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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游，
一张文旅融合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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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陕西，一个历史文物大省。三

秦大地上，诞生了最早的蓝田人，

聚集了以炎帝为主的姜氏部落，兴

起了周天子的王朝……后来便有

了秦皇汉帝唐天子的帝都长安。

“西安的叶子掉下来都是一片文

化”，十三朝古都西安城，写不尽的

周秦征战史，道不完的汉唐繁荣

象，当游走在这座城市，触摸那刻

满沧桑的古城墙时，你能真正感受

到脚下这片热土的厚重和历史的

温度。

这里的历史文物多如繁星，但

“保护发展文化遗产，传承人类文

明”的理念，却深入人心。陕西人

对于这片土地上丰厚的历史文化

遗产，一直视若珍宝，也深以为

荣。近千座帝王将相的陵墓，以及

各种绵延千年的名胜古迹，几乎都

保存完好。对于这份厚重的文化

遗产，陕西人也毫不吝啬地向世人

展现她的风姿。通过找准自身定

位，深度挖掘文化内涵，不断推陈

出新，打造出一件件具有国际化视

野、开放性思维的大手笔旅游文化

精品，并有效连接了旅游链条中

食、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

展现了陕西旅游与文化创意相融

合的力量。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高高的蓝天喲，飘白云哟……”在位
于陕西省榆林市的家中，47岁的陕北民歌
歌手叶振国给记者随口唱出了一首高亢而
豪迈的《喊山》。

跌宕起伏的歌声百转千回，叶振国动
情的脸上，眼角的皱纹粗糙得如黄土高坡
上的风。

在榆林市甚至陕西省的陕北民歌界，
叶振国是个绕不开的人物。自1990年代
进入陕北民歌界后，叶振国的人生也随着
陕北民歌的发展发生着变化。

“你看，这就是我的民歌专辑《喊山》。
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唱罢，
叶振国拿出一张CD，在这张CD的封面
上，红色的两个大字“喊山”赫然从黑色的
山峦背景中跳跃而出，如歌者的嘹亮嗓门
般令人震撼。

“我小的时候，母亲总喜欢边干活边唱
陕北民歌。”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叶振
国是听着母亲的陕北民歌长大的，“传统的
陕北民歌多是表达爱情、描述劳作场面或
者哭诉艰辛生活的。”

到了抗战时期和解放前后，陕北民歌
也被那个时代的人们注入新的元素——革
命民歌开始出现。“这个时代的民歌主要是
直接反映革命斗争的。”叶振国告诉记者，
当时，民间就一度流传着《刘志丹上横山》、
《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等歌颂革命队伍的
歌曲。到解放后，歌唱领袖和美好新生活
的陕北民歌层出不穷，其中《东方红》就是
最为著名的代表。

而如今，陕北民歌在新的时代潮流下，
又有了新的面孔。这样的变化，从叶振国
的作品中可以得到体现。他创作的《黄土
坡吹来和谐风》、《信天游越唱越红火》等作
品，正是自己在这个崭新时代的新感悟。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我们的生活也越
来越好。你看我作的这首《信天游越唱越红
火》，小伙呀姑娘呀敲起鼓，黑黝黝的个煤炭
运出口，弯弯的眉毛洋溢出甜蜜的梦……”
说起自己的新作品，叶振国又忍不住开声唱
了起来，喜悦在眉梢飞舞。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陕北民歌的挖
掘和保护也越来越重视。”对于陕西的旅
游，叶振国认为陕北民歌是个不可或缺的
元素，“陕西不能和其他地方比自然资源，
但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陕北民歌就是
一个让游客了解这个地方很好的渠道。”

在陕西的一些旅游胜地，经过创新的
陕北民歌也屡屡被搬上舞台，成为当地颇
受欢迎的演出节目。其中，在延安上演的
大型陕北民歌史诗《信天游》就深受好评。

陕北民歌以各种形式在不断发展，这
让叶振国深受鼓舞。在这位陕北汉子眼
中，陕北民歌将像他所创作的那首激情洋
溢的《信天游越唱越红火》一样，不断散发
新的魅力。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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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摒弃对历史文化遗存的浅层利用，深度挖掘旅游的文化内涵

文化扬帆 旅游远航

2013年

■ 本报记者 林容宇

这是一台不走寻常路的实景舞剧，
不傍大腕，照样一票难求。

从“印象”到“希夷”，从张艺谋到陈
凯歌，尽管人们对演出品质褒贬不一，
但是毋庸置疑，国际级大师的加盟，无
疑会加重一台演出的宣传砝码，使得景
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迅速倍增。这是
很多地方梦寐以求的“大腕效应”。

但《长恨歌》是个例外。这台陕西
本土出品的实景舞剧，从一开始就不愿
傍大腕，却成功打造出了名闻天下的艺
术精品。其中有何奥秘？带着疑问，海
南日报记者实地走访了华清池景区。

