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D

CC

链接

“以前我们都是到景区欣赏自然风光，
这次来到张鸭子生产车间体会工业旅游，
收获不小，也放松了心情。”3月31日，来自
渝中区的游客王女士带着家人参加了梁平
首推以农禅文化为主题的“双桂田园一日
游”，在参观了双桂堂、彩稻空间、桂香天
地、滑石古寨等景区景点后，别具一格的工
业旅游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百年张鸭子是享有巴渝传统菜式声誉
的百年卤烤鸭。“梁平张鸭子一年卖出百万
只，三代祖传更好吃！”在重庆任何地方都
能够听到、看到这个响亮的广告语，不仅体
现了张鸭子火爆的生意，更是演绎了百年
张鸭子的传承技艺。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
广告语也让巴渝传统菜式·百年张鸭子走
进了千家万户，成为重庆人最爱吃的特色
卤味之一。张鸭子源自重庆梁平，以干、
香、瘦特色闻名，三代祖传卤烤工艺，成为
巴渝一大特产。如今，游客可以通过工业
旅游，见证张鸭子“舌尖上的美味”。

“游客走进张鸭子工厂参观制作，感受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这是我们公司创
新发展和产业链升级的举措。”重庆市梁平
张鸭子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他
们已在1.1万平方米的生产车间打造了200
多平方米的参观走廊，可同时容纳200人参
观，在其中3个加工车间，游客可以沿着工
艺流程，亲眼看到卤鸭子、片鸭子等张鸭子
制作的所有环节，还可在展示展销区品尝、
购买，在回味悠长的卤香中，切身感受巴渝
传统菜式·百年张鸭子“色、香、味、形、神”
之精髓，体味“肉干骨酥熏香、味美透骨”之
特色。

“工业旅游让游客加深了对百年张鸭
子品牌故事的了解，也让品牌得到了广泛
传播。”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张鸭子公司
将在工厂旁新增20亩地，打造一个集参观
生产全过程、美味体验全过程、欣赏卤烤文
化等多个板块，具有互动体验的4A级工业
旅游景区，同时在展示展销区逐步引入梁
平其他农特产品，让梁平味道飘得更远。

此外，重庆宏美达欣兴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也刮起了工业旅游的新风暴，在该公司
投资1300万元打造的1400平方米梁平宏
美达“丝绸制造文化空间”，设有中国丝绸文
化知识传播厅，个性化定制产品体验区，开
放的丝绸生产区，蚕桑养殖、家居、健康、文
创艺术区，亲子、青少年儿童爱国教育区。
进入厂区，游客不仅可以观看丝绸生产、品
桑叶清茶，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丝绸文创产
品，购买丝绸文创产品，感受传承千年的丝

绸文化。
“下一步，梁平区将以‘百年张鸭子’为龙

头，进一步整合宏美达丝绸、奇爽食品，打造
集生产流程参观体验、产品展示销售、中小学
研学游、产品研发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工业
旅游园，助推梁平区工旅融合发展。”梁平区
旅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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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青山下，蜀东

鱼米乡；千家竹叶翠，百

里柚花香”的梁平，山水

相生，气韵天地。

千年的时光，滋润

着梁平的灵秀山水，绿

水青山，胜景不尽；千年

的悠闲，孕育着梁平的

田园诗意，村落影绰，风

情无限。

梁平，你阅不尽她的

四季。春来草木披绿，繁

花似锦，百里柚花香；夏

日松涛起伏，莲叶接天，

竹海漾碧波；秋来云淡风

轻，桂香四溢，田园稻浪

绵延；冬日万树空寂，冬

水田欢，祈福梵音。

梁平，涌动着柔情，

流淌着风韵，传承着文

脉，旖旎田园风光、灿烂

农耕文明、悠久历史文

化等优势资源化作笔触

和色彩，梁平区正执笔

泼墨挥洒“山水田园·美

丽梁平”的全域旅游画

卷。“农旅、文旅、生态旅

游、工旅”融合发展百花

齐放、魅力尽显，在梁

平，人们找到了心之神

往的“诗与远方”。

今天的梁平，历经

千年，万物苍茂，生生不

息。在新时代，这片深

邃而静默的大地正焕发

出新活力，绽放出极致

耀眼的光华。

秀有吾水，灵有吾

山。美丽梁平，许你一

个诗画梦境……

山水田园柚花香 美丽梁平诗画来
站在梁平区金带镇金城村花果山高

处俯瞰，梁平的绝佳景色尽收眼底，双桂
田园、滑石古寨、金城玫瑰园……在和煦
春光下各具独特韵味，花果山上柑橘花
香馥郁，蔷薇、月季等竞相绽放，蝶舞翩
翩。花果山的经营者彭琼穿梭在山间，
看到果园里的李子、梨等水果纷纷挂果，
长势喜人，在她的眼里，美好的生活就好
似眼前的美景和丰收的希望，正在逐渐
开启……

