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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旅居生态 理想生活
陕旅集团商业项目发布暨四海唐人街品牌合作启航仪式圆满举行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
令人痛心！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 3500
万吨，这个数字接近中国粮食总产量的 6%。尽管
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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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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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中旬，集团公司党委部署开展“文明餐桌”
实践活动，三个多月以来，所属企业的服务经营
单位和员工食堂围绕“公筷公勺、分餐分食、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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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拒食野味”等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工
作，同时推出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近日，集团党委

疫后半年，旅游

又发出号召，广泛开展“拒绝浪费、节俭惜福”文
明实践活动，推动“文明餐桌”不断深化。

业迎来了国庆中秋双
节八天的“最强黄金
周”，这场迟来的旅
游热潮让遭到重创的
国内旅游业得到强力
复苏。节后，文化和

2020 年 9 月 28 日，“陕旅集团商业项目发布暨四海唐人街品牌合作”启航仪式在金旅·四
海唐人街举行，国内新零售巨头盒马鲜生与金旅·四海唐人街完成了战略合作品牌签约，开
启了金旅·四海唐人街街区品牌和“居旅共享”生态模式升级的全新篇章。

焕新旅居生态 四海唐人街品牌升级

陕旅集团下属金旅地产创新“旅游 + 文化 + 地

人街，街区以五大唐人街牌坊、九栋独栋建筑、三

+ 旅游 + 商业”模式的发展成果。

艺术空间，是西安首个新型文旅商业综合体。

2020 年，四海唐人街被西安市政府授予西安

共接待国内游客 6.37
亿人次，实现国内旅

9 月 28 日举行的“陕旅集团商业项目发布暨四海

唐人街品牌合作”启航仪式上，陕旅集团同时发布旗

大下沉式主题广场，服务多个特色创意品牌和文化

显示，八天假期全国

探索理想生活 陕旅集团打造人文文旅商业

产”的产业发展新模式，以“理想生活·旅行·家”
的品牌理念打造首个“居旅共享”项目⸺四海唐

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下各文旅商业项目动态，全面展示了陕旅集团“文化

陕西国际体育之窗：服务全民文体生活

陕旅旗下的陕西国际体育之窗是服务十四运会的

游收入 4665.6 亿元。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国人历来
重视“俭以养德”的品行修养。践行“光盘行动”，
每一个人的责任。家庭用餐要按需配餐，做到营

市第三批示范特色商业街，此次街区品牌全新升级，

重点建设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36 万平方米，商业

养均衡；外出用餐时适量点餐、按需取餐、理性

为可供借鉴的、成熟的产业模式。

年 9 月投入使用。项目建成后将承担十四运会赛事指

的旧陋习，树立“重实情、求健康、讲环保”的

标志着金旅地产打造的旅居商业形态，正在逐步成

盒马鲜生签约入驻填补业态空白

9 月 28 日“陕旅集团商业项目发布暨四海唐人

街品牌合作”启航仪式现场，盒马鲜生与金旅·四海

唐人街完成了战略合作品牌签约仪式。自开业以来，
多种业态的多个品牌商家陆续入驻四海唐人街，从

美食、潮流、文化和艺术等多方面丰富和完善了街

区的商业业态，不断为游客和居民消费者提供生活、
娱乐、亲子等多重服务体验。此次盒马鲜生入驻四

面积约 6 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预计 2021

消费、剩菜打包。告别“爱面子、讲排场、比阔气”

