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岸有故事，南岸有生
态，南岸有人文……种种特
质让南岸成为“网红重庆”
的重要注脚。

连接广阳岛、江北机
场、南岸、大佛寺大桥、朝
天门大桥、弹子石、四公
里、茶园 8 个方向的黄桷
湾立交，以5层高差、20条
匝道，被封为重庆主城最
大、最复杂、功能最强大的

“枢纽型”立交。其“复杂
指数”，一度让这座立交爆
红网络，号称迷倒各大导
航的8D魔幻立交。

“坐过山车”一般的苏
家坝立交桥，是目前国内最
高的匝道桥。整个立交桥
呈现螺旋形，足有72米高，
让这里成为魔幻山城的一
个经典代言。

融侨立交，3层720度
旋转立交桥，不仅是交通基
础设施，更是一道壮美的城
市景观。《疯狂的石头》片尾
黄渤咬着面包狂奔的大桥，
和网络上爆红的“恶搞祖玛
图”皆出自此处……

借势网红重庆，商旅文
体联“抖”，南岸未来将依托
这些“爆点”，引流网红南
岸。

“建设‘三生三宜’品质
城市是推进全域旅游的最
重要基础性工程。有了‘三
生’布局和‘三宜’基底，南
岸旅游更要‘打扫庭院、开
门纳客’。”南岸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为此，南岸区提出，将
迅速落实有关市领导调
研要求，高品质打造“网
红”景点。正在加快实施
融侨 720 度旋转立交、苏
家坝立交、江南隧道的景
观提升，并建立全区“网
红”景点数据库，梳理各
类潜质资源81处，着手开
展项目论证，推动“网红”
景点“储备一批、实施一
批、快出形象一批”，力争
形成若干网红引爆点，增
强城市品牌影响力。

每每走进老街，就像在和时光对
话。

城市的风云变幻糅合成老街古旧
的色彩，在岁月的日积月累间厚积薄发
而来。

窗台楼阁之间、灰墙瓦砾之中，都
是漫长的故事……

行走南岸，老街是必须品读的一段
旅程。

今年内开街的龙门浩老街，是
全国首个艺术商业历史文化老街，
也是重庆主城区保存最完好、规模
最大的历史文化老街。首开区由28
栋近现代历史风貌建筑构成，其中
包含 9 栋文物。这些建筑在开埠及
抗战时期均具有重要的经济及政治
地位，每一栋建筑都有内在的国际
格局文化气质。

历史文化街区米市街，因长生、老
厂、黄桷垭一带的米商在此贩卖大米而
得名。合记堆店、周家湾别墅、白理洋
行……老街深处，破旧的雕刻，断裂的
檐角，都可以讲述它的沧桑岁月。

慈云老街有着老巴渝风情的历史
缩影，也是重庆时尚风向标和潮流聚集
地。在这里，不仅能寻回老重庆的影子，
完成与时光的对话，还能掌握山城最新
鲜、最前沿的玩乐动向。

6月1日即将亮相的弹子石老街，

将还原王家大院、牌坊等，展现重庆百
年的开埠文化。比如在原址复建的王
家大院将成为老街上内外设置双戏台
的最大合院，免费向公众进行常态性的
艺术表演会有历史传承的戏剧演出，也
有现代艺术类的话剧表演等……

穿越这些老街，从青砖灰瓦间读到
的不仅是岁月，更是南岸文旅融合迸发
的生机与活力。

南滨路，南岸“一江一山一岛一湾”
旅游开发布局中的重要“一江”。这里
也是重庆最具“文艺范儿”的特色街道
之一。

在南滨路，除了寻找老街的故
事，你还可以在施光南大剧院欣赏高
雅艺术，在303话剧社对话先锋戏剧，
也可在长江当代美术馆接受艺术熏
陶，在长嘉汇文化创意乐园了解文创
精髓，未来还可以在故宫学院欣赏文
物宝藏……

推动“文化+”高端商务、楼宇经
济、特色餐饮等业态发展，走与文化融
合、文旅结合之路，南滨路不但实现了
自身成长，还极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艺
术生活，促进了文化消费的发展，进而
有力推动全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未来的南滨路将以文化产业园建
设为抓手，重点打造文旅融合产业，形
成文化旅游集聚区。

如果说重庆之美在于其山水，
那么南山则浓缩着“山之具象”，投
射出“景之映现”。

这里是山城“花冠”，是主城
“氧吧”，眺目可及，须臾可达。这
里山、水、林、田、湾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这里天际线、山水线、建筑
线浑然一体，相得益彰。这里还有
大禹、宋窑、开埠、抗战、宗教多元
文化荟萃，交相辉映。

如此种种，自在南山。
作为重庆都市旅游版图中的

重要落脚，南山早已携植物园、一
棵树、黄葛古道等声名远播。而
今，非遗小镇、火锅一条街、特色民
宿等“新品牌”，又让南山通过“生
态+旅游”、“生态+文化”，增添了
新引力。