“以前我总为水果的销路发愁，现在
我种的都是‘金疙瘩’，游客还要抢着亲
自来采摘。”彭琼喜上眉梢说，这多亏了
梁平旅游的发展。原来，瞅准金城村这
座山视野开阔、土壤肥沃、阳光充足的有

利条件，1998年，村民彭琼承包下了80
亩地做果园。由于之前交通不便，水果
挑出去卖需要走好几公里路，水果长期
滞销，她中途甚至想放弃。

用了3年时间，彭琼自费修了一条毛坯
路。2016年，政府对这条道路进行了硬化。
随着旅游发展，每到水果成熟的季节，大量游
客走进花果山采摘水果。依托生态优势，彭
琼又培育了上万株花卉苗木，搞起林下养殖，
昔日的荒山成了名副其实的“花果山”。“今年
收入20万元左右，再过3年，收入50万元没
问题！”彭琼自信地盘算着。

“我们镇上为了农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
振兴，专门成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引导
村民进行土地规范有序流转，此外还引导培

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为生产经营主体
争取国家项目政策扶持等。”金带镇相关负
责人介绍。作为双桂田园综合体旅游发展
的“主战场”，金带镇正在积极打造“乡村振
兴示范镇”“全域旅游示范镇”。

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劳作变体
验。梁平利用深厚的农耕文明、独特的
田园风光，做好农旅融合这篇大文章，
促进农业“接二连三”，推动乡村振兴争
创全国先进、走在全市前列。目前，梁
平区突出“双桂田园·农禅福地”主题，
以“天下第一禅堂”双桂堂为圆心，凭借
巴渝第一大平坝——梁平坝子，以周围
的山水景观和田园风光为依托，以农
耕、非遗、禅宗文化为内核，打造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国家5A级景区，包括双桂
堂、双桂田园、滑石古寨三大景区组
团。诗画田园正展现着她的盛景。其
中，双桂田园综合体涉及金带镇、双桂
街道9个村（社区），规划面积3万亩，重
点打造“一堂一镇三寨六人家”（双桂

堂、非遗小镇、滑石寨、金城寨、磨盘寨、
桂香、稻香、柚香、荷香、渔香、竹香人
家），拟3年建成，分期呈现。通过农业
综合开发，结合梁平禅宗、非遗文化，发
展休闲观光农业，实现农文旅融合发
展，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同步。

4月15日，滑石古寨热闹非凡，在癞子锣
鼓和唢呐声中，草把龙翩翩起舞。11位赤膊
表演者组成龙头、龙身、龙尾、龙珠，通过相互
协调与配合，草龙活灵活现，形象逼真飞腾跳
跃。忽而高耸，似飞上云端；忽而俯冲，像入海
破浪……龙到之处，周围的游客将水频频洒向
龙身，场面欢快热烈，与游客们形成了完美的
互动与结合。

如今，在滑石古寨，精彩的草把龙表演、
梁平癞子锣鼓、梁山灯戏《相亲》等一场场梁
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给游客们带来了一道
道文化盛宴。

梁平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有梁平木版年画、梁平
竹帘、梁山灯戏、梁平癞子锣鼓、梁平抬儿调
5个国家级非遗项目，15个市级非遗项目，69
个区级非遗项目。此外，还有4名国家级代
表性传承人，34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和旅游，二者融合在梁平，绽放出蓬勃的
生命力。

“从浅层的‘到此一游’到深度的文化体
验，文化丰富了旅游的内容，也提高了文化

附加值和旅游品质。”在梁平区滑石寨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学峰看来，只有对本
土文化的自信，才能更好地挖掘本土文化元
素，打造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