挥和新闻媒体中心的重要功能。

新观念，传承取之有度、饮食调理的中华优秀饮

壶口瀑布、诸葛古镇等项目和景区获得

城市体育配套建设，为市民和游客提供舒适、精致、

年丰收，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为够不够吃发愁，

民运动潮流的功能，服务全民文体生活，推动周边及
品质化的综合性运动休闲体验空间。

丝绸之路风情城：更新公共休闲生活

随着我国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粮食生产连

主题游乐、休闲度假、文化创意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

“光盘行动”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推卸的一份

捷的生活享受。

旅游示范区。其重点板块丝路欢乐世界，首创开放式
科技、文化六大元素与人之间的自由互动，营造全新

员工在食堂就餐时要适量取菜，避免产生餐桌浪

明宫商圈的业态提升，为城北居民和游客提供更
具品质的消费生活。

儿童探索博物馆开馆创新亲子体验

日前，安特大世界·儿童探索博物馆在四海唐

人街盛大开馆，这是陕旅集团携手陕西省慈善协
会打造的西北首家儿童探索博物馆，集家庭娱乐、

职业体验、科学教育于一体，打造场景化、互动型、
沉浸式的奇幻酷玩空间，ANT 的小舞台、奇妙水
世界、我爱我家、公益空间等 11 大特色板块将“科

技型的博物馆 + 互动型的游乐 + 研学体验”相融合，
为儿童提供科学的互动娱乐体验与近距离感受自
然的机会。

安特大世界·儿童探索博物馆的落地，创新和

完善了四海唐人街的亲子体验业态，以更加多元
和更具创意的模式丰富家庭消费群体的亲子体验
生活。

除此之外，萤初炉端烧、米其林一星意大利

GLASS 餐厅等品牌商家也先后入驻四海唐人街，
启航仪式现场还有百家战略合作品牌及嘉宾品牌
纷纷亮相。金旅·四海唐人街街区品牌开启全面升
级，成为促进大明宫商圈快速发展的强力引擎。

规划设计中的商业板块，将满足开放式乐园、演

示范者，用实际行动参与到节约粮食的行动中来。
费，做到“吃多少取多少、不够再取、千万别浪费”，
做到“光盘”离桌，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艺中心、创意办公街区等特色文旅需求，会议交流、

立起标杆，榜样引领

型购物中心、零售商业、公共管理、餐饮休闲、文化

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

旅住和城市公共文化休闲生活模式。

的事”，粮食安全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不能让食

商务办公、人才公寓、品质酒店等商务需求，以及大
教育等公共服务需求，以成熟的旅居共享模式更新商
标杆项目陕西国际体育之窗和丝绸之路风情城项

目即将惊艳亮相，已经运营一年多的金旅·四海唐人街

当前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
性很大。吃饭问题是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天大
物触手可得成为铺张浪费的“资本”。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八字箴言”不

更是通过此次品牌升级，以多元主题活动和艺术演出

能只挂在墙上、说在嘴上，而是要放在心上，积

中的金旅·四海唐乐街、金旅·西城往事等项目也将继续

杆意识”，带头作表率，带头践行“光盘行动”，

引领更具文化内涵的城市消费生活潮流。规划和建设
秉持“文化赋能、居旅共享”理念，不断深入挖掘“旅

游 + 文化 + 地产”的产业发展模式，打造高品质项目，

极践行、落实落地。党员干部、先进模范要有“标
带头勤俭节约、惜粮节粮，带动周围群众同做反
对餐饮浪费的实践者。

助力陕旅集团多项目共建美好生活版图。

文明餐桌，弘扬新风

先导者和践行者，始终坚持文化为先、惠及民生，在

于企、于家、于己都是永不过时的“传家宝”，

活的需求作为企业的担当，围绕文化旅游的核心，在

的浪费”，积极开展和参与“拒绝浪费、节俭惜福”

陕旅集团作为引领全省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优良传统于国、

探索文旅商业发展模式时，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让我们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坚决制止“舌尖上

丰富城市旅游资源，打造城市商业地标的同时，带动

文明实践活动，大力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

城市配套建设，优化居住生态，通过颇具人文气质的
文旅商业项目，汇聚创新与文化的力量，引领城市探
索人居理想生活。

次黄金周最亮眼的“陕旅时刻”。

浓厚氛围，共同抵制餐饮奢侈浪费等不良餐桌风
气，为持续建设节约型企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多
作贡献。

节目，“红色剧目 + 创意快闪”的创新

表现形式，让游客第一时间感受到“红
色旅游”、“红色演艺”的全新魅力。

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内英姿飒爽的

大刀舞、民族特色鲜明的竹竿舞、以年

代背景为主题的“年代秀”、
“荷灯祈福”

