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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有罗马，东有长安。”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
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和工业基地。

将西安作为海南“千年古丝路 又闻驼铃声”一带一路大型采访活动陕西站的最后一站，既有一种逐本溯源、梦回汉唐的
情怀，也是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重振雄风的满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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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晚报社联合主办 海航集团特约

“一带一路”大型采访报道 ·陕西17

城市名片

海南印迹

■ 本报特派记者 金昌波
徐一豪 齐松梅 赵优

丝绸之路有多长？如何才
能快速了解丝路风情？西安市
民的答案是：西安地铁“丝绸之
路文明号”。11月21日上午，海
南丝路行采访团登上西安地铁1
号线“丝路文明号”专列，领略昔
日丝路起点的别样风采。

“9月21日是国际和平日，
西安地铁特意在当天正式运行
丝路文化专列，运行时间和票价
与正常车辆一样。”据西安地铁
公司办公室宣传干事陈洪超介
绍，列车长约1000米，车体内外
均以丝路历史文化为主题，6节
车厢组成“开拓——凿空西域”、

“包容——万国来朝”、“互利
——丝路商旅”、“互鉴——舞动
长安”、“合作——文明相通”、

“共赢——丝路复兴”等6个系列
主题风格，再现了大唐盛世的风
采和建设丝绸之路新起点的战
略部署。

丝路专列所有文化符号都
是以手工画的形式出现，列车外
侧是漫漫黄沙和驼队的图案。
专列地板上绘制有地图、花纹
等，并标识出一些日常用语的多
种语言翻译，譬如中文“你好”的
泰语、韩语的书写方式及中文发
音。在扶手的小吊环上，还有当
年与长安来往密切的国家介绍。

“车厢上绘有反弹琵琶、胡
腾舞、胡旋舞、霓裳羽衣舞，各种
舞蹈动作赏心悦目，好像穿越进
了宫殿似的。”从玉祥门站上来
的王霞女士说道，每天坐地铁上
下班，正好体验一下丝绸之路的
起点——西安厚重的历史文化
底蕴。说着，她便摆出各种可爱
的表情开始自拍，和她一样，众
多乘客都被车厢内的丝路元素
所吸引，纷纷拿出手机定格下这
美好的一刻。

“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长
安，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相当重
的位置。”陈洪超告诉记者，汉唐
时候，长安与别的国家进行音
乐、物产、技术、习俗等交流，丝
路专列弘扬了丝路文化，意义重
大。

“丝绸之路文明号”带给海
南丝路行采访团深深的启发：

“丝绸之路文明号”列车把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阐述得非常完
美，文化气息非常浓厚，提升了
市民的自豪感，这种理念值得学
习和借鉴。

（本报西安11月23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齐松梅 赵优
金昌波 徐一豪

最新鲜的澳洲牛奶、来自北海道的帝王
蟹、美国梅西百货“黑色星期五”特惠商品
……西安市民以后不出国门，就可享受到进
口商品直供的便利与实惠，甚至可同步享受
海外百货的限时特惠活动。海南企业助力丝
路建设，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互联网平台
和线下实体店跨界合作，这是一个生动的案
例。

今年，隶属海航实业集团控股公司的西
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携手其他公司开展
互联网平台和线下实体店跨界合作，在响应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也为陕西消费
者提供了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到海外商品的优
惠和便利。

据悉，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及跨境电商线
下体验区两大区域，将在民生百货五路口店
及龙首店与消费者见面。销售面积近1.5万
平方米，在线下体验区，顾客可以直观体验海
外食品、母婴用品、生活家居、化妆品等三万
余种商品的实物展示，然后可在线享受海外
商品直邮；直销中心的特卖保税商品则可现
场付款购买。

11月22日，记者来到位于西安黄金地段
的民生百货龙首店，这里交通便捷，名店林
立。得知以后在这里就可以买到保真且物美
价廉的进口商品，一名正在购物的吴女士表
示，一直以为“一带一路”只是国家层面的宏
观战略，没想到与普通老百姓的关系竟如此
密切。而据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把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法
国、意大利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货品直接
放行运往西安综合保税区内，通过邮递或直
取形式快速摆上民生百货的货架，这是民生
集团在“互联网+”时代的一次新转型与尝
试。 （本报西安11月23日电）

海南企业
助力丝路建设

建设丝路经济带沿线重要战略支点城市

西安：丝路新起点焕发新活力
■ 本报特派记者 徐一豪 齐松梅 金昌波 赵优

西安，古称“长安”、“镐京”，拥
有着7000多年文明史、3100多年建
城史、1100多年建都史，与雅典、罗
马、开罗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
之一，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西安，也是中国最佳旅游目的
地、全国文明城市、西部中心城市和
国家重要的科教中心。

“丝路文明号”专列。

坐落于西安的张骞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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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细节

“丝路专列”
讲述丝路故事

“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
马，西擒吐蕃鹦……”唐代诗人元稹的这首
《估客乐》，反映了唐长安城的盛世繁华，很
有“国际范儿”。

今天，走在西安街头，这种感觉仍十分
强烈。寻常街巷，卷发碧眼高鼻梁的外国
人随时可见。他们带着一种类似“朝圣”的
情怀来到这座曾经与古罗马齐名的城市，
学习、工作或者旅游。

“西安不仅有优质的教育，更有悠久的
历史文化，这令我非常着迷！”在西安交通大
学留学的巴基斯坦学生阿米什说，学习之

余，他还和朋友们到西安的名胜古迹参观。
据悉，目前有200多名巴基斯坦的留

学生在西安交通大学学习、生活，他们同阿
米什一样实现了自己留学中国的梦想，并
在西安高校扎根。

旅游、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是一座城市
文明的重要指标。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我们
注重构筑合作平台，加强政策沟通。”西安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强晓安介绍，西
安目前已成功举办了两届丝绸之路经济带
城市合作发展圆桌会议，倡导并发布了《西