华清池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候，是
每年4月到11月的晚上8点多钟，大型
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会在华清池上
演。自2007年正式面世以来，1300多
个观众席座无虚席，场场爆满。遇到节
假日，即便每天加一至两场，依旧一票
难求，观众必须提前几天预订门票。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
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
期。”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道不尽帝
王千古风流事，华清宫的一池温泉，见
证了多少王侯将相的兴衰成败。这里，
空气里弥漫着温馨与浪漫，草木间留存
伤感与嗟叹，令人痴迷，引人神往。

有人说，“实景演出”是21世纪最前
卫的作品。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印
象·刘三姐》开了国内实景演出的先河，
此后，《印象·丽江》、《印象·西湖》、《印
象·海南岛》、《印象·大红袍》等“印象系
列”相继问世。除了张艺谋，著名导演
陈凯歌携《希夷之大理》，也跨入“山水
实景演出”界。

记者从华清池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了
解到，其实，当年开始打造《长恨歌》的时
候，有人曾提出找大腕挂名，可是后来出
于多方面的考虑，放弃了这个打算。

《长恨歌》——
不傍大腕
照样一票难求

发展定力
再赚钱，也不能伤及遗址完整

6月下旬，一则新闻让西安成为世界瞩目的
焦点——包括唐大明宫遗址在内的西安市5处遗
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丝绸之路之长
安－天山廊道路网”。

走在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高高台基上，这个
位处城市核心区的著名大遗址，令记者不能不纳
闷：西安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使城市发展和遗址保
护相得益彰？

与秦始皇陵不同，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在西安明城墙和西安北二环之间的黄金地段，周
边是发展多年的建成区。为破解大明宫遗址保护
难题，地方政府保持了一种难得的发展定力，放弃
挣大钱的机会，尽量维护大明宫的整体格局，杜绝
许多大企业进驻。

翻开西安第四次城市总体规划，记者注意到，
西安将大明宫遗址区3.5平方公里及周边区域共
19.16平方公里的“道北”地区纳入了城市总体规
划，坚持保护大遗址优先的原则，确保遗址的完整
性及其与周边历史环境的协调性。

根据规划，整个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周期
为八年，分三步实施，到2015年，全面完成大明宫
遗址区保护改造，初步建成一个功能完备、环境优
美、历史文化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示范新区。

在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李强看来，作为
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代表，唐大明宫遗址的成功
入选意味着在大面积的城市区域内进行大遗址保
护的理念或模式得到了国际认可。“大明宫遗址区
保护改造工程的实施，给西安贡献了一个世界级
的遗址公园，也为西安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文
化和生态的支撑，必将为陕西文化旅游注入强劲
动力。”

其实，遗址保护的理念早已深入陕西人的血
液，成为决策层越来越清晰的思路。

经过多年艰难的探索和总结，陕西省文物部
门提出，必须探索和研究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的
新思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使当地政府和群众
从大遗址保护中受益，把大遗址保护工作纳入到
经济发展的大系统、大体制中，纳入到提高群众生
活水平的层面上来，使大遗址的保护与区域社会、
经济和谐发展，共生共荣。

在这样的新理念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大遗址
的具体实际，陕西探索出不同类型大遗址保护的
资本运作模式。实践证明：大遗址保护完全能够

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能够惠及广大民众和
游客；通过大遗址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在经济发
展中加强大遗址保护；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能实现文物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经济
社会和谐发展的“多赢”。

业态创新
几场戏，破解“白天看庙，晚上睡觉”

“白天看庙，晚上睡觉”，这一度是外界为陕西
旅游贴上的标签。

陕西省拥有雄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旅游名胜
古迹遍布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但在上世
纪90年代，陕西旅游业“多年来只‘吃’一个兵马
俑”，缺乏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导致发展速度
减慢，在全国的位次逐渐后移，从在全国前6位下
滑至第11位。

困境面前，有识之士为陕西旅游业转型开出
药方：摒弃对历史、文化遗存的浅层利用，深度挖
掘文化内涵，打造出具有国际化视野、开放性思维
的大手笔旅游文化精品。

《唐乐宫》、《长恨歌》、西安城墙入城式等一系
列旅游文化产品，可谓这一思维的践行之作。比
如，由陕西旅游集团打造的《唐乐宫》，创意点在于
其浓厚的唐宫色彩，并有效连接了旅游链条中食、
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西安仿古迎宾入城
仪式主要是参照古礼中的宾礼和盛唐时期的《开
元之礼》仪规，并融入古代民间的礼仪内容而创意
策划的，其道具、服装、音乐、舞蹈基本上都是参照
文献及考古资料来模仿唐风。