子军》通过全新的舞台科技，创造性地再

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革命战争场景，让

活动摒弃了旅游景区美食大杂烩的形
式，以颇具创意的形式将西府美食文化

融入到文化旅游活动中。此外，白鹿原
影视城举办的“第一届农民丰收节”活

动，将农事民俗与文化旅游相结合，通
过掰玉米、晒辣椒等农事竞赛，传承和
展现关中传统文化。
创意·新玩法

双节期间，华清宫景区的大型实景

历史舞剧《长恨歌》首次开启三场模式，
共计演出 21 场，接待人次同比去年增

统文化演出、行为艺术、歌舞、儿童剧展

演和巡游等多个演出种类，为游客提供了
有别于传统商业街区的全新文旅体验，丰
富了市民的生活娱乐场景。街区服饰、餐

饮和文化娱乐项目也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

动回馈消费者，街区营业额与客流量均创
下历史新高。

《红色娘子军》
红色旅游献礼新中国华诞

10 月 1 日，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红

随着双节的到来，陕西黄河壶口瀑

布也迎来了秋季最佳观赏期，“洪流滚

滚注壶口”的绝美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
驻足观景，热闹喜庆的景区节庆活动又

为游客献上了一道娱乐盛宴。双节期间，
壶口瀑布景区舞龙舞狮、宜川胸鼓、壶

口斗鼓等特色民间演艺轮番上阵， “非

员们为旅客们倾情奉献了《久久不见久

平台，以互联网为纽带，为农户提供摊

久见》和《万泉河水清又清》系列快闪

民俗、新常态、新玩法⸺国庆黄金周
西安旅游复苏展新颜》的报道，文化赋

能、科技助推旅游复苏的模式成功抢镜，
陕旅集团旗下各景区、项目推出的庆双
节活动切实践行了这一创新模式，汇聚
成了又一个精彩的“陕旅时刻”。
传承·新民俗
岐山周文化景区以“周遗韵、民俗

赏民俗等主题活动，包括 “百工技艺民

口闹市·助力扶贫”公益活动，以景区为

位，邀请知名主播现场带货，展示销售

文化，感受风情民俗的首选。

优秀演艺项目彰显了旅游业的文化

所属白鹿原影视城、圣地河谷·金延安、

丰富了游客的互动体验。

挥“旅游 + 科技”的联动效应，举办“壶

艺这一新玩法已成为游客深入了解当地

汉礼，亲手体验造纸术等活动环节，寓

风、团圆乐、国潮季”四大元素，结合

除了传统节庆活动，景区还充分发

经成为旅游活动中的必选项目，文化演

内核，各类趣味互动活动则体现了旅游

遗剪纸”
“同唱爱国歌、同吃国庆面”
“祝

福祖国、祈福母亲河”等展演和活动，

合的不断推进，听地方戏、看特色剧已

研习造纸术、手书《出师表》等传统文

黄金周期间，新华社发表了题为《新

韵华章·凤凰于飞”快闪活动率先在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拉开序幕 , 演艺公园的演

景区独有的研学体验活动，以古镇

“陕旅时刻”两大创新
壶口瀑布
旅游 + 科技助力脱贫增收

等演艺项目也都表现亮眼。随着文旅融

叹为观止。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8 日，四海唐人街携手街区潮流文化品牌

西安事变大型实景影画、《大唐女皇》

度的吐火特技动作、飞车跳跃等技艺令人

教于乐，让小朋友直观地感受博大精深

温度的娱乐休闲空间。9 月 28 日到 10 月

《红》、《延安保育院》以及《12·12》

艺人在高空钢丝上精彩刺激的空翻和高难

化活动融入体验项目，通过穿汉服、学

供独具文化特色的消费生活和有质感、有

虎守长安》，圣地河谷·金延安的舞剧

中非遗项目“高空达瓦孜走钢丝”，民间

赋予了“红色旅游”新的时代特色。

时，创新再现了“红色娘子军”精神，

约立威》、大型影视特技特效演艺《二

川剧变脸和吐火表演等传统文化演艺，其

艺公园为游客提供了愉悦旅游体验的同

富的潮流文化娱乐项目，为游客和市民提

智能机器人秀、魔幻杂技快闪等，涵盖传

二十余项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不仅有

两汉三国文化为依托，将郡丞府习汉礼、

的理念，通过开放式的街区演出形式、丰

文艺演出超四百余场，音乐会、音乐快闪、

诸葛古镇“第三届三国文化旅游节”

