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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洁 通讯员 谢云香

“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春
秋看淹城。”距今已有 2700 余年历
史的淹城遗址，曲水环围、苍松郁
秀、风光旖旎。近年来，春秋淹城旅
游区构建“生态+”模式，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让生态成为旅游区
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旅游区
先后荣获联合国LivCom环境可持
续发展项目金奖（自然类）、中国第
一水城、全国低碳旅游示范区、江苏

“最美水地标”、江苏省首批省级水
利遗产等称号。

生态+党建，激活“红色动能”

旅游区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依托春秋淹城党员教育优质教学点，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发挥遗址公园
生态优势，开设水上课堂——风华正
茂学党史，推出“石头记——鹅卵石
上画党史”互动研学课程；开辟“战

‘疫’先锋林”，组织党员种植桃树，致
敬最美逆行者；开展八段锦现场教
学，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
式；提升区域环境质量，定期组织旅
游区党员开展环境保护志愿服务。
今年成功创建了江苏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同时，积极融入武进区生态
红盟，成功打造“先锋绿向导 淹城
红卫士”党建品牌。

生态+文化，焕活“文旅动力”

淹城遗址历史资源丰富，文化底
蕴深厚。旅游区围绕实现大运河遗
产的全民共享与永续传承，积极融入
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提质前行，
不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文化遗产保
护、文化价值弘扬，逐步推进淹城遗
址保护修复、亮化和绿化以及文化展
示、周边环境整治和美化以及西入口
服务区的建设等方面工作，打造展现
江南水文化、淹城遗址历史风貌和新
时代文旅风采的文化空间，建好国家
文化公园，形成大运河文化带上闪亮
的中华文化标识，努力让春秋文化在
新时期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生态+环保，擦亮“绿色动脉”

大力推进“停车场革命”和“厕所
革命”，坚持人与自然空间环境的和谐
共生，改扩建成3.5万平方米大型生态
停车场，配置新能源充电车位，结合绿
化景观改造，栽植绿化植物，形成绿荫
覆盖，将停车空间与绿化空间有机结
合。打造“资源型生物厕所”，利用自
然界提取的微生物，将排泄物进行生
物降解制成有机肥料，投放农业种植，
最大限度地节水、低排污和生态环
保。在第四次全国厕所革命推进大会
上，旅游区荣获人文关怀奖，这项资源
型生物技术荣获技术创新奖。

以生态为底色
绘就高质量发展最美画卷

本报讯（周洁 姚鸽） 春秋乐园
党支部致力于深入推进基层党支部
建设，深挖传统文化精髓，打造特色
亮点支部工作名片，全面培育基层党
建精品项目。记者昨日在春秋乐园
了解到，春秋乐园党支部成功打造了

“书香红盟智能书屋”党建综合体，并
于12月成为武进区“书香红盟”矩阵
中的一员。

淹城“书香红盟智能书屋”是春
秋乐园党支部打造的“党建+研学+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图书”的党建
综合体，融合了党建活动、研学爱国
主义教育、红色图书借阅等多项功
能。书屋整体设计秉承“寓教于景、
润物无声”的理念，利用园区原有的
空间、绿地、道路和设施，全面打造、
精彩呈现党建文化教育主题。书屋
藏书丰富，涵盖了专业类、党政类、人
文历史类、名家经典作品、现代文学、
网络文学等多种书籍，同时契合今年
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史学习教育的
热潮，专门开辟了“红色阅览角”，重
点建设了“四史”学习专栏，集中摆放
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
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党建类书籍。

淹城“书香红盟智能书屋”遵照
“唤醒历史记忆，再现人文精神，弘扬
红色文化，传承文化自信”的发展理
念，将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治国理政
理念与淹城历史遗迹、诸子百家文化

融会贯通，在情景式环境中开展思想
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励
文化自信。书屋实现无线网络全覆
盖，提供无线投屏、自助冷热饮用水，
功能设施齐全、设计幽静雅致、环境
宽敞明亮，是党员群众自我素质提升
的“加油站”和学习传统文化、接受红
色教育、提升政治思想意识的优质
平台。