随着近年来“红色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游
客慕名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在中国革命历史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亟待发
掘。为此，陕旅集团再次尝试挖掘“红色文化”资
源，与当地旅游发展相融合。2011年7月1日，一
台大型红色历史歌舞剧《延安保育院》在延安首
演，这部以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为背景，讲述边
区干部、革命烈士遗孤和保育院“妈妈”之间感人
至深的故事，剧目一经上映便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专家指出，实景演出是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
的业态创新，《仿唐乐舞》《长恨歌》等作品之所以
在演出市场经久不衰，就在于其立足陕西自身的
文化资源、人才优势，充分发掘、打造出了符合现
代观众审美口味的作品。

创新才能赢得市场，也只有创新，才能保持市
场。陕西文博专家张立认为，旅游演艺作品推出

后，需要根据观众的反馈、评价不断进行打磨、调
整，才能获得市场的持续接受。比如《长恨歌》，每
年演出季结束后，都要针对当年演出中存在的问
题和新的理解以及新的技术的更新，从剧情、音
乐、舞美、舞蹈、灯光、舞台等方面，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改造提升，使这台演出常演常
新，获得持久生命力。

文旅融合
多元开发，旅游景区撑起“艳阳天”

《唐乐宫》、《长恨歌》等备受欢迎的演出，仅仅
是一项项文化精品。当把文化与旅游融合成产
业，并连片成区、多元化地开发时，其迸发出的能
量就将是巨大的。

位于西安城区东南部，有一处约40平方公里
的地块，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
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一
个个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在这里支撑起了一片旅游
景区融合发展的“艳阳天”。这就是曲江新区，一个
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新区。

选择这里作为发展新区，离不开这里丰厚的
历史文化资源。在做好景区项目的品牌维护和运
营管理的同时，曲江文旅公司还“打造具有持久效
应的文化主题活动及项目品牌”。旗下各景区平
均每年举办的各类文化演出活动多达2万余场。

因为这些文化景区的打造，西安古老的历史
活了，夜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

曲江新区在规划格局上，形成四大功能板块，
包括唐风商业板块、旅游休闲板块、科教文化板块
和会展商务板块。四个板块特色明显，各司其
职。旅游休闲板块作为整个曲江区域的核心，占
地约7平方公里。依托70公顷的曲江南、北湖水
面，利用起伏变化的地形地貌、优美的生态环境和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营造规模宏大、配置齐全的
旅游休闲板块。

事实上，这里不仅是中外游客来西安的必游
景点，也是每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西安人的乐土。

“旅游活动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活动，其本质还
是一个文化活动，具有承载文化、传播文化、发展
文化的功能，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李强表示，“曲
江模式”的成功，就在于它紧扣文化主题，让文化
融入旅游，给游客一种以愉悦为目的的异地性休
闲体验，增强旅游的生命力、吸引力，提高旅游的
档次和品位。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陕西接待境内外游客量

2013年共接待境内外游客

2.85亿人次，比上年增长22.5%;

旅游总收入2135亿元，比上年增

长24.6%

其中接待国内游客增长最

大，来陕旅游人数达 2.81 亿人

次，增长22.75%

国内旅游收入2030多亿元，

比上年增长26.2%

制图/杨薇

华清池里精彩纷呈的演出。

《长恨歌》是一种基于“真山真水真
历史”的本土文化艺术产品，也是一个充
满创意的旅游产品，张扬唐乐舞音乐特
色的同时，融入了陕西碗碗腔、秦腔等地
方戏曲音乐元素。据华清池公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长恨歌》舞剧的总策划和总
导演都是陕西人，总策划是陕旅集团负
责人，唐乐宫唐乐舞的出品人，也是一位
知名旅游企业家；总导演是陕西歌舞剧
院艺术家，也是唐乐宫唐乐舞的总编
导。“他们对于《长恨歌》舞剧的理解和创
意思路是极其深刻而独特的，完全能驾
驭这个文化旅游产品，因此，《长恨歌》没
有找大腕执导。”

当我们慕名而来欣赏了演出后，其
美轮美奂的仿唐乐舞让人真切感受到盛
世大唐的风韵与魅力，果然名不虚传。
这是《长恨歌》第八个演出季的精美华
章，自今年4月1日正式启幕。

“我们每年都会停演5个月，期间精
心打磨，这才有了今天的《长恨歌》。”华
清池公司有关负责人说，开演7年来，创
作团队不断收集观众和各方专家的意
见，不断升级改版，一步步接近完美。反
观“大腕”们的作品，客观来说，尽管水平
相对较高，但一般没有太多富余时间长
期打磨、经常升级。

有歌、有舞、有山水、有真故事，在剧
本上下足工夫，在艺术上精心打磨，《长
恨歌》能不给观众留下更深的印象，能不
流传得更广？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多年一
票难求了，也就能体悟到国民党名誉主
席连战观赏了《长恨歌》后欣然题词时的
真切感受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
难得几回闻”。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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