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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好讲 好““ 诗 与 橙诗 与 橙 ””的 故 事的 故 事
—— 重 庆 奉 节 以 休 闲 旅 游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调 查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地处重庆东部边缘、长江三峡西首的奉节

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因“奉公守节”而得

名，因“奉节脐橙”而驰名，因“中华诗城”而扬

名。近年来，奉节县依托大乡村、大田园、大生

态的资源优势，把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

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2020 年，奉节县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886万人次，

同比增长 30.2%；累计收入 40.3 亿元，同比增长

30.7%。

山水奇观得天独厚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唐代

诗人李白笔下流传千年的白帝城，就在奉节

县。长江上游、瞿塘峡口，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

就了三峡夔门（瞿塘关）的雄壮巍峨。大山深处

的旱夔门绝壁危耸，与三峡夔门“同胞双生”、交

相辉映。奉节县依托辖区内得天独厚的三峡风

光，打造了沿线乡村休闲旅游精品路线及“三峡

原乡”农耕文化景区。

近日，记者来到奉节县兴隆镇回龙村三峡

原乡乡村旅游示范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耸

峻峭的山体，一条曲曲折折的步道从景区入口

蜿蜒向下，通向幽深茂密的山谷，步道两旁是姹

紫嫣红的花海，整洁的乡村小屋掩映其中，充满

古朴气息。

三峡原乡景区讲解员告诉记者，三峡原乡

景区由村集体经济与企业联合经营，企业投资

打造花海草坪、进行房屋改造；同时引导村民参

与“原乡磨坊”“原乡竹坊”“原乡厨房”“原乡织

坊”等商铺的经营，满足游客家庭游、自驾游、研

学游等多种需求。

记者了解到，围绕全域全季旅游，奉节打造

“春季踏青赏花”“夏季避暑纳凉”“秋季采摘体

验”“冬季民俗年节”等一批四季主题旅游线

路。此外，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营销、全民参

与、农民增收”的模式，奉节还精心策划了贴近

游客、贴近“三农”的各种节庆活动，充分将民族

文化、农耕文化结合，同时带动农产品销售。

奉节县原县长祁美文告诉记者，奉节深山

峡谷纵横交错，境内“一江五河二十二溪”形态

各异，奉节县依托生态山水打造乡村美景，打造

了三峡原乡、空谷山庄等系列农庄和“农家乐”；

同时深度挖掘民俗及农耕文化内涵，打造传统

村落及农业精品休闲园区。“在壮大乡村休闲产

业、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们立足市场需求

的多元化，坚持大保护、微开发、巧利用，把风

貌、美景、人文与产业、城市、乡村一体对待，推

出了一批以自然气候为吸引物的避暑度假型、

以生态景观为载体的城郊休闲型、以特色农作

物采摘为主导的乡村体验型乡村旅游产品。”祁

美文说。

生态治理矿区变身

记者乘车来到奉节县青龙镇大窝社区时，

那里刚下过一场雨，崇山峻岭间，云雾缭绕、苍

翠欲滴。很难想象，十几年前这里曾是一片焦

土，寸草不生。

青龙镇大窝社区地处奉节县南部山区，原

是奉节一磺厂所在地。大窝社区党支部书记文

经平告诉记者，一磺厂全盛时期硫磺年产量达

7197 吨，能创造税收 1100 余万元。然而资源的

过度开采给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土地长年受

硫磺侵蚀，酸性严重，厂部核心区域一片焦土，

石漠化严重。

2012 年起，一磺厂实施政策性关闭。为走

出困境，大窝社区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开展石

漠化治理，对矿区补植补绿，让寸草不生的“矿

