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夜急雨过后，9月 22日，天空瓦蓝
如洗。走上金昌街头，树木葱茏，花开遍
地。道路旁，绿树下，一条条薰衣草、马
鞭草织成的紫色花带，随风起伏，似乎连
空气中都弥散着淡淡的花香。

距上次到金昌还不到一年时间，这
座共和国的“镍都”，典型的工矿城市，却
变得如此“柔情”、时尚、浪漫。

金昌是因金川公司的建设，在戈壁
滩建起的现代化城市。它地处甘肃河西
走廊东段，祁连山脉的北麓，巴丹吉林沙
漠南缘。这里是全国文明城市，国内最
大的镍钴生产基地、铂族贵金属提炼中
心，西北地区重要的化工基地。

“生态环境是‘生命线’，脱离环境保
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
发展抓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我们要
积极探索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共赢的新
路，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
境。”金昌市委书记吴明明说。

基于这样的认识，金昌市委、市政府
围绕破除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
的难题，将旅游业作为促进资源型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和重要接续产业，
在今年年初出台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
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以发展香草花卉生态休闲旅游为突破
口，倾力打造以薰衣草为主题的紫金花
城景区建设。

在市区北部，有一道绿色长廊，原来
是金昌人抵御风沙侵袭的生态屏障。经
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植绿护绿，这里已
成为草长莺飞、绿树婆娑的生态家园。
金昌市利用绿色长廊周边市郊的闲置荒
地，创意开发以薰衣草、油菜花为主的紫
金花园生态景区。

步入 570 多亩由各类花卉构成的金
川区紫金花卉种植基地，如同进入花的
海洋。大片的薰衣草、马鞭草，宛如紫色
波浪，层叠起伏。

在“1314 牵手林”，来自兰州的情侣
小于、小徐说，这是他们第二次来到这
里，“我们是专门寻找浪漫来的，也回味
回味往日的恩爱甜蜜，为爱情加油”。

不远处，金川区双湾镇陈沟村的十
里万寿菊长廊，如铺展在戈壁上的金色
花海，农民正在热火朝天地采收花朵，装
车运送加工。万亩花海和满城绿色相辉
映，与远处黛紫色的群山相呼应，形成了
醉人的景致。

不久前，金昌市在紫金花城举办了
首届香草美食文化旅游节，作为重头戏
的“薰衣草之约”集体婚礼，让来自全国
各地的 46 对新婚夫妇和 6 对金银婚夫
妇，在这里“玩转”了一把浪漫与时尚。
专程为此次集体婚礼助兴走秀的乌克
兰模特安娜说，这是她第一次来金昌，
完全被这里的紫色花海吸引住了，“如
果我结婚，我会考虑选择再次来到这
里，也浪漫一把。”

金昌是座“铁汉”“柔情”的城市。花
约金昌，这里有太多的惊喜。走进金川
国家矿山公园，这里有中国最深的人造
天坑“露天矿坑”，你可以来到千米以下
地层进行模拟采矿，体验镍都产业工人
的艰辛和伟大。

这里还有一座叫“骊靬”的神秘古
城。骊靬是我国古代对古罗马的别称。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 53 年，古罗马的 10
万大军入侵安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遭
到安息人的围歼，数千名向东突围出去
的罗马士兵不知所踪，成了一桩千古谜
案。2000 多年后，一些专家学者在中国
河西走廊永昌县者来寨发现了许多具有
欧洲体貌特征的遗骸，经过国内外专家
学者的多方考证，他们正是 2000 年前
古罗马军团的后裔。

“镍都探奇”“骊靬探秘”“沙漠探
险”。花约金昌，这个假日，来戈壁找寻
你的浪漫惊喜之旅吧！

“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啊，西瓜大
又甜呀，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
眼睛真漂亮⋯⋯”早在半个多世纪前，
随着旋律优美的 《达坂城的姑娘》 广为
传唱，新疆的达坂城小镇也为人们所熟
知。可人们不知道的是，达坂城除了有
甜甜的西瓜、漂亮的姑娘，还有美丽的
秋色。

从乌鲁木齐出发，沿着 312 国道、
吐乌大高速公路南行，你就会看到一排
排旋转不停的风车在博格达雪峰下熠熠
生 辉 ， 这 就 是 达 坂 城 的 “ 风 车 大 世
界”，这里是集工业观光、科普于一体
的旅游景区。

