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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 着力打造全国著名康养休闲生态旅游目的地
立足景区提档 赋能全域旅游

在神秘的北纬

30度，大自然的偏爱

把人间殊胜之景，赐

予了这方康养之地。

石柱，集天地之

灵 气 ，借 时 光 之 酝

酿，托起了人们的旅

居梦想。

漫步千野草场，

在一片南国草场风

光中享 21℃的清凉；

置身大风堡，在绿树

环抱中洗肺养心；登

高万寿山，在凌空揽

胜间入眼尽收百里

绿如潮；徜徉西沱古

镇，在古韵悠悠里感

受千年乡愁……

清新、悠闲、多

彩 、古 老 …… 在 石

柱 ，于 一 呼 一 吸 之

间，足以让你洗尽铅

沉烦忧，荡涤纯粹灵

魂，安得惬意。

近年来，石柱围

绕加快建成全国著

名康养休闲生态旅

游目的地及着力打

造旅游业发展升级

版目标，聚焦“转型

康养、绿色崛起”发

展 主 题 和“ 风 情 土

家·康养石柱”形象

定位，坚持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

集中力量开发优质

旅游产品，立足景区

提档升级，推动“三

创”工程纵深发展，康

养休闲生态旅游业取

得了明显成效。2018

年接待游客 1062.53

万人次，创旅游综合

收入64.81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29.21%，全

年完成旅游投资 22

亿元，旅游业增加值

增长 12.5%，占 GDP

比重11%。

今日石柱，业态

越来越丰富、配套服

务软硬件越来越完

善、区域联动发展越

来越紧密，全域旅游

的美好画卷正渐次

展开。

7月23日，在第三届中国·重庆
（石柱）康养大会举办首日，石柱西
沱古镇、万寿山两大文化景区同步
开业，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
描绘“诗和远方”。

西沱古镇，古称“西界沱”，为
“巴州之西界”，因地临长江南岸回
水沱，所以被称为“西沱”。早在秦
汉时期，随着巴盐兴起，西沱成为当
时重要的水上盐运码头和陆上运盐
大道起点，是古代商业发展逐渐兴
起的古镇典范，这里以“历史悠久、
布局奇特、人文荟萃、民风淳朴”闻
名于世，有“千年古镇西界沱，万里
长江第一街”誉称，2003年11月被
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中
国第一批十大历史文化名镇。

“我们在不动原布局、风貌、结
构的前提下，以文物保护的修缮方

法还原西沱古镇原汁原味的‘形’，
更通过挖掘、传承、展示非物质文化
遗产使之塑其‘魂’。”西沱古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围绕“康养石柱‘文养’
西沱”，在西沱古镇开街当天玩牛、
啰儿调、水龙等12个非遗项目展现
古镇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西沱古镇还新增添一个网
红打卡点——西沱抖音墙，这面以
铜板雕刻、面积60平方米的巨幅墙
画，展现了西沱云梯街“水陆贸易，
烟火繁盛，俨然一都邑”的盛景，夜
晚，墙画结合动画形式，生动再现巴
盐古道上“背二哥”背盐的情景，让
人仿佛穿越时空。同时，游客还能
参与到抬滑竿、划旱船等各式民俗
项目的互动体验，在文化浸染中感
受古镇魅力。

在历史的岁月中，独具特色的

“秦良玉文化”，经过长期积淀，形成
了宝贵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构成了石柱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在新开放的万寿山景区，走进
秦良玉兵寨遗址公园，游客可以了
解以军功封侯拜将并载入历史的巾
帼英雄——秦良玉的传奇一生。

“秦良玉兵寨遗址公园以秦良
玉兵寨文化为主题，保护性开发遗
址，最大限度还原白杆兵营、旗台、
点将台等遗址。”万寿山景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遗址公园融合了秦良玉
元素的“白杆兵训练营”项目，让游
客体验悬崖秋千、速滑、攀岩等，这
里除了饱览自然风光，欣赏古迹、引
发思古悠情，还能登上“鹊桥”远眺
寨南北千年守望的男女石柱，感受
那份忠贞爱情之美。

两大新开业的文化景区是石柱以

文促旅，以旅彰文，持续推动文旅深度
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为打造“文养”
的静谧之地，石柱按照“文化引领、旅
游支撑、突出特色、多元发展、打造品

牌、提升形象”的发展思路，不断将文
化要素注入到旅游的特色化、品质化
发展之中，为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增
添新动力，形成发展新优势。

夏季21℃的清凉，独特的气候
条件让黄水消夏避暑成为一张靓丽
的名片。7月20日晚8点，虽是盛
夏，却凉风习习，天上黄水大剧院内
座无虚席，土家大型歌舞《天上黄水》
拉开序幕，以唯美浪漫的现代高科技
舞台为“景”，剧目石柱传说、土家风
情、巾帼擎天等篇章接连上演，给观
众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白天在黄水宜人的气候中览秀
美风光，晚上看完《天上黄水》演出感
受土家风情，再去坐剧院旁美轮美奂
的摩天轮，真是乐得逍遥。”来自上海
的游客沈芸直言不虚此行。