淹城“书香红盟智能书屋”的打
造进一步推动了支部阵地功能的升
级，充分彰显了红色文化阵地教育、
宣传、服务的功能。如今，淹城“书香
红盟智能书屋”已成为党员群众学习
红色经典、赓续红色基因的“新高
地”。下一步将通过开展党史讲座、
红色朗读、文化宣讲等主题活动，助
推党史学习教育、推动书香党支部
建设。

打造“红色书屋”
传承“红色基因”

渔舟唱晚，水韵流长。春秋淹
城旅游区核心区域——春秋淹城遗
址，考古证实达 2700 余年历史，是
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春秋
时期地面城池遗址，其“三城三河”
的形制举世无双，于1988年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凭借独具
中国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
与优质的旅游服务，2017年2月，春
秋淹城旅游区被评为国家 5A级旅

游景区，成为武进区第一家、常州市
第三家5A级景区。多年来，春秋淹
城旅游区高度重视文旅融合发展，
不断寻求新突破，推出了一系列好
办法、好举措，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建设，使得文化更加富有活力、旅
游更加富有魅力。

筑巢方凤丞，花开始蝶舞。从
谋划之初，春秋淹城旅游区成立了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协调、督导

落实、统筹推进旅游区文化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工作，拓宽文化旅游产
业融资渠道。游客来得了、住得好，
吃有特色，玩有乐趣，便捷的交通、
一流的看点、绝妙的体验，进一步推
动春秋淹城旅游区文化与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彰显文化旅游资源特色，
完善文化旅游产业体系，把春秋淹
城旅游区打造成高质量特色休闲旅
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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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洁 通讯员 袁粉 蒋雯

为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高水
平融合、高质量发展，省文旅厅开展了
首批江苏省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区建设单位申报工作，全省共有
24 家单位被评为首批江苏省文化和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
中国春秋淹城旅游区入选。

漫步景区，松木葱茏、鸟语花香，
栈道逶迤、水流如织。遵循主题性、特
色性、参与性和创新性的旅游项目开
发原则，实施“文化与娱乐结合，整合
与开发并重，优化与创新同步”的旅游
产品开发策略，突出春秋文化特色和
重点，进一步策划和创新开发文化体
验和休闲娱乐旅游精品。智慧春秋乐
园项目，全景再现春秋淹城的历史文
化、城池形态和独特景观；野生动物世
界项目，推动野生动物世界与春秋淹
城主题融合发展，打造长三角地区独
具特色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马戏表演
旅游品牌；传统商业街坊项目，鼓励文
化创意、工艺美术与旅游资源相结合，
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商品，特别是常州
梳篦、乱针绣、留青竹刻、微雕、孟河医
派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强化
非遗，强化休闲”为主要思路，突出武
进地方文化特色。

历史的如椽画笔，以魂脉牵引文
旅深度融合。旅游区以举办重大节
庆活动为依托，将文化和旅游充分融
合，带动旅游区文化旅游业快速发
展。连续多年开展“淹城新春灯会”
和“城门挂春联”活动；延续春游“汉
服季”主题系列活动，举办“五一王者
荣耀之春秋游园会”，密集推出大量
国风演艺，cosplay 主题秀等；延续

“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举办了
“原味端午”非遗造物节和国风文武
大比拼活动，真人秀《屈原颂》、美少
年快闪《书生游园》、吉祥醒狮舞和荡

龙船、龙飞凤舞、调犟牛等民俗表演，
赢得游客广泛好评，同时有五彩蛋
兜、旱龙舟、龙娃面具、艾草花环等
30多项非遗体验及展销，凸显中华
传统文化和民俗风味魅力；将党员学
习教育与春秋文化精髓相结合，积极
打造春秋淹城优秀传统文化宣教课
程，结合党史主题教育，更新优化编
钟红歌课堂、互动研学课程、系列水
上课堂等，进一步提升园区文化氛
围，彰显淹城特色。

多年来，春秋淹城始终立足资源
优势，以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区创建为抓手，持续推进文旅高质
量发展，积极探索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新路径，迎来了“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的良好发展态势。下阶段，旅游
区将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区建设指南（试行）》为引
领，找准坐标系、锚定发力点，切实遵
循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规律，从
整合区域资源，优化工作机制等方面
着手，持续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多方
位、全链条深度融合，用科技赋能文
旅融合发展，扎实走好文旅融合高质
量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