达坂城镇距乌鲁木齐 80 多公里，
是一个只有一个红绿灯的小镇，车辆稀
少，交通非常畅通。在镇的东北方向东
沟乡苇兰新村，有一片河谷次生林。在
这里，博格达雪峰流下的雪水和奇尔陶
斯山脉的地下水汇成的涓涓细流慢慢流
淌，百年古榆、红柳、白杨树等原生态
植被形成天然氧吧，木质徒步栈道蜿蜒

曲折，通往密林深处。虽已入秋，这里
的树木仍是郁郁葱葱，沿着这条木栈道
前行，两旁的各色野花和错落有致的亭
台楼阁让人神清气爽。

“这些树木的树龄长达几十年甚至
上百年。木栈道沿河而建，所以我们的
徒步道走上去很清凉。我们还在木栈道
旁边设了水泥道，方便小孩子跑跑跳
跳，也方便骑自行车的游客。”达坂城
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局长王晓梅介绍说，
木栈道旁有大片的草地，方便人们坐下
来小憩，看蓝蓝天空上云卷云舒，让人
们放松心情，回归自然和宁静。

在景区的木质观景台上，几位身着
鲜艳服装的大妈正在拍照留影，红色、
蓝色的丝巾随风飘扬，湛蓝的天和洁白
的云映衬着大妈的微笑，好一幅美好的
画面。“每到周末或假期，不少乌鲁木
齐的市民就会来这里徒步。”达坂城区
委新闻办主任杨奇德说。

白水涧古镇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
要驿站，位于河谷次生林的东南方向。

白水涧之名，源于一条
发源于天山南麓雪水融
化而成的溪流，水质清
澈甘甜，在错杂的卵石
上激起阵阵浪花，犹如
白雪飞溅，加之两岸有
陡峭的山崖，故称此山
涧溪水为“白水涧”。
走进白水涧古镇，一条
小河贯穿整个景区。除
了 唐 代 白 水 涧 古 城 遗
址、王洛宾艺术馆、龙
门客栈等景点，更有博
格达雪峰脚下的万亩湿
地景观，野生的大片金
黄色的芦苇随风摇曳，
一条曲曲折折的木栈道
贯穿其间，形成一幅美
妙的油画。站在城门楼
上远眺，北部有博格达
雪峰，俯瞰水草丰美、湿地连片的草
原，牛羊在悠闲地吃草。

金秋时节的达坂城，美的不仅仅是
姑娘。

深秋时节，坝上张北秋风萧瑟，空气
中透着丝丝凉意。行驶在被誉为“中国
66 号公路”的河北张家口草原天路上，
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绵延百里的公
路上一辆辆自驾车排起长龙，游客们透
过车窗欣赏着迷人的秋色。一位北京游
客说：“这里蓝天白云、密林如织，遍地开
着烂漫山花，梯田中泛起滚滚麦浪，就是
一幅美妙绝伦的风景画，令人心旷神怡、
心胸开阔，让人流连忘返！”

张北县委宣传部部长韩桂花介绍，
草原天路地处我国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
原的接合部，东西横跨沽源、崇礼、张北、
万全、尚义五县，全长 300 多公里。目前
建成能够通行轿车的路段仅为张北至崇
礼交界段 132.7 公里，其他路段正在设
计规划之中。由于该线路如蛟龙般蜿蜒
曲折，与蓝天相接，与白云呼应，故而得
名“草原天路”，被游客公认为我国最具
有自驾观光旅游价值的线路。

说起草原天路成名经历，张北县旅
游局局长杨亮最为清楚：“2014 年 8 月，
一条题为‘河北有条中国式 66 号公路，

美到灼伤双眼’的帖子在网上广泛传播，
使得自驾游客蜂拥而至。当年观光旅游
人数就突破 100 万人次，单日上路车辆
最高峰达到五六千辆。”

如今，草原天路已经转化成了一条
以旅游为主业的交通公路，成了京津冀

地区又一个旅游目的地。2014 年底，张
家口市市政府与桂林龙脊旅游有限责任
公司就张家口草原天路旅游开发经营合
作项目签约。根据规划，草原天路全长
将达 299.3公里，预计投资为 30亿元，将
按照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健康疗养、

娱乐购物等功能为一体的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进行建设。

张家口市旅游局局长汪天忠表示：
“如果草原天路全线开通，就能有效提高
路线通行条件。新开区域都是未经雕琢
的原始风景，相信会更让游客向往。”

