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1日晚，2018年“沧州银行杯”广场舞交流活动在县文化广场拉开帷幕，33支广场舞队怀着对家乡的美好祝福踏

歌起舞、传递幸福、绽放热情，为全民健身营造良好氛围，为第三届廊坊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大厂举办热身造势。

金秋时节，风清气爽，夜晚的文化广场，沉浸在歌声与舞蹈的海洋。鼓槌挥舞、彩绸翻飞，腰鼓表演《舞动天地》先声

夺人，以传统腰鼓敲响幸福心声；彩扇舞或喜庆热闹，或柔美清新，不时摆出“五城同建，美丽大厂”的造型，尽情展现对生

活的热爱；交谊舞曲调浪漫，裙摆飞扬，优雅舞动对幸福的追求；充满民族风情的苗族舞蹈《新龙船调》、维吾尔族舞蹈《花

儿为什么这样红》，和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美妙乐章，脚步欢快、舞姿翩跹，舞动着大厂民族团结进步的和谐画卷，澎湃着

新时代加快建设经济强县、美丽大厂的豪迈激情。

图为演出活动现场。 李 月 张宇洁摄影报道

民族宫南广场前，过往群众在填写《全国文明城市测评调查问卷》。

我县持续抓好
全国文明县城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王红波）

9月10日、12日，在市民广场，身

着红色志愿马甲的志愿者向过

往群众发放《县委书记致全县各

族干部群众的一封信》、《创建全

国文明县城明白纸》、《市民文明

手册》、纸抽盒、手提袋、雨伞等

“创城”宣传品，过往群众在志愿

者的引导下认真填写《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调查问卷》。

我县自8月29日以来，每周

一、周三上午，在市民广场、民族

宫南广场等 6 个宣传地点集中

开展“我爱大厂文明城”系列主

题活动全国文明县城主题宣传

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向群众

发放 2700 个手提袋、1980 个纸

抽盒、900把雨伞、近1000份《市

民文明手册》。

让人人知晓“创城”，人人支

持“创城”，人人参与“创城”。志

愿者们耐心细致的宣传，赢得了

群众的一致好评，切实提升了公

民对全国文明县城创建工作的

知晓率、支持率、参与率和满意

率，进一步营造了浓厚的全国文

明县城创建氛围。

舞动新时代 歌飞千万家展非遗风采 铸工匠精神

本报讯（记者李月 李英杰）9 月

11日，为期5天的2018首届中国·大厂

景泰蓝技艺大赛在我县京东工艺品有

限公司精彩开赛。

大赛以“雕琢工匠精神，打造产业

品牌”为主题，通过“展、论、赛、奖”四大

主题活动，集聚国内外景泰蓝行业及相

关行业专家、品牌企业和社会机构，全

面展现景泰蓝产业的历史、发展、现状，

弘扬工匠精神，传承优秀技艺。

景泰蓝在我县历史悠久、底蕴深

厚、产业集聚，尤其是在国礼的制作

与加工方面，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

景泰蓝行业自诞生以来，第一次全国

性专业赛事在大厂举办，充分说明我

县景泰蓝行业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技

艺上，在全国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

置。

大赛期间，来自县内及北京、山

西、内蒙古、宁夏等地的34支代表队，

围绕《国色天香》图样 8 寸铜胎盘命

题，各展绝技，切磋技艺，互相提高，

积极探索传统设计和现代工艺相结

合的无限可能，让指尖上的非遗匠心

生动展现。

经过激烈角逐和专业评审，一件

件精美绝伦的景泰蓝获奖作品脱颖而

出，特等奖及多个奖项纷纷花落大厂，

再次印证了大厂景泰蓝历史的悠久、

技艺的精湛，叫响了“中国景泰蓝之

乡”的美誉，更将有力推动大厂景泰蓝

行业的发展，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和

传承景泰蓝技艺。

智慧智享 乐在大厂

景泰蓝技艺大赛现场。

本报讯（记者李月 王璐雪）碧水

映明珠，秋风迎喜事。9月15日晚，全

市旅发大会重要活动之一的广场表演

和环廊展陈在大厂民族宫隆重举行。

全民健身、人工智能、文艺摄影、非遗

工艺、旅游商品等多种元素齐聚一堂，

为全市旅发大会圆满召开铺就色彩斑

斓的绚丽画卷。群贤毕至，共襄盛会，

一同品鉴震撼人心的文旅盛宴。

民族宫广场中央，400余人组成的

广场舞方阵整装列队，踏歌起舞，和着

《乐道廊坊》的欢快节拍，跳出全民健

身的靓丽舞步。一个个写有“智慧智

享，乐在大厂”“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

后花园”等响亮标语的热气球迎着夜

风轻轻摇摆，助力全市旅发大会圆满

召开。参会嘉宾纷纷表示，看到廊坊、

大厂人民热情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感到非常振奋。热闹、震撼的系

列活动场面也让久居大厂的城乡居民

兴奋不已，激发起对家乡的无比热爱

之情和对大厂旅游产业发展的坚定信

心。

智慧生活即刻智享。广场上，一

座集语音主动控制、人脸识别取用厕

纸、臭气监测等人工智能技术于一身

的智能厕所精彩亮相，不仅外观设计

简洁明亮，细枝末节处也精致周到，处

处彰显智慧服务，夺人眼球、吸睛无

数。与会嘉宾刘洁称赞说：“从智能厕

所可以看出大厂城市建设、城市管理

的智能程度是非常高的，这是一座生

活很便捷、很舒适的城市。”

