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定， 一座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
名城。 藏汉回彝羌多民族文化在此交
汇互融， 世界三大宗教和藏汉各种宗
教信仰在此汇聚并存。 早在 700 多年
前，康定已是川边最重要的市邑，作为
川藏茶马古道第一重镇和汉藏贸易最
大市场、清政府管理康藏的行政中心、
西康省的省会和民国第三大商埠、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域的首
府，康定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蜚声中外。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康定发展成
就同样令人瞩目：2014 年，康定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51.5 亿元， 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 119.5 亿元，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3.68 亿元，城镇居民可支
配收入 25744 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7635 元， 县域经济名列全省民族县
（市）前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康定如何迎
接挑战、把握机遇再出发？

新起点，新征程，新篇章。
“大美康定”，从容再出发！
面对新形势，新常态，新要求，展

望未来，任重而道远。
“抓住撤县设市、 地震灾后恢复

重建重大机遇，务实重行，砥砺奋进，
全力打造全州“首位城市”。立足情歌
品牌，整合旅游文化资源，当好全州

全域旅游发展的火车头；立足区位优
势，当好全州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排头
兵；立足农牧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
业，当好全州推进农牧业现代化的领
头羊；通过不懈努力，把康定建成‘全
国藏区旅游文化产业示范市’、‘全国
藏区新型城镇化样板市’，打造‘世界
历史文化名城’”。 州委常委、康定首
任市委书记唐强在康定市委一届一
次全会上响亮提出康定的发展目标。

这既是中省州各级党委政府对
打造新康定的新要求，也是新一届市
委市政府和全市 13 万人民对建设新
康定的铮铮誓言。

新起点上从容再出发

“大美康定”抒写创新发展新篇章
■ 张雪峰 孙学花 张明海

在康定， 汇道客栈的老板美国人克
里斯（Kris）是个“名人”，他的中文名字叫
罗悦朋，他还有个藏文名字，多吉尼玛。
2003年，克里斯到西南民族大学学习，因
为对藏族文化的浓厚兴趣， 每个假期他

都会和同学来到康定了解藏民族文化，
渐渐地便喜欢上了这里，2008 年他和妻
子斯蒂芬妮开了这间客栈。

7 年了， 克里斯说：“我已经习惯了
康定的一切，康定给了我太多惊喜，这里
有我的藏族阿哥， 两个女儿都在康定出
生，成长，我会在康定一直生活下去。 ”谈
及康定的变化， 克里斯的话匣子一下就
打开了，他说现在交通比以前便利多了，
买东西也很方便……晚上的康定更漂
亮，河边的阿里布果走廊非常美。

交谈间，一对上海的母女、一位澳
大利亚老人、一个法国小伙陆续走进客
栈。克里斯说，在这里可以和世界各地的
朋友分享各自的旅行经历，他也乐意帮
助当地人开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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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系列发展重大机遇
全域旅游铸就生态康定新“名片”

旅游全域化带动新型城镇化
“三化四态”再塑历史文化名城

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全力推进工业特色化和农牧业现代化

展望未来溜溜康定生机无限
撤县设市敲开了一个崭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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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斌 段雨尘

“古为羌地，三国蜀汉称‘打箭炉’，
元置宣抚司， 宋明继之， 崇祯十二年
（1639），固始汗在木雅设置营官；清雍
正七年（1729）置打箭炉厅，雍正十一年
（1733）置打箭炉厅，设同知；光绪二十
九年（1903）升为直隶厅，隶建昌道，三

十四年（1908）改为康定府 ；民国 2 年
（1913）设康定县……”现年 63 岁的郭
昌平侃侃讲述着康定城的前世今生。

茶马古道、藏彝走廊，这是康定城在
历史变迁中的辉煌一瞬，曾为康定民族融
合和经济发展赢得了机遇， 奠定了基础。
各民族长期相互往来、友好相处、团结和
睦，加深了彼此间的交流，融合了藏、汉、
回等民族文化，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地域文
化和康定“团结、和谐、包容、诚信”的城市
特点， 不断增强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厚重
感。 郭昌平为这样的文化传统倍感自豪，
“从康定设县至现在， 历经百年历史；如
今，撤县设市，康定即将翻开新的发展篇
章，这既是康定面临的新机遇，又是康定
人之福。 ”康定人郭昌平由衷地说。

