累计
完成投资 3 . 7 亿元，占总投资的 97 . 4% 。历史街区的西巷改
造、立面改造、园林景观、夜景亮化、市政设施等工程正在按
计划推进。

“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独秀峰下，漓
江西岸，始建于唐代的逍遥楼，曾与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等
人文地理坐标齐名，名人骚客荟萃，但最
终湮灭于历史尘烟中。2015 年 1 月，

桂林市委提出要重建这一承载桂林千年历史记忆的名楼，打造
桂林历史文化新景观。重建逍遥楼建筑面积 630 平方米，项目
定位为有适度历史文化展示、旅游观景价值的历史景观建筑。建
筑风格为唐宋风格，总高度 23 .6 米，为建造在 1 . 5 米台基上的
二层三檐阁楼式建筑。如今，每天都有无数市民和中外游客登上
逍遥楼，感受桂林这座千年古楼所带来的良辰美景和高文化品
位。

桂林正阳路东西巷包含了正阳路东巷、江南巷、兰井巷等
桂林传统街巷，是桂林明清时期遗留下的一片历史街巷，也是
桂林古历史风貌的观景区，体现了桂林的历史文脉。我市于
2013 年启动了正阳路东西巷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还原东西巷
明、清古风貌建筑群，结合桂林旅游资源，打造最有特色的历史
文化街区。2016 年东巷开街后，历史建筑和传统建筑风貌得到
了整治或“建新如旧”，桂林历史上的谢和赓故居、岑公馆以及熊
同和药铺、张永发、黄昌典等“老字号”也在此以实景恢复，打造
成为体现时代发展的多元文化复合型历史风貌街区。东西巷博
物馆展陈以“桂林老故事”为主题，设有“历史掌故”“人物掌故”

“山水掌故”和“东西巷往事”4 个展厅，目前展陈布置工作已全
部完成，即将对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开放后的东西巷博物馆，
将成为市民、游客了解东西巷历史掌故、人文往事的窗口，成
为靖江王府历史片区又一文化亮点。

靖江王府城墙南北长约 500 米，东西宽约 300 米，高
7 . 9 米，城墙顶路面宽 5 米，城墙周长 1745 米，是全国保存
最完好、规模最大的明藩王府。我市对靖江王府进行“拆围透
墙”，从空间环境上凸显王府的立体感，整治周边街景巷道环
境，理清城墙、巷道与人之间的关系，把王府城墙露出来，提
升王府空间感知度，更加彰显其历史文化品位。同时，正阳门
城门楼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也在稳步推进。广西贡院博物馆基础
建设工作已完成，目前已进入展陈布置阶段。

历史文化与旅游融合让城市更有内涵

在“寻找文化的力量，挖掘文化的价值”过程中，我市坚
持项目建设带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历史文化与时代脉搏
紧扣，努力提高城市文化与旅游品位。

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建设，是我市历史文化保护
利用工作的一个标志性工程。 2011 年，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
同促成下，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建设正式启动。
2015 年，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在临桂秧塘正式开
园，成为世人和中外游客重温抗战历史、瞻仰抗战先烈的重要
场所，成为展示桂林抗战文化的重要平台，成为中美两国人民
深厚情谊的永恒见证。遗址公园里的“飞虎队”纪念馆利用现代
声光电展陈技术，结合图片、实物、模型复制品等，还原“飞虎队”
在桂林的抗战史实。2017 年，曾经在二战中为反法西斯战争作
出贡献、全球最后一架具备飞行能力的 C-47 飞机，正式永久落
户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

两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也让桂林历史文化成为新

的旅游业态。 2018 年，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是目前
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 桂林甑皮岩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投资 1100 多万元，建成了综合服务中心、万年智慧
体验中心、时光隧道影院、考古文化长廊、桂林先祖——— 智慧
女神雕像广场、万年桂花广场、凯风路东大门等设施，甑皮岩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基本建成。同时实施的塔山、龙王庙遗址考
古发掘项目，为研究岭南岭北史前文化交流和桂林文明曙光的
出现提供了最新的考古材料。靖江王府及王陵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启动了靖江王陵—端懿王陵散葬民坟治理工程，并全面完成
王府城墙和建筑维修，遗址公园雏形初现。