走进民族宫，浓厚的文化氛围扑

面而来。来自各行各业的摄影爱好者

围绕“创意水乡、旅游胜地、文明新城、

绿美大厂、幸福家园”五个主题采撷拍

摄的百余幅佳作，展现了风情大厂精

彩瞬间，凸显了美丽大厂怡人风采。

与会嘉宾王淼告诉记者，参观这个摄

影展，就好像浏览了一部完整充实的

大厂故事，了解了大厂城市建设、美丽

乡村、民俗风情。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曾经宫廷御用的非遗精品，如今

也走进了百姓生活，绽放着时代光

彩。非遗展区内，花丝镶嵌、景泰蓝等

非遗技艺惊艳登场，“花冠万年灯”“老

天利·宝鼎炉”“天坛”等一件件匠心独

具、精雕细琢的工艺展品，引得嘉宾们

细细品鉴、啧啧称赞。

一路行至“通武廊”旅游产品展，

北京糖娃娃、靳记熏鱼、一品斋黏食等

旅游产品纷纷亮相，汇聚三地精品的

长廊让与会嘉宾大开眼界、流连忘

返。旅发大会让地缘相接、人缘相亲

的通州、武清、廊坊凝聚起旅游合作发

展的高度共识，进一步促进了三地旅

游产品、信息、效益共享，全力打造京

津冀区域的特色旅游名片。

（上接第一版）一是面向北京，深化旅

游发展战略。秉持“北京观光，大厂休

闲”，以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后花园为

基本定位，实施“五城同建”，塑造旅游

城市形象；开展“全民服务副中心”行

动，激活各方资源要素；融合特色小镇

建设，拓展全域旅游空间。二是打造

精品，助推旅游产业升级。立足区位

优势、民族特质和资源禀赋，不断完善

旅游要素支撑，推动创意休闲、绿色生

态、特色风情等多业态融合发展。三

是强化统筹，完善旅游服务体系。突

出全域旅游作为县域经济支柱产业

地位，按照大环境、大旅游，全域化、产

业化的理念，将旅游融入全县整体工

作，推动旅游资源与社会资源优化配

置，旅游发展与经济建设协同共进。

下一步，大厂将以本次大会为新的起

点，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基础支

撑、创新要素机制，抢抓新机遇，积极

响应“京津乐道、绿色廊坊”发展方向，

紧紧围绕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说干就干、干就一流，努力打造全域旅

游“升级版”，让更多到大厂投资置业、

旅游休闲的各方宾客体验智慧智享、

享受乐在其中。

（上接第一版）生态是优势，文

化是特色，旅游是载体。品味着景

泰蓝制作流程，观赏着燕京八绝，嘉

宾们仿佛穿越了历史，与非遗文化

不期而遇，在回眸沧桑岁月中感受

着大国工匠精神和传统文化魅力。

嘉宾张建国说，在这里看到了老祖

宗留下的产业传承，祝愿廊坊、大厂

借助古文化的传承，发展得越来越

好。

春兰秋菊，眼下正是菊花绽放

的美好季节。行走于古风古韵的书

画院，欣赏秋菊的芳姿，聆听悠悠琴

声，意境自来。《工人日报》记者兰德

华向本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切身感

受，认为大厂是一个人文情怀非常

浓厚的地方，这种人文景观、人文气

息带给其很大震撼，号召全国游客

都来大厂旅游。

打造精品旅游路线，丰富旅游

业态产品。“影视+旅游”的融合模

式，让嘉宾们穿梭于古镇繁华与现

代科技之间，感受着旧时光与虚拟

时空的融合交错。推进“旅游+”多

产业融合，构建全域旅游大格局，旅

游精品项目观摩，不仅全方位、立体

式展示了大厂的区域之美、环境之

美、精神之美，也带来推进廊坊旅游

高质量发展的新启示。廊坊市旅游

发展委员会副调研员万一兵表示，

此次旅发大会的召开对大厂和廊坊

旅游产业的发展将产生良好的促进

作用，带动实现区域性旅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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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月 王璐雪）让影视牵手