有人评说已故康定著名诗人、回
族作家张央是 “康巴高原的忠实书写
者和永远的膜拜者。 ”“父亲一生创作
诗歌、散文和小说，作品很多，曾获得
文化部、 四川省作协等多项奖， 创办
《康巴文苑》和《贡嘎山杂志》，为培育
康巴作家队伍付出毕生精力， 带出一
批批文化新人， 他的一生都与康定的

文化紧密相连。”张央的儿子张犁一边
翻着照片，一边回忆父亲。

张犁的家从装修到家具布置，从饮
食起居到习惯，都透出浓浓的伊斯兰文
化。 “父亲对藏、汉文化的理解，超过对本
民族文化的理解。 ”他回忆说，在高中时，
曾读过父亲撰写的《藏戏志》，书中记录了
藏戏的发展历史，提出了对“藏戏”传承的
思考，也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和建议。

并未继承父亲“文学基因“的张犁
长大后做了法官， 两位姐姐和母亲一
样走上教师岗位。 “无论我们从事什么
职业，父母都教导我们要讲礼仪礼节，
要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习
惯，融入民族发展和经济生活之中，只
有民族相互融合 ， 才能促进经济发
展。 ”张犁沉浸在追忆父亲的思绪中。

轻轻打开图， 一队马帮远远从东方
朝康定城走来。悠悠情歌声飞扬，翩翩民
族舞律动，茶马东来说历史，四桥卧波道
今昔。 这便是被称为“康定清明上河图”
的《康定古城风貌图》局部，窥一斑而知
全貌， 仅仅从局部我们就能想象到整幅
画作的壮美。现年 70高龄的画家谢禄康
在看到老城拆迁后便萌生了想把康定老

城画下来的想法，“留住老城， 给后代留
下些影像资料也好。 ”谢禄康说。

《康定古城风貌图 》 全长达 105
米，高 0.9 米，面积是《清明上河图》的
72 倍有余，耗时 15 年。画作结构严谨，
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 分为
“茶马东来”“西街内景”“四桥卧波”等
九个部分，最长的部分有 18 米，最短
的也有 5 米。 展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老康定的建筑结构、 风土人情等民
生百态，生活气息浓厚，并通过各民族
不同服饰和生活表现民族融合、 民族
团结和谐的思想主题。

“这是我们这一辈老康定人对旧
城的怀念。 ”谢禄康回忆起往昔，目光
中饱含着深情的泪水， 他希望铭记历
史， 用画卷留住历史记忆和康定老城
的味道。

今天的瓦斯碉已经高楼林立，人
们也许不曾想到， 五十多年前瓦斯碉
曾是康定最繁华的锅庄， 来这里做生
意的商人南来北往汇聚于此， 每年最
低成交额在三十万大洋以上， 最兴盛
时期曾达八十万大洋。

指着包家小楼 ， 现年 70 岁的包

祥芳向记者讲述包家锅庄的历史。 由
于爷爷去世早，锅庄经营的重任落到
了奶奶包玉环的肩上 。 奶奶能说会
道，精通藏汉两地语言，为藏商、汉商
介绍生意 ，代为完成交易过程 ，并从
中抽成，为锅庄赢得收益。 “小时候，
父母教导我们要讲规矩，做人要讲诚
信，这或许是源于锅庄主与藏汉商人
之间的信任交易吧！ ”包祥芳的妹妹
包祥珍感慨地说。

“城镇建设、风貌改造，曾经的民
族元素让人怀旧；‘茶马东来’、‘西出
炉关’，这些雕塑让我们回到童年。 ”从
青砖绿瓦到高楼大厦， 从原始的人背
马驮到现代化交通工具， 说到康定的
城镇建设和撤县设市， 包家两姐妹对
康定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环境优美农村如画 城市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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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在康定各级干部和群众中讨论最多的，
是有关雅康高速公路的话题。 全长 135 公里的雅康
高速公路 2017 年将建成通车，届时康定到成都的时
间将从 6 个多小时缩短为 3 个小时以内。

雅康高速修通了，康定该怎么办？ 在康定全市上
下掀起大讨论中，无疑，“康定如何从‘中国最美景观
大道’318 国道上的重要站点， 变成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 ”成为大家关注最集中、讨论最热烈的话题。

康定市决策层认为， 关键是要充分把握机遇，
积极推进全域旅游 ，以造精品 、誉世界的理念来建
设“全国藏区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市 ”，打造 “世界历
史文化名城”。

