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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六养”升级休闲旅游

浅层次风光游转型高质量体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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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康养小镇建设 唱响旅游“四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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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康养，绿色崛起。
位于石柱县、重庆市东大门的冷

水镇，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认真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走
上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全镇上下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学好
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路”，坚
持“干”字当头、“实”字为要，积极探索
奋进，开启了建设长江上游“产业生态
化、生态产业化”先行示范的生动实践。

去年1月，首届石柱欢乐冰雪季
成功举行。作为冬季旅游的王牌项
目，石柱冷水“Let's go游乐世界”
首次开门迎客就受到游客的青睐，短
短两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达30万人次，
成为冷水乃至石柱旅游的新网红。

全新旅游项目的开发运营，背后
隐藏的是包括冷水镇府在内的石柱县
的战略定位思考。近两年来，围绕“康
养石柱，绿色崛起”的发展思路，冷水
镇立足康养特色小镇建设，大打“康
养”牌，同时结合全域旅游发展要求，
试图通过“六养”（观养、动养、住养、食
养、疗养、文养）促使单一的夏季避暑
游向春品莼赏花、夏避暑纳凉、秋采风
摘果、冬滑雪泡泉的“四季游”转变。

定位抉择
立足优势资源唱响康养旅游
“好声音”

冷水镇地处神奇的北纬30°，可
谓是自然生态资源禀赋，平均海拔在
1500米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85%，
空气清新，负氧离子浓度达到国家一
级标准，即使是最热的月份，平均气温
也只有21℃左右。而到了冬季，雪花
飞舞，银装素裹，宛如走进洁白的童话
世界。同时，冷水境内拥有大量的森
林、草场、湿地、温泉、风力、溶洞等丰
富的自然资源，发展旅游得天独厚。

冷水地处渝鄂两省市边陲交界，
是重庆的东大门以及沪渝高速公路入
渝进川的第一门户，更是黄水国家森

林公园和土家生态民俗旅游线的重要
特色景区和道入口，区位优势可见一
斑。

然而守着这些生态自然资源和独
特的区位条件，过去冷水镇的旅游发
展却陷入了浅层次的住宿消费。

冷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前几年
通过招商引资，虽然引进了部分旅游
企业打造旅游项目，但由于各自分散，
未能集聚吸引更多的游客留下来到冷
水深层次的消费，即使有部分川渝两
地的游客到镇上纳凉避暑，农民也只
能依靠房屋出租挣取少部分钱。旅游
单一，消费水平低成了冷水旅游发展
的短板。

直到去年县里决定将冷水定位为
康养特色小镇进行全方位打造后，冷水
旅游发展才找到了突破口——立足“康
养”定位，发挥优势资源，将单一的夏季
避暑游向春品莼赏花、夏避暑纳凉、秋
采风摘果、冬滑雪泡泉的“四季游”转
变，唱响康养旅游发展的“四季歌。

扎实推进
产业作支撑康养特色小镇
呼之欲出

去年8月，石柱县与兴茂集团签
订战略协议，计划总投资200亿元，围
绕高山、森林、草场、湖泊、田园、古镇、
湿地公园等景观，按照“风情土家，康
养石柱”战略规划，围绕“康养旅游”核
心，深度融合健康养生、旅居度假、生
态运动、文旅体验、休闲农业五大功
能，决定在冷水河源村和八龙村打造
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推动康养小镇
建设。

围绕土家特色康养小镇、休闲旅
游地产、康养主题酒店、改善乡村民居
等方面，打造“住养”世外桃源。围绕
丰富多彩的山地户外运动、地方特色
户外体育运动、全民健身活动等，打造

“动养”乐园。围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等，打造“文养”静地。围

绕莼菜、野生菌等食品，建设“源味石
柱”品牌，打造“食养”天堂。围绕中药
材精深加工、中医药医疗机构、养老设
施建设、强化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等
方面，打造“疗养”福地。将健康、养
生、养老、休闲、旅游、运动等多元化功
能融为一体，打造康养产业