安宣言》；成功举办了第十八届、第十九届西
洽会暨丝博会，首届丝绸之路国际关系网络
大会；与马雷市、马尔罕市正式缔结友好城
市。

文化交往的频繁，还得益于渠道的畅
通。去年，西安成为我国西北地区首个获
批72小时过境免签的城市，奥地利、俄罗
斯等51个国家公民，持相关证件在西安咸
阳国际机场口岸免办签证，免签期间可在
西安、咸阳范围内活动。

不只是文化和旅游，西安在国际舞台
上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有分量。

古城新面貌——

西部中心城市的“国际范”

11月19日清晨，伴着一声嘹亮的汽笛
声，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运班列停靠在西安
国际港务区西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该站
集装箱到发量至此成功突破10万标箱。

西安国际港区是中国第一个不沿江、
不沿海、不沿边的国际陆港，也是中国最大
的陆地港口。通过西安综合保税区、西安
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西安公路港三个支撑
平台的功能叠加，形成了完善的港口功能
体系。

2013年11月28日，首列“长安号”国
际货运班列从西安国际港务区西安铁路集
装箱中心站缓缓驶出，经宝鸡、乌鲁木齐、

阿拉山口，直抵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两
年来，“长安号”已迅速成长为贯通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黄金干线的
重要枢纽和关键节点。

据中铁联集西安中心站总经理刘皓介
绍，“长安号”以西安为起点，向西开行“西
安—阿拉木图”中亚班列，向东开行“西安
—青岛港”海铁联运班列。截至11月18
日，“长安号”中亚国际货运班列共开行
127班，累计运输货物总重达16万吨。

“西安至阿拉木图的中亚货运班列，开
启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通道’。”刘皓
说，两年来，满载货物的“长安号”连通着西

安与中亚、欧洲等地区的经贸交流与合
作。运送的货源来自陕西、广东、上海、浙
江等地，目的地逐渐遍布哈萨克斯坦等中
亚5国的44个城市和站点。

如果说“长安号”中亚货运班列开启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通道”，那么“西安
—青岛港”的海铁联运班列则是“一带一
路”重要的贸易纽带。今年2月2日，“西安
—青岛港”国际货运班列试运行，开辟了以
西安港为始发港，青岛港为中转港的陆海
直达国际多式联运新航线，将“长安号”国
际货运品牌向东延伸至青岛港，建构了陕
西向东推进，延伸欧美的铁路干线。

丝路新起点——

西安港串起“一带一路”

走进西安城区东部的浐灞生态区，有
一种别样的美。这里没有秦砖汉瓦、飞檐
斗拱的历史厚重感，只有秀水环绕、绿树掩
映的现代建筑群，“八水绕长安”的浐河、灞
河静静流淌，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变迁。

浐灞生态区是欧亚经济论坛永久会
址所在地，也是西安市重点发展的“五区
一港两基地”之一，全国首个以“生态”命
名的开发区。“谁能想到，十年前这里还是
垃圾满地、沙坑遍布、污水横流的生态灾
难区！”站在办公楼上俯视脚下的大地，欧
亚经济论坛综合园区管理办主任马志胜
感慨万千。

浐灞生态区不是生态保护区，而是一
座都市型的生态区、生态化的商务城。致
力于打造中国第三代新城，打造中国区域

性金融中心。规划面积约为45平方公里
的欧亚经济论坛综合园区核心区，是浐灞
生态区的“代表作品”之一。

据马志胜介绍，按照“政策沟通、道路
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总
体要求，西安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着
力将欧亚经济论坛综合园区打造成为欧亚
合作新平台、新丝绸之路建设高端支点和
西安国际化的重要窗口。

欧亚经济论坛综合园区重点布局西
安丝路国际会展中心、西安领事馆区、西
安金融商务区、欧亚商务贸易区、欧亚创
意设计园区、丝路文化交流合作区等八大
产业。

目前，西安金融商务区已引进60多家
金融机构入驻；西安领事馆区最多可容纳

25家领事馆入驻，目前正在招商；丝路国际
创意梦工厂一期建设已经完工；欧亚商务
贸易区中的碳交易中心、电子商务平台等
已经建成。其他各产业也正在加紧建设之
中。

“古长安见证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随
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位于丝路新起
点的西安必将再次吸引世界的目光。”对于
西安的未来，强晓安信心满怀。

“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
许，宛马至今来。”唐代诗人杜甫，对张骞通
西域的丰功伟绩赞叹不已。千年之后，西
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并将目光投向了
更远的远方，力争重振汉唐雄风——未来
值得期待。

（本报西安11月23日电）

合作新平台——

浐灞生态区乘风崛起

公元前 138 年，一个叫
张骞的陕西汉中人，受汉武
帝委派，西出长安，开始了一
次彪炳千秋的“出访”——凿
空。原本是一次军事目的的
外交活动，最终打通了古代
中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

2100多年后，站在西安
古城墙玉祥门的城楼上放眼
远眺，古长安城王朝远去的
背影后，留下了无尽繁华。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
想提出后，西安再次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

抢抓发展机遇，承担历
史使命。西安主动谋划，应
势而动，提出依托自身的区
位和资源优势，打造“丝绸之
路经济带的新起点”，要把西
安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沿
线最具发展活力、最具创新
能力、最具辐射带动作用的
重要战略支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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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西安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