桂海碑林博物馆园区经过提升和修缮，面貌焕然一新，成
为游客青睐的博物馆。针对园区功能布局不合理、展厅狭小、
展览陈旧等问题，去年我市完成了《桂海碑林园区景观改造方
案》和《桂海碑林博物馆展陈提升初步设计方案》。“桂城遗
痕”古代大型石刻展示长廊、“山水有清音——— 桂林石刻文化
展”陈列更新、《曲水流觞》区域道路改造完成，使园区面貌
得到整体提升。

“一城文化满城绿”风韵彰显

“寻找文化的力量，挖掘文化的价值”战略的实施，使桂
林的城市气质、文化品位大大提升，让市民切实感受到了身边
无处不在的“文化盛宴”，“一城文化满城绿”的桂林风韵全
面彰显，桂林人的文化自信大幅提升。

2018 年 7 月 25 日晚，国家大剧院歌剧厅内呈现出秀美
的桂林山水图画，观众耳边响起了《刘三姐》的经典唱段……
由桂林市与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打造的大型民族歌剧《刘三
姐》在国家大剧院成功首演。这是桂林文化和旅游事业的一次
深度融汇结合，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桂林多彩绚丽的民族文
化艺术和秀美神奇的桂林山水。大型民族歌剧《刘三姐》在北京
保利剧院、桂林大剧院共演出 7 场，得到了央视《新闻联播》等
多家国内外重量级媒体的聚焦，在首都掀起《刘三姐》热潮。

此外，2018 年里，一系列精品创作相继问世，好评如潮。大
型桂剧《破阵曲》在南宁公演，全景式地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化
城”的历史风貌，获得第十届广西戏剧展演桂花金奖，这是桂林
连续八届获得该奖项。驻场演出《桂林有戏》是桂林首个戏曲驻
场演出品牌，已演出 90 多场，作为第八届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
游节开幕式演出，受到海内外观众高度评价。“大美桂林”艺术花
灯展在“两江四湖”装饰 22 组大型花灯和多组路面花灯，美轮
美奂，参观者达几十万人次，开创了桂林灯展新的历史。《漓江
曲》《咏桂林》MV 在央视播放，在飞机、高铁上宣传，取得了显
著的宣传效果。

2018 年 8 月，在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69 届国际执行理事
会全体会议上，灵渠荣获“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称号。为了更
好弘扬灵渠文化，灵渠南渠恢复通航一期工程成功试航，灵渠
（南渠）二期修缮工程开工建设。灵渠文化展示中心主体工程
也顺利封顶。

桂林是广西传统村落最为集中、类型最为完整、数量最多
的区域。乡村古韵也成为我市文化旅游融合的袖珍“景点”。
目前，全市列入前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 85 个，占

全区 161 个的 52 . 8% ，占据广西
“半壁江山”。全市获得中央财政
支持的传统村落达 73 个,争取补助
资金 2 .44 亿元，居全区第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
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在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的深度融
合发展进程中，我市将继续倾力实
施“寻找文化的力量，挖掘文化的
价值”战略，大力推进文化、旅
游、生态融合发展，使城市文化品
位进一步提升，将历史文化的资源
优势转化为城市竞争优势，为桂林
国际旅游胜地建设插上文化的“翅
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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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实施
“寻找桂林文化的
力量，挖掘桂林文
化的价值”战略以
来，对靖江王府进
行“拆围透墙”等
系列修缮、维护工
程，再现靖江王城
的历史风韵。

记者何平江 摄

▲ 2017 年 3 月 25 日，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正式向
美国“飞虎队”桂林遗址公园捐赠一架 C-47 飞机。图为参加捐
赠仪式的嘉宾坐进驾驶舱留影。 记者唐艳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