目前，冷水镇已建起了高原花海
云中花都、西南最大滑雪场 Let's
go冰雪游乐世界、中国高速第一自驾
营地冷水服务区生态旅游自驾营地。
未来还有国际康养运动游乐中心、黑
天池湿地公园、雪源温泉、中国莼菜农
业公园等项目陆续建成投入使用。届
时，一年四季将会有不同的旅游体验。

鲶鱼效应
四季游让更多贫困户吃上
“旅游饭”

到2023年，整个项目建成投用
后，冷水将形成一年四季的康养旅游
热，还会有更多的游客愿意停留下来，
慢慢体味进行深层次的体验消费，这
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发展希望。

3年前，冷水镇八龙村贫困户许

丹安一家4口住在不足100平方米的
老木房里，因土地较少，加之长子许勇
身患小儿麻痹症，家庭收入主要靠种
植少量黄连和周边务工为主，乡村旅
游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奢望。

后来，镇里组织专家对贫困户进
行乡村旅游、黄连、莼菜、烤烟种植技
术培训。2017年，许丹安在帮扶责任
人的指导下，申请加入“黄水人家乡村
旅游专业合作社冷水分社”。许丹安
对自家房屋进行改造，创办农家乐，当
年就实现乡村旅游收入2万元。

“今年我将打造好周边的环境，提
高农家乐品质，旅游旺季经营农家乐，
淡季到云中花都去务工，每年新种植
黄连1亩，持续管理好莼菜3亩，争取
年收入8万元，稳固脱贫就更有保障。”
对于冷水旅游市场，许丹安信心满满。

截至目前，像许丹安样发展乡村
旅游的星级接待户有165家，日接待
能力10000人次以上，依托冷水康养
旅游的发展，全镇202户681人贫困
户吃上了“旅游饭”，甩掉了贫困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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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完大风堡自然保护区后，
现在还可以领着孩子到油草河玩漂
流。”近日，从主城开车到石柱黄水度
假的李女士高兴不已。她说，现在到
黄水度假不但有了新的耍事，过去场
镇脏乱差堵的不好印象也不见踪迹，
留下的全是新黄水的记忆。

事实上，李女士的切身体会折射
的是石柱及黄水镇落实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黄
水镇按照“康养石柱，绿色崛起”的顶
层设计，围绕“六养”（静养、动养、食
养、住养、疗养、文养），结合市级特色
小镇建设，加快补齐水电路气讯等基
础设施短板，并通过农旅文商娱深度
融合，加速浅层次的风光游转型升级
到以“康养”为魂的高质量体验游。
如今，好耍好玩、干净有序的新黄水
让人感到眼前一亮。

硬环境之变
以打造特色小镇补齐短板

6月穿行在黄水场镇的大街小
巷，道路干净整洁，车辆有序地停放
在白线以内，公路两边的门店经营规
范……给人以舒适自然，让人无法同
过去的脏乱差相联系。

不仅如此，夜幕黄昏，你还可以
约上家人朋友沿着场镇新修的步游
道散步健身，或是在亲水平台喝茶聊
天，静下心来好好享受那一丝恬静与
美好。看着眼前的变化，在此度假的
游客竖起大拇指：“现在的黄水，那才
叫舒服！”

为让游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留
下黄水度假的美好印象，近两年来，
当地以打造市级特色小镇为契机，着
力解决水、电、路、网、气等基础设施
供应的矛盾，通过场镇空间格局“一
环”（环镇区绿道）、“一轴”（生态动步
公园）、“一区”（老镇商业步行区）、

“一心”（中央广场）的规划布局，在增
添步行道、亲水平台、体育游乐设施
的基础上，将太阳湖、月亮湖、大风堡
等10多个景点景区串联成珠，形成
新的旅游环线。

目前，环镇绿道一期5.1公里已

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期5公里正进行
规划。新建休闲动步公园和人工湖
公园，让游客休闲有了更多去处，同
时即将启动黄洋路口山体公园和中
心绿地公园以及健身广场、黄连文化
广场的改造，让当地居民游客娱乐健
身有固定场所。

按照国家卫生乡镇标准，对原有
农贸市场进行改造扩容，让游客可直
接体验农超无缝衔接，购买新鲜优质
的绿色蔬菜。并找到新的饮用水源，
解决场镇20多万人的供水。增加双
回路供电，保障夏季旅游高峰用电安
全并增加双气源供气，保障生活用
气。