走进康定，雪山、草甸、温泉、田园、湖泊，康定四
季处处皆美景。 有享誉中外的贡嘎山、跑马山、木格
措、新都桥、塔公草原、莲花湖、泉华滩。 更有木雅文

化、情歌文化、鱼通文化等灿烂璀璨的文化遗产和令
人叹为观止的藏民族风情。 这些资源优势，决定了康
定作为川滇藏大香格里拉旅游圈核心区的突出地位。

在“全域资源、全域规划、全域打造、全民参与”理
念的指导下，康定全面锁定“全国藏区文化旅游产业示
范市”目标不放松。“我们将强力建设康定情歌城、新都
桥‘两大旅游城镇’，培育营官、折多塘、中谷‘三大特色
旅游村寨’，倾力打造木格措、莲花湖、贡嘎山、雅哈、跑
马山、塔公草原‘六大精品旅游景区’，不断完善‘吃、
住、行、游、购、娱’和‘商、养、学、闲、情、奇’旅游‘要
素’，形成‘一圈一城一线一节’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康定市政府首任市长甲么告诉记者。

既定的目标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2014 年，康
定荣膺 “中国最美县 30 强”、“四川旅游产业 TOP10”
榜单，成功举办“跑马山国际转山会”，“康定国际情歌

节”跻身四川十大名节，康定先后获得“四川省卫生城
市 ”、“四川省文明城市 ”、“四川省环境优美示范城
市”，逐步实现了康定“从名称到名片”的华丽转身。

全域旅游发展的成效如何？ 康定的老百姓最有
发言权。

瓦泽乡营官村地处 318 国道沿线， 有 84 户人，
十几年前的营官村是一个基础设施差、 经济落后的
小山村，几户破旧的藏房，崎岖不平的羊肠小路，农
牧民完全以放牧、种地、务工为生。

走进今天的营官村， 宽敞的大道两旁矗立着一
幢幢独具特色的藏式别墅酒店，拿着“长枪短炮”定
格美景的“摄友”随处可见。 “如今营官村家家户户搞
旅游民居接待，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种玛卡、黑青稞，
村民的收入比以前翻倍增加，平均每户年收入 10 多
万元。 ”营官村支部书记邓珠告诉记者。

从“县”到“市”，无疑对康定城市建管提出了更
要的要求。

对于康定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该如何做到
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高效能管理，充分处理好
功能与品位、现代与传统、人文与自然的关系，建设
宜居、宜游、生态、现代城市？

康定坚持旅游全域化带动新型城镇化， 按国家
5A 级景区规划康定城、建设康定城、管理康定城。 康
定正全力构建“一市、三区、四极、多点”的新型城镇
化体系，以人性化、科学化、精细化和形态、生态、文
态、业态“三化四态”再塑历史文化名城。

这一理念，在康定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 近年来，康定加速老城升级改造，以挖掘
民族风情、找寻历史记忆、重塑康定标志、体现“康定
味道”为重点，建成溜溜城、新市后街、水井子、炉巷、
诸葛巷、阿里布果步游道等老康定文化街、文化巷、文

化墙，溜溜城被评为全省十大特色商业步行街，向阳
街入选四川最美街道。 新城景观轴民族文化主题公
园、州民族体育馆、县文化馆图书馆综合大楼等项目
相继建设。 如今，漫步康定城，每一步都是景，每一处
都有情，每一条街巷都能展示传承康定文化脉络。

“建设康定老街，让我们这些‘老康定’找到了儿
时的记忆，生活在这座小城舒服的很。 ”在康定工作
了 30 多年的退休职工尼玛高兴地说。

在突出中心城市建设的同时， 康定将集镇发展
和资源开发移民、异地扶贫搬迁、新农村建设、旅游
发展等有机结合， 全力打造一批具有较强集聚力和
辐射力的中心集镇和旅游乡镇。

姑咱镇是甘孜州的科教文化中心， 这里有四川
民族学院、甘孜卫校等大中专院校，是全州水电、矿
产、文化重要基地。 2014 年，姑咱被住建部等 7 部委
列为全国重点镇。 目前，康定正在不断完善该镇与工

业发展、 产业园区、 文化中心相适应的配套服务功
能，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把姑咱打造成全州文化
教育科研中心、农贸集散中心和水电发展服务基地。

与姑咱镇同步打造的， 还有位于康定折多山以西
的新都桥镇，她紧邻康定机场，素有“摄影家天堂”和
“四川进藏第一重镇”美誉。康定正按照中心聚集、外围
散点、交通外移、中心筑城的空间规划，把新都桥打造
成木雅文化之城、摄影主题之城、生态低碳之城。

与此同时，塔公、金汤、沙德成功撤乡建镇，集镇
道路、供排水等基础设施全面建成，全县城镇建成区
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城镇化率 51.50%。