“‘白天看景，晚上走人’是不少
旅游景区的短板，为提高游客参与
度和停留时间，石柱以游客新体验

为中心，结合景区独有的文化旅游
资源，拓展丰富多彩的景区夜游项
目。”石柱县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石柱境内有天上黄水大剧
院、云中花都、let’s go游乐世界三
大景点开放了夜游。

借助灯光技术，创造艺术美感，
位于冷水的云中花都在这个夏天的
夜晚充盈着浪漫。“我们依托花海地
形，通过灯饰对云端玻璃廊桥、花都
秋千、空中漂流等建筑景观及樱花
行道树进行亮化和美化，在夜间打
造梦幻的视觉感受。”云中花都相关
负责人介绍，特别是今年6月底推出
的花海夜漂，一时间成为抖音上超
高点赞的网红体验项目，灯光将玻
璃水滑道点亮如发光彩带，游客坐

上橡皮船，在水流带动下，悬浮畅游
于花海间，极致之美带来别样体
验。此外，游客还可以看打铁花、啰
儿调等非遗精彩，在篝火晚会上跳
起欢快的土家摆手舞，尽享吃烤全
羊、喝摔碗酒的酣畅淋漓。

在与云中花都相距不到5公里
的Let’s go游乐世界，也同步推出
魔幻音乐喷泉、魔幻灯光秀以及9D
电影等全新体验，借助现代声光电
科技植入游乐环境中，开发打造互
动性产品，让夜间旅游成为文化和
旅游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另外，作为“重庆最美的草地”、
全国高速第一自驾营地，夏季的千
野草场更是成为露营者的天堂，躺
在柔软的草地上，伴着璀璨星幕入

眠，在云蒸霞蔚中醒来，这里是亲近
自然的绝佳之地。

如今，绚丽的夜景氛围和特色

的夜景体验，已成为石柱景区提档
升级、经济收入增长和拉长旅游产
业链的重要推动力。

文旅深融合 两大新开业文化景区添动力

丰富新业态 开放夜游全面提升旅游体验

联动促发展 构筑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生态停车场秩序井然，标识标
牌美观时尚，无线网络覆盖提升游
玩体验……有着“重庆最美森林”美
誉的大风堡景区，正以全新面貌迎
接八方游客。

“近年来，石柱大力实施精品景
区建设，不断完善旅游要素，丰富旅
游内涵，使旅游产业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显著提升。”石柱文旅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对此，石柱以大风堡—太
阳湖5A级景区、黄水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三创”
工作为抓手，启动了一批A级景区
的打造，今年年底预计全县A级景
区总数可以达到8个。接下来，石柱
还将陆续推出巾帼土司城、冷水特
色康养小镇等重量级景区。

在智慧景区建设方面，全县A
级景区、星级酒店及重要旅游节点
实现WiFi覆盖。石柱加快推进大
数据智能化在数据监测、应急指挥、
终端服务等方面应用，黄水旅游应
急指挥中心已投入使用；完成石柱
旅游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平台建
设；“石柱旅游”微信公众号公众旅
游集成升级，实现了与全市旅游信
息共享和整体联动，“黄水人家”乡
村旅游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石
柱旅游服务网电子商务平台PC端、
微信公众号实现网络购票、土特产
销售、宾馆预定、餐饮预订功能；与

移动、联通合作，开展旅游信息发
布、景区人流量监测及大数据应用
服务，实时掌握各景区游客数量及
结构组成，为针对性开展市场拓展
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智慧旅游”建设为全域旅游发展
插上腾飞的翅膀。千野草场景区被确
定为第一批重庆市智慧旅游景区创建
单位，黄水万胜坝、中益全兴村被确定
为第一批重庆市智慧旅游乡村示范点
创建单位，正在积极开展创建工作。

为构筑全域旅游发展格局，石
柱统筹推进旅游县城、特色小镇、和
美乡村建设，努力实现“一山一水一
景点”“一城一乡(镇)一景区”，在资
源整合、共促建设过程中，围绕地方
特色文化，做强景区、做精景点、做
优线路。新推出了“文化祈福、自然
生态、农耕体验、山地探险”4条主题
自驾线路，贯穿石柱全域33个乡镇
（街道），让游客走进石柱一路行来，
欣赏到旖旎多姿的石柱风景和深厚
浓郁的土家风情。

全力推进康养品牌建设，石柱唱
响旅游“四季歌”，高质量举办中国·
重庆（石柱）康养大会，结合“24节气”
策划开展一批主题活动，努力形成

“一月一景、一季一韵、四季康养”新
格局，加大康养名片推介力度，让“康

养石柱”愈发响亮，加快建成全国著
名康养休闲生态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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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山女石柱万寿山女石柱 西沱云梯街民俗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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