爱国舞蹈和热门红歌等主题展演，还有

以红色基因为内核，红色娘子军演

推出演艺嘉年华活动，街区内上演全天候

诸葛古镇
研学体验寓教于乐

俗文化。园区内大型实景演出《红色娘

游览的同时重温时代经典，体验传统民

唱祖国》的互动环节共庆新中国华诞。

金旅·四海唐人街秉持“居旅共享”

同时助力脱贫增收。

活动在双节期间开幕，推出八大主题、

谢幕时间还特别安排了全体观众共唱《歌

四海唐人街
文艺潮汇打造文旅新标杆

当地特色农产品，增添节日旅游特色的

等演出和互动活动热闹非凡，让游客在

革命文化“活”了起来。双节期间，演出

当思来之不易”的古训，“舌尖上的浪费”触目

陕旅集团和沣西新城共同投资开发的丝绸之路风

城市生活休闲体验。

了央视及各媒体平台的好评，定格了此

消退让人们在大快朵颐时经常忘记“一粥一饭，
惊心、令人痛心，这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和资源

商业休闲游乐街区，强调商业、空间、游乐、演艺、

海唐人街、大型实景演出《红色娘子军》、

而是关注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饥饿感”的

责任，让我们争做节约粮食的传播者、实践者、

级，推动街区整体品牌升级，从而进一步助推大

现同样亮眼，假期共计接待游客 143.67

光盘行动，惜粮惜福

情城，是以丝路文化为主题，集文化旅游、科技体验、

马”强大的品牌效应还将有利地带动街区消费升

势下，陕旅集团在此次黄金周期间的表

全运会精神，推动城市“体育 +”产业发展，引领全

海唐人街填补了街区及大明宫商圈整体新零售业
与此同时，作为国内新零售行业的巨头，“盒

在国内旅游业发展重新提速的大形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13544.7 万元，四

浪费，还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

态的空白，进一步为游客和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

“陕旅时刻”四大样本

食文化和爱物知恩、勤俭节约的中华传统美德。

十四运会后，陕西国际体育之窗将继续承担传承

“岐山臊子面、岐山擀面皮大赛”

长 50%。白鹿原影视城的实景话剧《乡

传承美德，告别陋习

拒绝餐桌上的铺张，杜绝舌尖上的浪费，是我们

节日文化的独特魅力。

“西府美食”创新融合，推出了观周礼、

俗手工艺展”“周代迎宾礼”“周礼乐

舞表演”“周礼六艺⸺投壶体验”等

民俗活动，着汉服、制月饼、绘团扇、
猜灯谜、祈福放河灯、中秋诗词接龙等
体验活动，展现了周原礼乐文化和传统

业“欢乐”的属性。黄金周期间，集团
岐山周文化景区、华清宫等景区推出了

泰坦机器人秀、“鲁艺舞会”、DIY 打
草鞋活动、红歌快闪秀、红歌擂台赛、
“唐宫快闪”等形式各样的创意活动，
不但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维度丰富了旅

游文化内涵，还以更具趣味性、互动性，
更有潮流创意的活动形式，为游客提供
了欢乐愉悦的旅游体验。

黄金周期间，陕旅集团下属各公司、

景区坚持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优化游

客服务工作，为游客提供便捷、安全的
旅游体验和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集团

所属云尚民宿等酒店，少华山、骏景索
道各项目，骏途网电商、陕旅汽车公司
及旅行社等企业也都圆满完成了此次“黄

金周大考”，其中索道板块共接待游客

20.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4.15%，营业
收入 1884.88 万元，同比增长 63.16%，
酒店板块共接待游客 5.23 万人次，同比