周学峰介绍，滑石古寨作为梁平首个4A
级景区，2016年被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委、市
文联、市作协命名为滑石文苑文艺创作基地，
依托当地文化特色，以艺术创作基地为载体，
通过塑造文化艺术品牌，进一步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繁荣文化事业，带动梁平旅游经济发
展。

“游客不仅可以看非遗展演，还可以学
习制作梁平木版年画、梁平竹帘等非遗制
作，增加对梁平非遗文化的了解。”周学峰表
示，接下来滑石古寨将依托双桂堂的禅宗文
化，将农禅文化融入到展演中，把佛教的善、
德品质改编成故事，弘扬正能量，丰富展演
形式，让更多游客感受梁平文化的魅力。

文旅融合，不负“诗和远方”。梁平将积
极推进文旅融合，充分挖掘农耕文化、非遗
文化、禅宗文化等，提升旅游景区文化内涵，
让游客在“精读、细寻、深品”中慢下脚步，体
会梁平独特的文化气质。

百里竹海之“美”，美在梦幻。远
眺此起彼伏的竹海碧浪，幽幽竹林，疏
密有致，郁郁葱葱，苍翠茂密，一片清
凉，置身于这样一个如烟似海、青翠欲
滴的绿竹世界，沁人心脾的清新感油
然而生。

梁平西北部有35万亩连片竹林构
成的百里竹海，因盛产寿竹，享有“中
国寿竹之乡”美誉；更因百龄老人辈出
被称为“康寿福地”，是国内独有的以
寿竹为主的竹海景区。

梁平区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除了把百里竹海打
造成践行“两山”重要思想的示范基
地，还把百里竹海作为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来进行打造，吸引了很多“世外竹

林”以外的人前来驻足欣赏。今年6月
百里竹海旅游度假区将正式开园。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到竹海观
光，依托生态旅游的发展，我们也吃
上了‘旅游饭’，每月营业额有 2 万
元-3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了。”农
房变客房，劳作变体验，竹山镇大塘
村的村民蒋明军在政府的帮助下，经
营起一家竹家乐。竹海中，竹木结构
打造的房屋尽显古韵，游客来到竹家
乐，除了可以吃到竹笋鸡、竹笋腊肉
等特色菜，还可以体验推磨、打糍粑
等趣味活动，融入山水竹林之间，体
验回归自然的美好。

“在这里可亲近自然，找回儿时的
记忆，找到了最美乡愁、最美生态。”今

年清明小长假期间到百里竹海呆了3
天的广东游客张英直说“不虚此行”。

立足百里竹海的基础条件和资源
优势，紧扣“百里竹海·康寿福地”的景
区地位，在景区建设上持续发力，切实
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良好的生
态激活了旅游的发展，一个生态良好、
风光秀丽、环境宜人、村美民富的百里
竹海正在向世人呈现。梁平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为本、道法
自然，充分挖掘田园风光、农耕文明，
突出农旅文旅融合，以核心景区为引
领，彰显“山水田园·美丽梁平”魅力，
打造“全域康养·四季度假”品牌，推进
全域旅游发展，加快建设区域旅游集
散中心和国际旅游目的地。

梁平精品旅游线路

1.百里竹海康养之旅
2.山水田园民俗风情之旅
3.双桂堂禅宗文化体验之旅
4.“蜀道难”古驿道登攀乐跑之旅
5.百年张鸭子及宏美达丝绸购物体验之旅
6.梁山机场热血抗战“红色文化”之旅

梁平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1.浪漫春秋田园之旅
2.回龙花果山采摘体验之旅
3.礼让—明达万亩生态渔园观光之旅
4.城区—合兴—复平—曲水踏春赏花之旅
5.城区—安胜—明达田园休闲观光之旅
6.城区—聚奎—和林—云龙古寨渔家体验之旅

农业＋旅游 绘就乡村振兴富美新画卷

文化＋旅游 挖掘本土特色增强文化自信

生态＋旅游 呵护绿水青山，生态红利兴村富民

工业＋旅游 创新发展打造全域旅游新名片

BB

AA

T33-T36版

全
力
推
动
重
庆
旅
游
高
品
质
高
质
量
发
展

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 摄/吴梦雄

田园梁平

乡村旅游·曲水百年李子园 摄/高小华

百里竹海·康寿福地

双桂田园·彩稻空间 摄/向成国

滑石古寨上的非遗展演·礼让草把龙 摄/王耘农
巴渝传统菜式·百年张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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