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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持续的
高温天气没有阻挡游客
出行的脚步遥 记者 3日
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袁 今年暑
期运输过半袁 长三角铁
路累计发送旅客 6870
万人次袁同比增加 617.9
万人次袁 日均发送旅客
221.6万人次袁旅客发送
量创历史同期新高遥

2019 年暑期旅客
运输期限自 7月 1日至
8月 31 日袁共计 62天遥
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
客近 1.4 亿人次遥 暑运
一个月以来袁 长三角铁
路客流量保持高位袁日
发送旅客 200万人次以
上的有 28 天遥 其中袁7
月 6 日发送旅客 255.3
万人次袁 创长三角铁路
暑运单日客发量历史新
高遥

长三角铁路暑期运
输野热度冶不减袁源自便
捷的铁路网络袁 和铁路
系统开发的特色旅游项
目袁 为出行增加了新选
择遥

上海要兰州西的
野新丝绸之路冶 概念动
卧列车开行后袁有效弥
补了长三角与西北间
航班较少的不足袁方便
旅客乘高铁去往华山尧西安尧天水等
地旅游袁 也可接续换乘高铁前往西
宁尧敦煌尧嘉峪关等旅游景点遥 这趟列
车开行以来备受旅客青睐袁客座率达
82.4%遥

嘉兴南站今年暑期首开的 4对野红
色之旅冶 概念动车组列车打通西北尧西
南尧北京等直达嘉兴的高铁通道袁全国
旅客参观南湖红船尧南湖革命纪念馆等
红色遗址更为方便快捷遥 来自重庆的陈
淑霞今年暑假特地陪儿子参观南湖革
命纪念馆遥 野有了高铁袁我们离长三角更
近了袁以后小长假也可以来玩遥 冶陈淑霞
说遥 据介绍袁今年暑运启动一个月以来袁
嘉兴南站旅客发送量突破 50万人次袁同
比增长 12.7%遥

长三角野黄金旅游线冶杭黄铁路迎
来开通以来首个暑运袁目前已输送旅客
111.5万人次遥杭黄高铁贯穿浙皖两省 7
个 5A 景区尧50 多个 4A 景区以及十几
座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袁将长三
角美景一线连通遥 杭黄铁路不仅大大缩
短了长三角美景之间的距离袁也通过源
源不断的客流输入袁为沿线旅游产业和
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遥

贾远琨 王心璐

吉林省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
室已于近日设立遥 实验室将依托
银联消费大数据尧 通信客户行为
大数据等袁在市场规模尧游客花费
需求尧 游客行为分析等方面开展
研究袁 为吉林省旅游业精细发展
提供更丰富的数据共享平台袁促
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和旅游服务质
量提高遥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陈守君介绍袁 在 5G应用不断扩展
的大背景下袁吉林省将利用覆盖百
货商超尧餐饮酒店尧航空旅游尧财税
金融尧电商物流尧保健医疗等领域
的支付服务网络袁结合用户上网数
据尧实时位置尧出行方式尧业务消费
等通信服务数据袁 建立分析模型袁
开拓吉林省野5G+旅游冶大数据的
发展新模式遥

吉林省东部山区森林覆盖率

高袁冰雪生态资源丰富袁有着长
白山尧 鸭绿江等知名旅游目的
地曰 西部地区与内蒙古接壤袁草
原湿地资源丰富袁查干湖尧向海
湿地等景点知名度高遥 2018 年袁
吉林省接待游客 22156.39 万人
次袁同比增长 15.15%袁实现旅游
总收入 4210.87 亿元袁 同比增长
20.07%遥

赵丹丹

这是一座文脉传承千年的古城遥
它文化底蕴厚重袁历史遗迹众多遥以龙
灯尧雕刻尧竹编为代表的民间文化袁在
这里代代相传袁生生不息遥 野一门三进
士袁父子两翰林冶的佳话袁流传至今遥

