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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环球主题公园
配套设施加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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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游 □本报记者 博雅

小鹿呦呦欢鸣， 牛羊悠然徜徉……
如茵似毯的赛汗塔拉万亩大草原上， 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如诗如画的美好景
象， 就镶嵌在寸土寸金的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城区中心。

包头是蒙古语 “包克图” 的谐音，
意为 “有鹿的地方 ”， 坐落在阴山脚
下———曾经是 “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敕
勒川草原上。 包头市坚守草原底色， 早
在1955年第一版城市规划中， 就将赛汗
塔拉确定为绿化用地。 赛汗塔拉， 蒙古
语意为 “美丽的草原”。

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许
多开发商盯上了这块 “风水宝地”， 展
开各种方式的商业 “围猎”。 然而， 包
头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牢牢守住绿
色规划底线， 使赛汗塔拉面积始终保持
在8000亩以上。 如今的赛汗塔拉面积由
2017年的8479亩增加到现在的10680亩，
成为我国面积最大的 “城中草原”。

（张洪河 侯维轶）

备受瞩目的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将于
明年春季试运营， 目前配套基础设施正
在加快建设。 54条市政道路、 贯穿园中
的景观水系将于今年底完工， 保障环球
主题公园如期开园。

据了解， 环球主题公园位于北京城
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范围内。 未来， 一
条长约2.8公里的河道景观水系如一条
蜿蜒的蓝丝带横贯北京环球度假区。 该
河道景观水系在萧太后河的一段河道的
基础上进行了改线。 目前河道结构工程
已完工， 正在进行河岸绿化等工作。

河道沿岸还进行景观绿化， 根据功
能分区和植物风貌特点划分四大片区、
八大景观节点。 景点名称均从古今吟诵
大运河的诗歌中提炼而来。

（关桂峰）

2020年三河市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大会开幕

近日 ， 以 “同城京津 乐享三河 ”
为主题的2020年三河市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大会拉开序幕 。 本届文旅大会采用
“线下+线上” 宣传新模式。 三河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振江表示， 通过文旅
大会， 把三河的优势文旅资源进行优化
提升， 把三河的文旅产品打造成品牌，
把三河的形象广泛地宣传推广出去， 推
动三河文旅产业跨越发展， 是本次文旅
发展大会的主要目的之一。

据了解， 三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文旅产业发展工作， 将文旅工作纳入到
三河市 2020年重点工作 “十条战线 ”
中， 重点打造 “文旅战线”。 围绕大会
主题并结合本地特色 ， 三河市重点
打造了燕郊都市乡居文旅创客体验区
示范点 “三馆两街”： “龙珐琅” 景泰
蓝文化体验馆、 西柳河屯村涂作潮纪念
馆、 西柳河屯都市乡居轰趴馆， 南黄辛
庄村原创艺术涂鸦街、 西柳河屯村原创
艺术涂鸦街。 （三文）

内蒙古包头
城中草原面积不减反增

周口店遗址被誉为 “北京人之
源”， 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 镇江营
遗址是华北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遗
址， 被誉为 “先商文化之源”； 琉璃
河遗址被誉为 “北京城之源”， 是城
市文明的发源地； 金朝十七陵是北京
地区年代最早的帝王陵寝， 印证了北
京建都的沧桑 ； 房山还有战国乐毅
墓、 唐代贾岛峪、 宋辽古战道、 145
处寺庙遗址及112座古塔。 从旧石器、
新石器直到现在 ， 历朝历代都有印
记， 形成了不断代的历史画卷。 有很
多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独特的甚至是唯
一的文化旅游资源 ， 构成了纵贯古
今、 俯仰中外的房山文脉。

上周 ， 房山区按照浏览历史画
卷 、 探秘地质变迁 、 传承红 色 经
典 、 品鉴石刻奇观、 漫步休闲家园
五大主题， 面向中高端旅游市场， 推
出了支撑国际旅游线 路 的 10条 特
色旅游线路， 市民在假日休闲时值
得一游。

这些线路以北京源文化为引领，
以京昆高速 （京原铁路） 为主线， 贯
穿周口店 、 琉璃河 、 云居寺三大组
团 ， 由东至西联动青龙湖 、 红酒小
镇、 上方山、 十渡及沿线周边民宿、
景区等文旅资源。

主题1：饱览历史画卷系列游

线路一： “寻根北京之源， 精读
石经长城” 历史文化一日游

周口店遗址 （博物馆） ———天毓
山庄 （午餐） ———云居寺

线路二： “体验文化底蕴， 慢品
生态房山” 历史文化二日游

周口店遗址 （博物馆） ———坡峰
岭———黄山店民宿群落 （住宿） ———
云居寺———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

主题2：探秘地质变迁系列游

线路三： “畅游绿水青山， 探秘

地质奇观” 生态地质一日游
十渡风景区 (东湖港 、 孤山寨 ）

———陌上花开星级民俗户 （午餐 ）
———仙栖洞

线路四： “西山避暑秘境， 感受
大美房山” 生态地质二日游

石花洞———百瑞谷 （住宿） ———
百花山 （火山岩） ———圣莲山

主题3：传承红色经典系列游

线路五： “传承红色经典， 唱响
时代旋律” 红色文化二日游

房良联合县第一农村党支部纪念
馆———云岭山房民宿 （住宿） ———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平
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线路六 ： “红色圣地 ， 山水画
廊” 三乡联动体验三日游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十渡风
景区 （拒马乐园、 东湖港） ———陌上
花开星级民俗户 （住宿） ———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花台景
区———森林乡居度假酒店 （住宿 ）
———森水村

主题4：品鉴石刻奇观系列游

线路七： “赏唐塔古韵， 品燕都
文化” 古塔古城一日游

云居寺———云居小院 （午餐 ）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线路八： “欣赏千年石刻， 领略
洞中奇观” 古寺名洞一日游

云居寺———修德谷 （午餐） ———
石花洞

主题5：漫步休闲家园系列游

线路九： “探奇原始森林， 体验
葡萄酒庄” 绿色休闲二日游

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云水
洞———圣水莲庭民宿 （住宿） ———首
创奥莱休闲驿站———北京莱恩堡国际
酒庄

线路十： “打卡网红景点， 漫步
休闲家园” 旅游休闲二日游

坡峰岭景区———黄山店民宿群落
（住宿） ———十渡风景区 （乐谷银滩、
孤山寨、 拒马乐园、 东湖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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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杨梅竹斜街，游客在一家经营传统老北京手
工艺品“兔儿爷”的小店参观。

市民骑行在北京市东城区草厂四
条胡同。

人们在北京市东城区三里河参观
游览。

小桥、流水、人家
———老北京胡同里的恬静栖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