增长 75.5%，营业收入共计 1334.04 万元，
同比增长 35.24%，创下后疫情时代的首
个旅游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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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

陕体集团与建行陕西省分行、安康爱多宝
动漫文化产业公司成功签约
9 月 27 日，“共建美好生活，同行幸福安康”

消费扶贫撮合展销会暨陕西扶贫空间启动仪式在安

康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康市委书记郭青
主持开幕式，副省长魏增军致辞，国务院扶贫办副
主任洪天云、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分别讲话。

省内外签约代表、采购商代表、客商及媒体等共计
四百余人与会。

DECIPHERING 3

华山西峰观光大索道

十五年磨一剑

活动当天，陕旅集团副总经理、陕体集团执行

董事吴斌代表陕旅集团出席第十四届全运会特许运

营商、特许商品三方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并鉴签，陕体集团副总经理胡江代表陕体集团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

陕西省非遗进景区暨“黄河记忆”非遗展示
展演活动启幕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黄河文化遗产
的系统保护，9 月 25 日，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延安

市人民政府、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九曲黄河·魅

西省分行、安康爱多宝动漫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签约。

作为本届全运会特许运营商，陕体集团将贯彻落实陕西省政府建设体育强省的目标，充分发挥国企担当，与合

作企业秉承相互支持、共同成长、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在十四运会特许商品供应、体育项目支持、消费金融扶贫等

方面开展合作，进一步强化政策协同和资源互动，加快推进安康消费扶贫与产业扶贫提质增效，助推陕西体育产业蓬

华山西峰观光大索道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条采取崖壁开凿硐室站
房、起伏式走向、设中间站的单线循环脱挂式索道。索道线路斜长
4211 米，相对高差 894 米，支架 28 个，客运吊厢 84 个，吊厢
间距为 115 米，每厢可乘 8 人，运行速度最高 6 米 / 秒，单向运
量 1500 人 / 小时。

勃发展。

力非遗⸺2020 陕西省非遗进景区暨“黄河记忆”非遗
展示展演活动启动仪式在陕西壶口景区举行。陕西省文
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梦榆，延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骏途网入选西安市首批数字经济试点示范名单

全省各市（区）文旅局、文化馆相关领导，延安市各县（市、

创的数字化商文旅营销模式，成功入选西安市数字经济试点示范名单、

邀参加。

云平台”衔接商业、文化、旅游全产业链发展的吃、住、行、游、购、

张建波，陕旅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王晓亮出席活动。
区）文旅局、文化馆及相关非遗保护单位相关负责人应

活动现场，陕西黄河壶口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和延安市文化艺术中心签订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壶口瀑布景区的战略合作协议》、《关于在黄河壶口

瀑布景区建设宜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的合作协议》，
致力于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
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

九曲黄河，魅力非遗。本次活动全面盘点黄河流域

非物质文化遗产（陕西段）项目，带动优秀非遗项目走

进黄河壶口景区，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

活动致力于让黄河旅游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弘

日前，骏途网“陕西省商文旅产业数字营销云平台”项目凭借独

西安市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名单。骏途网“陕西省商文旅产业数字营销
娱、文化体验中的游客消费，通过搭建数字化收银台获取游客轨迹和

近场流量的游客数据，为景区、酒店、商业综合体、旅游交通等场景
服务提供商提供有力的营销工具。平台主要客户对象为具有单体经营

索道，展望华山雄姿，眼前景色变幻，脚底云腾雾绕。从此，华山旅游舒心、安全、快捷、趣味无穷。

目前，平台已签约西北地区景区四十余家，集团旗下白鹿原影视

城、诸葛古镇、岐山周原等先后上线运行，城市商业综合体四海唐人
街的数字营销平台正在推进部署，结合数字陕旅工程的数据中台，已
初步实现数字赋能商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十五年磨一剑 书写世界索道传奇
1999 年，刚刚成立的陕西旅游集团公司受省政府