吹吹凉风，闻闻桂花，聊聊家常，赏赏月色。进入秋季
以来，游客们一进入位于上海沪太路上的顾村公园，就能闻
到扑面而来的桂花香，让游客们陶醉，流连忘返。上海顾村
公园因势利导，首次在夜间向市民开放：在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8 日期间，公园部分区域的闭园时间将延至晚上 22:30，
游客可以在七彩灯光掩映下的夜公园中，惬意散步、观月赏
桂、品酒交流。

据园方介绍，顾村公园是一座集生态防护、景观观赏、休
闲健身、文化娱乐、旅游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城市郊野森
林公园，规划总用地达到 430 公顷。公园以中心河为界，分两
期实施，公园一期以“春色”为主题，主要布置了各种品类的樱
花。记者乘坐电瓶车在园内采访时注意到，公园内水系、湿
地、植物群错落布局，田园风光相交汇，并在功能上划分为郊
野森林园、异域风情园、儿童森林嘉年华、森林休闲运动园、植
物观赏园等区域；公园二期则以“秋色”为主题，主要布置大量
桂花树，让秋季的公园笼罩在桂花香中。

“春赏樱花秋赏桂。”顾村公园负责人告诉记者，和春季看
樱花一样，秋季赏桂是顾村公园的一个传统旅游项目。顾村
公园一期 180万平方米内种植了 6000多株大小不等，形态各
异的桂花，品种有金桂、银桂、丹桂等，散落于公园各区块，游
客在游玩公园时能充分感受桂花的清香，宛若畅游在桂花的
海洋。

在自然风光之外，公园在“中秋节”期间，特意设置了丰富
多彩的传统文化项目。比如，为了重现古代“秋暮夕月”的习
俗，在桂花盛开期公园将开展“汉服游园颂金秋”活动，将安排
专人为公园游人讲解传统文化知识，向大众普及传统文化。

采访之际，记者遇到了正带着家人游园的王先生。他告
诉记者，顾村公园是他每年都要来的地方，春季看樱花，秋季
看桂花，希望让家人暂时远离喧嚣的城市生活，享受优美的自
然风光，“现在生活节奏快，能在大自然里散散步就是很好的
身心放松”。

此外，为了增强秋季旅游的吸引力，不仅让游客饱眼福，
还要饱口福，公园将特设桂花糕制作与销售区域，游客可以尽
情体验闻桂、做桂、品桂的无穷乐趣。

秋天来了，伴着微凉的

秋雨秋风，行道树的叶子在

悄然变色脱落，昔日装点着

城市的柳绿花红淡出了视

线，取而代之的，是凋红缤

纷、萧萧落叶。显而易见的

季节更迭让久在钢筋水泥森

林里的人们开始向往自然，

踏秋的乐趣也在城市和城郊

的一叶一木中得以彰显。便

捷的交通，成熟的服务，让秋

日美景唾手可得，来场说走

就走的踏秋之旅吧。

甘肃金昌的紫金花海有

着秋日难得的姹紫嫣红。薰

衣草、油葵花、琉璃苣⋯⋯徜

徉在望不到尽头的花海中，

头顶着碧蓝的天，目之所及

是巍峨的龙首山，恍惚中就

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那一份悠闲与淡然。

草原天路是适合自驾的

那一种，驱车奔驰在旷野间

的小路上，视线尽头是与天

相接的满目葱茏，被野花点

缀的如茵的绿草地向耳后退

去，白色的风车矗立在山巅

云畔，空气清新，天高云低，

塞上风景入梦来。

只要你愿意，在高楼林

立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同样

可以找到像顾村公园这样的

幽僻之处，这里桂香袭人，

秋意阑珊，是最容易到达的

城郊赏秋之地。移步换景

间，已将秋叶遍地的曲折小

径走完。

新疆乌鲁木齐：

水 丰 草 美 达 坂 城
本报记者 闫 静 马呈忠

河北张家口：

塞 上 风 景 入 梦 来
本报记者 雷汉发

上海顾村公园：

月上枝头桂花香
本报记者 李治国

9月 22日，甘肃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农民正在采摘万寿菊。金昌市的万亩花海生态旅游景区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吸引了游客前来休闲旅游。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上海顾村公园一角。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达坂城东沟乡苇兰新村的河谷次生林一角。

本报记者 闫 静摄

河北张

家口草原天

路 上 ，自 驾

游车辆络绎

不绝。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甘肃金昌：

浪 漫 花 海 醉 游 人
本报记者 李琛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