这是一个望得见山袁看得见水袁让
人能记得起乡愁的地方遥 琼涪两江六
岸的优美景致袁幽静闲适的生活环境袁
让人时刻感受着野此心安处是吾乡冶的
深刻内涵遥

对历史和传统的敬畏与尊重袁让
千年古城要要要安居袁 成为人们心中一
座真正野活着的古城冶袁引领着铜梁文
旅融合和全域旅游发展的步伐加速前
行遥

千年古城生机盎然
今年端午期间袁 安居水龙两度登

陆央视新闻频道袁 再度为安居古城和
铜梁赚足了眼球遥

安居水龙也叫野水云龙冶袁是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铜梁龙舞的有机组成
部分袁和铜梁火龙相映成趣遥

源自干旱祈雨的安居水龙袁 而今
已成为安居古城重要的节庆民俗活
动遥 逢年过节袁安居汉子便载歌载舞袁
沿着古城的青石板路袁把长达 20米的
水龙舞得上下翻飞遥 围观的居民和游

客操起锅碗瓢盆袁向水龙泼水祈福遥整
座古城成为一座欢乐的海洋遥

五彩灵动的水云龙袁 在安居已经
舞动了千年遥早在汉代袁安居就形成了
村落遥至隋唐袁这里已成为涪江下游的
重要水路要冲遥安居古城始建于隋朝袁
原名赤水县袁距今已有 1500多年的历
史袁是我市北部重要的口岸城镇之一遥

而今的安居古城古迹众多袁 风光
秀美袁 是一座体系保存完整尧 规模庞
大袁极具立体感和层次感的古城遥古城
东起飞凤山袁南绕化龙山袁西跨乌木溪
接冠子山袁北临涪江袁蜿蜒高峻袁壁立
江岸遥 城内明清建筑鳞次栉比袁野九宫
十八庙冶璀璨夺目袁野安居八景冶叹为观
止遥

对历史和传统的敬畏袁 最大限度
保留了安居的原生态袁 让这里成为不
少人心中野一座真正活着的古城冶遥

这里的原住民袁 依然沿用着先辈
的习俗和生活方式遥端午挂艾草尧元宵
耍龙灯尧书场听评书尧街头浇糖画遥 他
们以家为店袁做彩扎尧搞餐饮尧开民宿
噎噎产业链不断延伸袁 让大家在家门
口实现了就业遥

龙文化引领融合发展
近年来袁 铜梁力促文化特别是龙

文化与旅游发展有机结合尧深度融合遥
以文化引领袁推进城市建设尧商贸业态
和文化旅游无缝对接尧协调发展袁完善
提升野吃住行游购娱冶六大要素遥

作为铜梁文旅融合发展的 野主阵
地冶袁安居古城文旅融合的步伐不断提
速袁野千年古城冶的名头日渐响亮遥

在这座野活着的古城冶袁游客可以
在龙文化博物馆中袁 了解铜梁人与龙
和龙舞结下的不解之缘遥 一览从古代
的龙灯拜年尧龙舟祭江袁舞龙庆丰收袁
到铜梁龙在国庆 35周年尧50周年尧60
周年等庆典上激荡雄风袁以及 2008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铜梁龙再展风
采袁野中华第一龙冶实至名归的全过程遥

古城的街边小店袁 也是游客了解
铜梁龙文化的重要渠道遥 这里可以学
习舞龙尧学习扎龙袁参与到铜梁龙的制
作过程当中袁还可以购买龙绣尧龙雕等
工艺品遥

古城还将文旅深度融合袁 推出了
相思糍粑尧安居贡米尧折扇尧剪纸丝绸
画等 60余种颇具安居特色的旅游商
品遥

在安居古城的带动下袁 铜梁去年
接待游客 865万人次袁 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 38亿元袁文旅融合融增效应进一
步凸显遥 赵童

野小暑不算热袁 大暑三伏
天遥 冶虽然已经正式迈过了大
暑 渊7 月 23 日袁 农历 6 月廿
一冤袁 但多地持续的高温天气
好像才刚刚开始遥 我们正在过
野大暑冶袁青海人民刚野春分冶遥
由于青海平均海拔在 3000 米
以上袁即使在大暑时节袁全省
大部门地区均为凉爽天气袁夜
间有时还需要加件薄外套遥 现
在的青海袁天蓝草绿袁黄花绵
延百里袁 雪山与牛羊同框袁正
是旅游的最佳季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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