该项目的成功入选，是对骏途网大数据技术及创新模式的极大认

之命对华山旅游实施管理，从那时开始便筹划西峰观

定了骏途网科技赋能商文旅产业的信心。骏途网将以科技创新强化核

海拔低、规模小的北峰索道并没有改变华山单向游程

提质”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壶口瀑布”品牌内涵，聚

心竞争力，推动打造“商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行业标准，激发商

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游新篇章，创造了陕西旅游新奇迹。独具魅力的西峰索道与华山浑然天成的自然风光相得益彰，犹如一道天路，巍然架设于崇山峻岭间，游客搭乘

于景区运管团队及景区内二消商户的市场。

可，彰显了骏途网作为行业独角兽种子企业的领先优势与影响力，坚

力打造“黄河文化旅游示范景区”，为陕西文化旅游经

对华山天险，历经十年论证、四年艰苦建设，绝壁凿洞、险壑架桥，建成华山西峰观光大索道，终结了“自古华山一条道”的历史，开辟了华山旅

能力的商户或具有多商户入驻的运管公司。以景区为主体客户，服务

扬生态保护思想、助推陕西脱贫攻坚的重要载体。陕西
壶口景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坚持“文化引领，产品

西岳华山是我国著名的五岳之一，同时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华山南接秦岭，北瞰黄渭，自古以来就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说法。陕旅人面

文旅实体经济创新活力、发展潜力和转型动力，服务好集团数字化转
型的同时，为推动陕西数字化产业、产业数字化进程作出贡献。

光大索道的建设蓝图。彼时，华山已有北峰索道，但

线路，如果新建一条直达山顶的索道，就能形成一个
大环线，避免上下山的“狭路相逢”，终结“自古华
山一条道”的历史。

9 月 22 日，由陕旅集团、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老陕游桂林·山水爱相约”跨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陕旅集团、陕旅骏景索道公司及桂林市各大景区负责人、西安各旅行社代表、新闻媒体记者等百余

旅合作树立新的标杆。同时，为促进疫后文旅产业发展、推动跨省旅游复苏、加快文化旅游对外合作交流注入了新动力。

限，而且高险。这给施工带来了难以想象的高难度。尤
其是翻过第二道山梁后，眼前就是壁立万仞的西峰，中

间要跨过宽阔的仙峪河谷，索道支架跨度之长实属罕见。
建设先期困难重重，一百多吨的施工物料和设

备：钢筋、水泥、电缆、发电机甚至装载机等，只能

俯瞰绝壑，横凿洞天
2013 年 4 月，一条世界上里程碑式的索道在西岳

工程，华山西峰观光大索道建设终于一步一步抵达了

伟大的工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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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涧架桥，遇水支柱