更让人欣慰的是，在管理服务上
黄水也下足功夫。交通秩序上，通过
优化线路、增加电子警察，交通正常
通行避免了拥堵。市政秩序上，通过
集中烧烤经营、散小游乐设施集中经
营、再生资源搬迁出场镇经营，告别
了过去脏乱差的镇容，同时对经营业
主开展讲诚信、讲品质、讲服务、讲管
理，增设文明劝导员、旅游志愿者、马

路办公，现场解决问题，并为游客提
供各类服务咨询，让游客感受到黄水
的热情和温暖。

软环境之变
“康养”为魂产业深度融合

黄水自然资源禀赋，平均海拔在
1300米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84%，
空气清新，负氧离子浓度达到国家二
级标准，即使是最热的月份，平均气
温也只有21℃左右。辖区有黄水国
家森林公园、大风堡、毕兹卡绿宫、油
草河、太阳湖、月亮湖等诸多著名景
区。虽然生态资源优势绝佳，但没有
多少娱乐设施，来黄水度假始终停留
在浅层次的风光游上。

针对景区景点体验感不强的问
题，黄水镇按照“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的生态理念，在做好大风堡、油
草河、太阳湖等景区提档升级之外，
并在油菜河等景点通过招商引资的
方式，增设漂流、水上游乐的亲子体

验项目，同时通过引进铁人三项、公
开水域游泳等体育赛事，增加度假旅
游的趣味性和体验感。

在文旅融合上，当地将反映土
家习俗和文化的故事编成《天上黄
水》舞台剧，同时对其进行改版升
级。目前，首都音乐界连续两年赴
黄水演出，连续举办了两届康养大
会。同时，结合中华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黄连，在黄水镇万胜坝社区修
建了黄连博物馆，结合中华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重庆石柱黄连生产系
统，建设黄连文化广场，向前来游玩
的游客展示黄连的种植历史和工艺
流程等；围绕莼菜种植，每年向游客
发出邀请体验莼菜采摘的乐趣，并
通过药用植物园的教育科普，让游
客静下来慢慢体味当地厚重的历史
文化和土家风情。

与此同时，除了旅游景区的提档
升级外，场镇上还新增了摩天轮、门球
场、足球场在内的可游玩体验的文娱
项目。此外，金花村还打造了一批有
档次的乡村酒店、精品民宿，真正将游

客留下来，在黄水实现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

重生之喜
让更多农民腰包更鼓

如今，伴随景区景点的提档升级
以及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黄水度假
旅游势必会收获新的消费体验。不仅
如此，得益于黄水旅游蓬勃开发发展
的势头，当地农民的腰包也跟着鼓了
起来。

这几天，虽然天气比较凉爽，但
背靠太阳湖景区的马世兴没闲着，他
将客房、座椅重新打扫一番。月底，
他家的农家乐就要开门迎客了，得提
前做好各项准备。

老马是2017年创办的农家乐，
之前两口子一直在镇里做短工，后来
看到太阳湖景区的游客越来越多，也
就开起了农家乐。他说，最热闹时一
天能接待100多人吃住，在外打工的
儿子儿媳还要回来帮忙，仅去年靠农

家乐他家就增收了10多万元。
与老马不同，45岁家住金花村的

贫困户邹真祥一直想开家农家乐，但
由于两个孩子读书要花钱，新建的砖
瓦房又欠下一屁股债，生活十分艰难。

去年，在当地扶贫干部的帮助
下，老邹收拾出10间客房，买来10
多张桌椅板凳开起了农家乐。让他
没想到的是，去年收入了3万元，一
下子甩掉了贫困的帽子。同时，靠销
售莼菜、包谷、土豆等农产品一年也
有几千元收入。

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旅游
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
益。现在，绝大部分的农民或贫困户
都吃上了“旅游饭”，他们要么靠农家
乐增收，要么当地打工挣钱。现在，
黄水镇有宾馆 141 家、农家乐 130
家、小吃店115家。等到升级版的休
闲旅游打造成功后，黄水还会吸引更
多的游客前来消费。

唐楸 刘玉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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