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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6

“漓水东边三四
山 ， 何 年 北 斗 下 人
寰。”高新七星区地处
桂林市东部，史称“水
东”“漓东”和“漓水
之东” ，城区依山傍
水，区位优越，风景秀
丽，人杰地灵。辖区内
拥有 4 A 景区七星景
区、尧山景区，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靖江王
陵，自治区级文化保护
单位桂海碑林，訾洲公
园、穿山、塔山、七星
岩等风景名胜。历史文
化的磁力，秀丽山水的
魅力 ，科技商贸的聚
力 ，吸引众多国家元
首、历史伟人、文化巨
匠、社会名流在这里驻
足，流连忘返，成为桂
林文化的别样风景。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新
媒体公众号“大美微视
频” 今年的评选活动
中，高新七星区获得全
国十大“最美收获地”

和 “最美品冬地” 称
号，同时还荣获“大美
中国网络人气奖”，高
新七星区的优美景色与
人文环境迅速俘获了全
国网民的心，成为大家
“心向往之”的旅游新
目标。

“登临七星高山，
迎着一轮暖阳，揽万里
清风。观漓江之水穿城
而过。桂林的山清水秀
一览无余，桂林七星的
美丽令人赞叹。”这来
自于一位游客在旅游论
坛上的留言，也道出了
高新七星区独特的魅
力。近年来，高新七星
区不断挖掘辖区历史文
化和民族资源，突出地
方特色，创新和打造民
族文化品牌，传播正能
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走进群众、宣
传群众、活跃群众，不
断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该区整合旅游、文
化、体育资源，先后推
出了以“阅读书房”为
主的“文化+旅游”、以
“环漓江骑行”为主的
“体育+旅游”的两条特
色体验旅游路线，近距
离展现活力高新，魅力
七星深厚的文化及千年
山水和创意人文的魅
力，全力打造集民族文
化、群众体育、风情旅
游、特色消费于一体的
高新七星旅游文化品
牌。

“文化+旅游”翰墨飘香 “体育+旅游”动感十足 全域旅游亮点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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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东

一瓣心香 一缕书香 阅享山水

位于漓江东岸的高新七星区，自古以来便
是“风景美如画，山水有清音”之地。在桂林
“老八景”中，訾洲烟雨、栖霞真境、尧山冬
雪等景色都位于高新七星区。此外，桂海碑
林、花桥、靖江王陵，古韵悠悠；骆驼山、乌
桕滩、七星公园、穿山公园，美不胜收。

正如市委书记赵乐秦所言，“桂林市一本
厚重的书，山水是它的封面，人文历史是它的
内涵。”高新七星区不仅有“美丽的外表”，
更有“有趣的灵魂”。近年来，辖区依托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独秀书房旗舰店与 6 个分
店，打造了一条特色的“文化+旅游”路线。
通过一个个书房，串起了辖区的人文与风景，
在阅读中领略百越文明，品鉴新城文韵、探寻
诗意之所、触摸城市文脉。

柔软的沙发、轻柔的音乐、绿色的小火
车，停靠在“丛林”深处。每一位“上车”的
人，都能够收到一张“车票”。一旦踏上这趟
“列车”，阅读之旅即刻启程。

这是“独秀书房·桂航火车号”上的一
景。当然，这并不是真正开动的“小火车”，
只是一节车厢。车厢里图书应有尽有，来者可
以在这里，取下一本书，喝上一杯咖啡，放任
思绪驰骋遨游，去往远方。书店于去年世界读
书日开张，成为桂林新的文艺网红地，迄今已
经接待了天南海北慕名而来的游人“打卡”。

从“山水之乐”到“人文之乐”，是七星
区近年来谋求旅游转型升级的一次大胆尝试。
高新七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要负责人介
绍，为了更好地推出“阅读+旅游”这条线
路，独秀书房将阅读旅行的每一“站”都做出
了特色和鲜明的主题。目前，位于师大出版社
的旗舰店主要以“人与书的相遇”为主题，桂
林航天工业学院的“火车号”主题是“带你去
远方”，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以“走读百
越”为主题、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则以“诗
意栖居”为主题，等等。读者或者游客可以通
过去每一站“打卡”，体验不一样的阅读环
境，沿漓东河岸阅享山水，美不胜收。

浸入式观景 “骑”乐无穷

从甲天下广场出发，一路向大圩、阳朔等
方向骑行，步步皆景，尽收眼底。用自然的美
景疗愈疲惫的心灵，将骑行与观光结合，别有
一番滋味。

近年来，高新七星区打造“环漓江自行车
骑行旅游”线路，从高新七星区甲天下广场出
发，以漓江为主干，漓江流域河流为补充，涵
盖漓江源头、干、支流、运河、水库等涉及桂