壹华里传统手工食品市集作
为重庆主城首个非遗小镇，专注
于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成为南
山乃至重庆不同以往的特色旅游
目的地。在这里，汇聚了最能体
现重庆风土人情的传统手工酿造
品、副食品、小吃和火锅作坊，可
满足游客对传统文化、非遗文化、
休闲娱乐等个性化、多样化的旅
游需求。

依托生态，厚植人文。南山民

宿也成为重庆民宿发展的一面旗
帜。

“隐约南山”重拾新派的院落
文化，结合抗战公园遗址的别墅集
群，发展出当下重庆新生的一种院
落生活美学主题；于“鉴宽山房”邂
逅一段幽美邈远的意境，静听山风
吹拂，坐看香樟摇曳；泉为山之秀，
林内含精灵，登高赏星月，起卧嗅
人间，“山鬼”带来的体验洒脱超
然；靠山而居，靠山而食，“七里山
塘”则在四季流转间缓缓生活……

“南山发展要注重天人合一，
主客共享。”南岸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南岸起风景，南山要先行，且
发展正当时。为此，南岸区提出将
整个南山区域作为“南山中央山地
公园”来打造，以建成国家中心城
市的生态“绿芯”、美丽山水揽胜汇
景园、宜居品质城市的新兴生活方
式塑造地。

以全域旅游为引领，该区将
坚持高品位规划，做到“自然呈
现”，打造成“当代精品、传世遗
产”，展现“国际品质、重庆气
质、南岸特质、三生三宜颜值”，
使南山成为一个近悦远来的“三
生三宜”示范区、全域旅游示范
区。

时至5月。又是一年枇杷
成熟季。

广阳镇回龙枇杷基地，坡
地上，平谷里，一片片金黄的枇
杷挂满枝头，果香四溢。

这里是主城目前最大的
枇杷生产、种植基地，占地
4000余亩，主要出产以“大五
星”为主的优质枇杷。每年
的这个时候，这些“金黄诱
惑”都会吸引无数市民趋之
若鹜，体验采果之趣，尽享田
园之乐。

广阳枇杷，南岸的拳头农
产品；依托广阳枇杷举办的江
南枇杷节已连续举行11届，成
为该区乡村旅游的一家“老字
号”。广阳镇回龙桥村还荣获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称号。
依托当地优势农业产业，

因地制宜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实现农业增效——可以说，南
岸在广阳，已经进行了成功实
践。

仅去年的第11届江南枇
杷节，就接待游客 23 万余人
次，销售枇杷240万公斤，实现

经济效益8125万元。
“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

银山”，南岸农村居民收入连续
17年全市第一，便是最好的佐
证。

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与发
展全域旅游紧密结合、深度融
合，南岸区围绕建设全市实施
乡村振兴行动计划的先行区和
示范区，还将把长生、迎龙、广
阳、峡口一线的乡村游，升级版
本。

围绕“生态+宜游”、“农
业+旅游”，南岸提出要加大乡
村游景区（点）及沿线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开发城
郊型、景区型乡村旅游项目和
线路，建设一批标杆性、示范性
农旅融合示范项目。

今年，南岸将持续推进峡
口“乐和谷”生态休闲区、广福
山生态休闲景观区、迎龙湖国
家湿地公园、广阳农旅融合示
范镇，以及双龙村、银湖村美
丽乡村示范点等旅游项目建
设，创建一批旅游示范镇、旅
游示范村，建设乡村旅游景区
景点20个。

讲好故事 文旅集聚
南滨路彰显文艺范儿

农旅融合 振兴乡村
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

组合推广 打造网红
增强城市品牌影响力

广阳镇（江南枇杷园）
广阳镇回龙村现有 800 多家果农，几

乎家家种植枇杷树，其中江南枇杷园最为
有名，是主城最大的枇杷基地之一。除了
枇杷，广阳镇在春夏时节还出产丰富的新
鲜水果。樱桃、草莓尤其受人喜爱。

迎龙镇“北斗锄禾”开心农场
位于迎龙镇北斗村，是迎龙镇创新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项目。由村委会组
织成立“四季垄耕”蔬菜专业合作社，将土
地集中流转，分成若干地块，现规模已达
150余亩，吸引认种市民及单位150余户。

两江交汇，山水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岸最重庆。

初日照高林，沿黄葛古道漫步，可品咂南山独有的幽深静谧；午后，阳光正好，在弹子石老街小坐，时光便可在一杯咖啡的时间里静静流

淌；夜晚，不能错过久负盛名的南滨路，光照两江，滟影波动，最美的重庆，随时定格……

在南岸，有晨钟暮鼓，山江绝色。可以亲水登高，也能时尚漫游，还有闲野乡曲，值得慢慢品评。

无论多么熟悉，你依然可以发现这里有太多未曾注意的景趣。

你来，南岸便在满目风景中，等你。

用你喜欢的方式
打开南岸

依托生态 厚植人文
南山发展力争天人合一

山水有相逢 南岸起风景

长江索道
已运行近 30 年的长江索道，被誉为

“万里长江第一条空中走廊”和“山城空中
公共汽车”。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长江索道
是连通渝中区和南岸区的交通要道，现在
的长江索道则更多的是作为重庆的城市景
观标志之一在各类影视作品中出现，是最
适合解读重庆“立体交通”与“山城外型符
号”的交通工具。