旅游，走向更好的诗和远方。在2018中国（大

厂）“影视+旅游”创投论坛上，众多业内专家学

者、行业精英、领军企业、产业新秀汇聚一堂，

畅所欲言，为大厂文化产业和全域旅游融合发

展出谋划策，汇集发展智慧、凝聚发展合力。

在沙龙对话中，业界嘉宾对大厂文化和

旅游产业链相互整合发展进行“把脉诊

断”。他们对话交流、观点碰撞，基于对数

据、实例的市场洞察，深入剖析横店影视城、

北京古运河景观修复等典型文旅产业发展

的行业案例，为大厂“影视+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献计献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晓东认

为，大厂文化产业的定位与北京文化产业发

展的定位是相一致的，大厂影视小镇可以将

北京的影视人才、影视资本等影视技术要素

吸引过来，融合在一起。中国电影基金会理

事长张丕民表示，把影视和旅游结合起来，

应以影视为基，使好的作品从大厂输出，让

更多的人群关注大厂，愿意到这里来旅游，

这种良性的互动必会拉动大厂经济社会的

全面发展。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如果说干货满满的沙龙对话为大厂“影视+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疏通了创新理念的“水

渠”，那么影视创投季实施计划、制片工坊

计划的发布和创投项目的签约，则为“水

渠”引来了“活水”。

华夏幸福文创行业负责人李颖说：“我

们一期已经招揽了100多个项目入驻，二期

计划招揽 200 余个项目，要对接国际，把整

体项目提升到较高的国际化的水平。”中国

影视后期产业联盟副理事长、Base FX影视

特效公司副总裁谢宁则表示，大厂“影视+

旅游”论坛为企业提供了交流平台和发展机

遇，一定要紧抓这个机遇，积极融入到大厂

文旅融合产业发展中来。

对话提供智慧、规划成就梦想，让影视的

“诗意”拥抱旅游的“远方”，让绿色、协同、共

享引领文旅产业迈向新台阶。县文广新局党

组书记、局长刘浩洋告诉记者，此次论坛提出

了很多新颖的发展思路，县文广新局将认真

梳理归纳、总结提炼，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去，为助推大厂全域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打

造北京城市副中心后花园作出积极贡献。

我县举办2018年全国科普日集中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黄雪）9月14日，县

科协联合北辰街道、气象、科技、公安

消防大队、百川燃气公司等单位，在县

城永安小区联合开展2018年全国科

普日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弘

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生活方式。

在以“创新引领时代 智慧点亮

生活”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现场，每个科

普宣传台前都围满了前来咨询的居

民，如何从点滴做起践行低碳生活？

家用天然气应注意哪些安全隐患？

遇到火灾应如何处置？围绕生活中

常见的“疑难杂症”，工作人员耐心细

致地为居民答疑解惑。内容丰富的

宣传资料、形象生动的图片展板，让科

学知识在居民中瞬间“走红”。

小区居民杨玉芬表示，科学宣

传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科学

素质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埋下

科学的种子，科学思考、科学生活就

会慢慢形成一种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