这样的思路， 在康定地震灾后重建中同样也一以
贯之。 “目前塔公镇的灾后重建正有序开展，规划的江
巴、 夺拉呷姆灾后重建集中安置点将很好地与旅游产
业发展相融合， 灾区的乡亲们在搬新居的同时也将找
到增收致富新门路。 ”塔公镇镇长彭措扎西告诉记者。

作为康定发展“四化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工
业特色化、 农牧业现代化筑起了康定的县域经济与
富民增收的支撑力量。

水能资源占全州三分之一，锂辉矿储量亚洲第一，
石膏矿储量亚洲第二，硅、金、中藏药等资源充盈全县，
大自然的馈赠奠定了康定经济发展的先天优势。 康定
坚持绿色、生态开发理念，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
护，保住资源开发型产业的存量，做大生态型产业的增
量，有序发展清洁能源、优质矿产，大力培育特色农副
产品加工、特色中藏药和手工艺加工业，积极探索建立
具有藏区特点、康定特色的工业发展模式。

清洁能源是康定特色工业的支柱， 康定已建成

电站 26 座、总装机 123.89 万千瓦，在建电站 21 座、
总装机 570.31 万千瓦，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电站 31
座，待 76 座电站全部建成发电后，总装机将达 1050
万千瓦，接近半个三峡电站。 与此同时，康定围绕建
设全州矿产资源加工转化中心， 大力实施优势产业
就地转化战略，目前金汤石膏工业园区、雅拉农副产
品加工园初具规模，金鑫矿业有望年内上市。

发展生态、优质、高效农牧业，一直是康定特色
农业的发展重点。 康定结合“全域旅游”，正全力打造
“318 沿线农牧业观光旅游带”、“折东特色水果观光
示范区”、“折西农作物大地景观旅游示范区”、“炉城
大河沟农业科技示范园”，已建成优质粮油、特色水

果、生态食用菌等八大产业基地 8.7 万亩，特色养殖
基地 10 个，农业科技示范园 1 个，借助旅游开拓农
产品市场。

4 月中旬，记者走进大山深处的三合乡。 该乡党
委书记夏莉娜告诉记者：“我们更注重以 ‘公司+农
户’的形式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通过与川农大合
作，成功驯化野生酸梅子，开发出果脯、酸梅子酒及
饮料等多个品种，去年产品进入西博会，实现销售额
830 万元，带动 1000 多名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 目
前，三合乡正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准备建立 40 亩
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打造 4000 平米农产品加工基
地，带动更多群众增收。

2015 年的钟声，如约敲开了一个崭新的故事，撤
县设市的成功，了却了 13 万康定儿女多年的梦想。

“撤县设市对城市建设管理提出了新要求，我们
将牢固树立城市‘三分建、七分管’的理念，健全城市
管理体制，努力把康定建成‘宜居、宜商、宜游 ’的和
谐家园，增强各族群众对康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
豪感”。 康定市市政局长谭易康告诉记者。

“康定成‘市’后，我们成了真正的‘市民’，真的
很高兴。 康定是我家，爱护靠大家，我们要注意自己
的一言一行，做文明市民，建文明城市，展示良好形
象，祝愿康定的发展越来越好”。 康定水井社区居民
杨忠英高兴的说。

“从县到市的华丽转身， 康定翻开了崭新的一
页，我们将以撤县设市为契机，务实重行、砥砺奋进，

共同谱写全州‘首位城市’发展新篇章。 ”唐强满怀信
心地告诉记者。

站在新起点，回首过去的成绩，我们不骄不躁；
面对未来的发展，我们信心百倍。 具有厚重历史文化
底蕴的康定情歌故乡， 勤奋拼搏的 13 万情歌儿女，
将迎着新的朝阳，乘着撤县设市的春风，迎来跨越发
展长治久安的新春天。

一曲《康定情歌》千古绝唱，醉了天下
人；一座溜溜康定城，享誉海内外；一座
跑马山，名扬五洲四海。

康定，这座川西经济社会发展重镇、
甘孜州“首位城市”，如今正站上新的历
史发展起点。

继 2014年 4月雅康高速公路全面开
工建设，康定再次迎来重大发展机遇：2015
年 2月 17日，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批复，
同意撤销康定县，设立县级康定市。

从“县”到“市”，虽仅是一字之差，但
内涵极其深刻， 这不仅意味着康定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 更承载着康定将面临更
高的发展要求。

2015年 5月 31日 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