米市街
南滨路长江汇当代艺术中心旁一条不

起眼的小巷，就是米市街所在。民国时期，
长生、老厂一带的米商在此贩卖大米，逐步
形成集市，米市街因此得名。老街保存有
白理洋行旧址、合记堆店等老建筑。从这
里出发，自下而上，可到报恩塔，再上南
山。另一边，可以穿过杨家岗公园，与慈云
老街相连。

龙门浩老街
1891年，龙门浩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

埠的内陆通商口岸。2017年，集开埠文化、
抗战文化等于一身的龙门浩老街首开区重
建完毕。龙门浩老街成为全国首个艺术商
业历史文化老街，也是重庆主城保存最完
好、规模最大的历史文化街区。

南滨路洋行旧址群
自重庆开埠后，约50余家各国商行落

户。在弹子石至海棠溪一带也集中了大量
洋行，最著名的有立德乐洋行、卜内门洋行
和安达森洋行。

英国盐务管理所
位于马鞍山盐店湾54号，原港口医院

内。管理所始建于晚清，是一栋中西合璧
的建筑，为当时英国政府处理英国和四川
地区盐业贸易的办事机构。

法国水师兵营
青砖旧瓦，阁楼环绕，木质地板陈而不

腐，历史和文化在法国水师兵营得到了充
分沉淀。1902年，法国海军军官虎尔斯特
率领测量队乘法国军舰，在南岸建立了法
国水师兵营，人称奥当军营。这里正是当
时的营房、仓库和物资补给站。

弹子石老街
自贡井盐开掘出来以后，在这里加工

成精盐，形成了繁荣街市。重庆开埠以后，
这里更是洋行林立，川粮、川盐、猪鬃、棉纱
等货品都在此地集散。抗战时期，弹子石
因为集中了当时的国有银行、纱厂等，更是
繁盛一时，被称为重庆城外的“富人区”。

黄葛古道
有着800年历史的黄葛古道，曾是历代

川黔商贾的必经之地，被称为重庆的“丝绸
之道”。该古道始于唐朝，属巴渝十二景之
一。

老君洞
川东三大道教丛林之一。老君洞又名

涂洞，传说为祭祀大禹之妃涂山氏，故老君
山又名涂山。

三毛故居
1945 年 3 月 26 日，三毛出生在南山黄

桷垭正街 145 号，之后 3 年她和父母、姐姐
都生活在这里。

涂山寺
位于涂山之巅，庙龄悠久，年代已不可

考，是佛道共处的庙院。

南山植物园
园内荟萃中外名贵花卉1000余种，是

海棠、桂花、樱花、梅花、茶花、杜鹃、白兰
花、玉兰花、紫薇、兰草的最大集植地，一年
四季皆有花色花香，被称为“山城花冠”。

南山书院
坐落于重庆工商大学后山。其建筑不

仅注入了川东民居风格，还糅合了中国各
派的建筑元素与符号。书院周围覆盖着
2000 多棵生长数十年的香樟，院内典藏丰
富，有几千册传统经典。

壹华里夜景公园
位于南山景区福寿路段，公园占地460

亩，落差近150米。登临山顶，可一览主城
六区。公园自然景观包括问天石等新南山
八景，还建有儿童游乐设施和全市最高最
险峻的高空滑索项目。

【历史遗迹人文之旅】

长江索道—米市街—龙门浩老街—南滨路洋行旧址群—英国盐务管

理所—法国水师兵营—弹子石老街
这是一座因码头而生的城市。在重庆的过往岁月中，有多少故事伴随江水流淌。而

长江之畔的南岸，则承载着满满的记忆。米市街、法国水师兵营、安达森洋行、弹子石老街
……游走在这些遗迹之间，就如同走入了时光隧道，又回到当年那个繁盛热闹的码头边，
一幕幕关于城市的记忆被逐一翻开。

【登高南山静心之旅】

黄葛古道—老君洞—三毛故居—涂山寺—南山植物园—南山书院—

壹华里夜景公园
南岸，与长江相伴，有南山相依。悠然宁静的黄葛古道，曾走过马帮的足迹；充满故事

的黄桷垭老街，隐匿着三毛的旧居……山林，赋予南岸旅游更多的生态气息，伴随花香阵
阵、林木悠悠，在南山的山林梵音中行走，定然是一场静心之旅。

【回归自然清新之旅】

广阳镇（江南枇杷园）—迎龙镇“北斗锄禾”开心农场
在任何一家果园里，都可以吃到自己亲手摘下的新鲜水果；在田野间，挽起裤脚就能

收割没有污染的新鲜蔬菜……这样的乡野生活不必远行，近在南岸，便可以给你。让生
活慢下来，在醇美的自然风光里，普通的一花一木都能带给你别样的心情。

长江索道 摄/杨大川广阳枇杷 摄/崔景印南山植物园

涂山寺涂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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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子石老街

王萃 许伟
图片由南岸区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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