林 6 区 9 县各大风景名胜区的 800km 骑行
旅游线路。沿途处处是景、地形地貌变化多
样、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是骑行运动爱好者
梦寐以求的骑行圣地。随着环广西公路自行
车世界巡回赛“桂林站”落地“环漓江”以
来，高新七星区打造的“漓骑”体育品牌，
不仅助力自行车运动在桂林进一步升温，同
时也推动了桂林自行车运动和全民健身的普
及与“环漓江”群众自行车挑战赛与骑游活
动的可持续发展，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骑行加上世界最美河流，这种体验是
独一无二的。”杨放，是“漓骑”的负责
人。他告诉记者，从 2016 年到 2019 年，
共举办了数十场成人“漓骑”大赛，参与人
数总共达到了近 5 万人。 2-6 岁的“全世
界年龄最小的自行车运动竞技赛”吸引了桂
林周边省市 600 个家庭参赛。“未来，我
们将把‘漓骑’打造成国内外重大的、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具有职业联赛水平
的、群众性休闲娱乐参与度高的民间赛事。
在运动中输出健康、地域文化，为打造健康
桂林、健康七星做一份贡献。”杨放说。

旅游项目“完美着陆” 漓

东片区未来可期

4 月 29 日，桂林市旅游文化中心举行
项目开工仪式，标志着桂林新地标建筑正式
开始建设，“桂林版悉尼歌剧院”漓江歌剧
院的建设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步入正轨。目
前该项目正在加紧建设当中，不久的将来，

一座以桂花为造型
的建筑将会拔地
而起，为桂林国
际旅游胜地建设
镶上一颗璀璨的
“明珠”。

桂林市文化旅
游中心项目即是众所
周知的新生街改造项
目，也是科学保护漓江、建设
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重点项目。项目
地处市中心核心景观地段，占地约 100
亩，总投资约 30 亿元。项目实施范围为漓
江市区核心段景观带以东，穿山路以西，訾
洲公园和訾洲河以北，自由路以南。项目改
造预计用两年时间完成。为新时代新生街的
故事赋予新的内涵、展现新的风采，为桂林
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贡献新的力量。

该项目分三部分建设，第一块是重中之
重，那就是标志性建筑——— 漓江歌剧院，将
成为桂林老城区最具艺术气质的文化地标，
吸引全世界游客的目光；第二块，是旅游商
业街和原住民安置房建设；第三块，保留绿
地和广场。项目建成后，新生街片区将会成
为一个集文化地标、旅游服务、风情街区、
酒店客栈、休闲娱乐为一体的高端休闲旅游
区域。将来桂林的新地标建筑漓江歌剧院，
与逍遥楼和东西巷片区、象鼻山相呼应，形
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此基础上，高新
七星区还将打造夜·七星——— 《大美桂林·水
舞山歌》訾洲水景演绎项目，让游人来此
“停得下，呆得住，看不尽”，白天黑夜尽

享七星美景。
携手探春，并肩揽夏，静立瞰秋，煮茶

品冬。美景佐美食，来到桂林，食在桂林。
七星出品的网红桂林米粉，不仅仅是舌尖上
的味道，它更是一种文化、一张桂林的特色
名片，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而“文体+旅
游”的新模式，如同一块磁场，吸引着海内
外游客纷至沓来。有数据显示， 2018 年，
高新七星区全年接待游客 751 . 09 万人次，
增长 22 . 49% ，旅游总消费 114 . 36 亿元，
增长 48 . 8% 。今年，高新七星区将继续以
七星景区、訾洲景区、穿山景区、尧山景区
等旅游资源为依托，挖掘旅游资源潜力，促
进旅游与特色文化、高端餐饮、住宿、购
物、消费融合；启动智慧旅游建设，推动旅
游业提档升级。大力培育骨干旅游企业，发
展旅游电子商务产业，力争旅游电商营业额
达 10 亿元。积极融入“一键游桂林”和桂
林旅游大数据中心工作，深入实施“旅游
+”战略，大力发展智慧旅游、健康旅游、
文化旅游。启动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推进桂林文化旅游中心、塔山文化旅游度假
区等项目建设，形成统筹协调、融合发展的
全域旅游格局。力争实现全年接待游客超
800 万人次，旅游总消费突破 120 亿元。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桂林高新七星很美，像一个婀娜多姿
的少女。在山的那头，湖的对岸，云的彼
端，这里总有未曾见过的风景等着你来追
寻。欢迎全世界的朋友来到这里，用脚步慢
慢丈量脚下的漓东大地，感受南方这座小城
无处不在的美。
（图片除署名由高新七星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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