2009 年 2 月 27 日，14 名陕旅人迈开了索道建

设的步伐。进山建索道，第一道关口就是先修建一条

进山的公路。这条公路全长 12.5 公里，全程在华山

瓮峪的山谷间盘旋而上。建设者们克服了设计难度高、

穿箱涵、巨灵足下横贯隧洞、好汉山隧道等十大节点
胜利的终点。

至此，华山西峰观光大索道直挂云端，揽尽西岳

壮阔万千气象。搭乘索道展望华山雄姿，云端漫步，
蓬莱已然。

冲垮了已经铺好的路基，施工通道全线被洪水淹没，

人们还沉浸在香甜的梦中，他们已经登上了检修吊厢，

边抗洪救灾，一边重头再来。冬战严寒，夏顶烈日，两
年后，一条通往华山西侧沫沫岔口的旅游公路蜿蜒于瓮
峪的山谷间，通向华山西峰观光大索道下站。

这是一条通往极顶的便捷通道⸺片刻之间就能

周围的群山起伏，感怀巍巍华山的壮阔雄伟。

这是一条风光旖旎的游览线路⸺乘上索道，顿

觉有穿云驾雾之感，时而千仞山崖扑面而来，时而空谷
开合，峰岭竞秀。眼前景色变幻，脚底云腾雾绕。

这是一条环保安全的绿色通道⸺索道架设依山

就势，起伏延伸。乘索望去，依然树木苍翠，河水清澈，
山岩天成。

血书写了这个奇迹！

现场。经过一年多的施工，进山公路基本成型。可是

看着眼前的景象，陕旅人毫不气馁，重整旗鼓，一

胆魄和勇气。

建设史上的奇迹。陕旅人用胆略和智慧，用汗水和热

这样一群普通的机电员工，他们全年 365 日，在直耸

部分设备也被冲走。

要的不仅是过硬的身体素质，更需要的是异于常人的

中间站，华山西峰观光大索道的建成创造了世界索道

高空中的舞者 接力陕旅奇迹

谁也没有料到，2010 年 7 月 24 日，一场罕见的山洪

救援工作，惊险程度丝毫不亚于高空杂技表演，这需

由于线路长、地形复杂、走势起伏，并且设立了

施工难度高、机械运输难度高的困难，蹚河攀岩，遇
涧架桥，遇水支柱，想方设法把钢筋水泥运输到施工

米高空，按照演练需要一丝不苟地完成对“游客”的

站在华山的莲花峰上，眺望如丝如带的渭河东流，极目

10 年论证 4 年建设 壮美了千古名山

工。随着一台推土机推开了华山瓮峪的进山路，这项

双脚一一丈量。在每年的救援演练中，机电员工在千

建设者们拿着冰冷的工具，摸着冰冷的石头施工，犹

华山完美呈现。历经四年时间，先后共历陇海铁路下

担建设组织任务的陕西太华旅游索道公路有限公司员

公里索道通道，悬挂于悬崖峭壁之上，他们都必须用

巧夺天工的建设神话 壮美瑰丽的旅游传奇

2008 年冬，推土机推开了华山瓮峪的进山路，这项伟大的工程开始了。

2008 年的冬天，华山顶上来了一批人，他们是承

每个支架螺栓的检查养护。放眼望去，逶迤盘旋的 8

化整为零地靠人力肩扛背驮，一步步、一件件运到施

3

从“秦风唐韵”到“桂林山水”，西安和桂林以不同的旅游特色参与了国内旅游业的大发展。本次活动将进一步夯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加深了陕西民众对桂林文化旅游的了解和认知，进一步实现客源互送，互惠共赢，为两地文

看，全长 4.3 公里的索道，能够安装支架的地方不仅有

一天都没有耽误，索道建设在按期顺利推进着。

位嘉宾出席会议。

养生度假村等著名景区、度假区以及观看《印象刘三姐》实景演出，均可享受门票半价或相应优惠。

索道建设难度最大的是支架的安装。从索道定位来

如刀子割在手上，刮骨般的疼。尽管如此，施工任务

省文旅惠民活动新闻发布会暨冬游桂林文旅推介会，在陕旅集团总部豪布斯卡大厦举行。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桂林市

证的游客到桂林旅游，在阳朔如意峰索道、两江四湖、银子岩、独秀峰王城、金水岩、墨兰山舍民宿、清华别院、漓江

百吨物料，肩扛背驮

工现场。在冬日施工阶段，刺骨的寒风冻得手发僵，

“老陕游桂林”跨省文旅惠民活动正式启动，陕西居民享半价特惠

实两地的友好交往基础，深化旅游合作水平，实现互惠共赢。活动从即日起开始持续至 12 月 31 日，凡持有陕西省身份

2

2013 年 4 月，一条世界上里程碑式的索道在西岳华山完美呈现。

在华山西峰观光大索道建成运营七年间，始终有

云天的支架与钢索上做着“高空的舞者”。凌晨，当
对 4200 多米长的线路、28 个支架进行全方位的巡检。

晚上，当送完最后一批游客后，他们仍得重新走上索

道线路，重复着早上的工作，只为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设备检修期，常处于深冬季节，在近－ 30℃的高

寒时段，机电员工在支架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完成

机电员工在线路上进行垂直救援演练。

在华山西峰观光大索道的建设与发展历程中，陕旅
人跨越天堑、披荆斩棘，冬不避风雪，夏不避暑热，以
蓝图必成的信心，坚韧不拔的意志使绝顶成咫尺，天堑
变通途，书写了世界索道界的传奇。华山西峰大索道的
成功，拓展了华山全域旅游的版图，为打造国际旅游品
牌，提升陕西旅游品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