区”转变为湖光山色的“景区”，还成为国家 4A

级景区。

今年 52 岁的观湖餐饮“农家乐”经营者陈

勇，是当年一磺厂的老员工。一磺厂关停后，他

曾外出务工 ，2017 年回到家乡办起了“农家

乐”。观湖餐饮“农家乐”占地1000多平方米，30

间客房可同时接待50多人居住。“每年夏天是我

最忙的时候，‘农家乐’几乎每天都客满。以前

在外务工收入不稳定，如今我每年收入都稳定

在30万元左右。”陈勇告诉记者。

“今年，我们将着力发展工业文化体验区，

保留原来硫磺厂的工业文化遗址原貌，如厂部、

宿舍、食堂、炼磺炉等，让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

上世纪 50 年代国营大矿区的风采，让曾经的老

矿区变成提升乡村旅游体验功能的新景区。”文

经平说。

像大窝社区一样依托自身资源发展特色乡

村旅游的村镇，在奉节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目前，奉节全县打造了 2 个国家级美丽休闲乡

村、19 个市级美丽宜居乡村、30 个特色产业小

镇、20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形成 23 个 A 级景

区集群。

以农兴旅叫响品牌

要说奉节有代表性的特色产业，非脐橙莫

属。奉节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造就了品质

优良的柑橘产业。奉节县目前种植脐橙 40 万

亩，其中晚熟品种占比 38%，次年 3 月份开始成

熟。加上奉节因地制宜采用独特的挂树保鲜措

施，脐橙能够实现现采现卖。每年 4 月份，奉节

脐橙花开，呈现出“花果同树”的独特景观。脐

橙产业的发展不仅盘活了当地的旅游服务业，

带动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还成为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渠道。

记者来到位于奉节县长江南岸的永乐镇大

坝村，一下车便闻到扑鼻的花香。漫山遍野的

脐橙果树上开满了脐橙花，金黄的脐橙、白色的

橙花，甚是好看。

“大坝村脐橙种植面积达 1.2 万亩，产业规

模大，种植技术成熟，每年三四月份出现的‘花

果同树’更是吸引游客纷纷‘打卡’。”永乐镇宣

传统战委员张敏告诉记者，游客可漫步在脐橙

园里，晒着阳光、望着一江碧水、赏着满园橙花、

品着现摘脐橙，体验休闲农业的乐趣。

目前，大坝村有 6家“橙家乐”，1个休闲

农业科教体验场，11家脐橙休闲农业龙头企业

及合作社。2020年，大坝村全年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 1.8万人次，累计收入 540

万元。

如何让乡村游有特色？奉节着力在品牌和

辨识度上下功夫。奉节县有“中华诗城”之称。

他们将“诗城”文化与脐橙产业结合起来，讲好

“诗与橙”的故事，助推农旅融合发展。历史文

化悠久的奉节白帝城，周边就是大面积的脐橙

产区。“先赏白帝城，再品‘白帝橙’”，成了一条

颇受游客欢迎的农旅融合线路。

记者采访了解到，奉节按照旅游商品标准

包装特色农产品，已推出“白帝橙”“归来三峡

款”“诗仙李白款”“诗圣杜甫款”等一批具有地

域和文化特色的个性化、多元化旅游产品，提升

了产品附加值。祁美文表示，“通过实施最严格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机制，强化农产品质量

安全管理和源头控制，奉节县农产品品牌已达

到354个”。

乡 村 旅 游 同 质 化 问

题怎么破？利用本地资源

进行特色开发，打响本地

旅游特色品牌是关键。

乡村旅游开发大多依

托当地自然资源，山水资

源丰富的地区本身就具有

先天优势。以笔者本次调

研的重庆奉节为例，令人

神往的长江三峡风光对当

地乡村旅游业发展起到了

促进作用。

乡村旅游应当与时俱

进，更加注重发掘本地文

化内涵。随着我国旅游行

业快速发展，游客早已不

再满足于“爬爬山、看看

景、拍拍照、吃吃饭”的体

验模式，特别是年轻游客，

越来越注重自然景观中的

人文因素。没有文化内涵

的旅游景区，就如同无根

之木、无源之水，没有灵魂

与生机。在对乡村旅游进

行规划时，应深入研究当

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

情，科学设计游览路线、旅

游产品、景区服务等，彰显

本地文化内涵的同时，须警惕不能脱离当地实

际情况盲目规划。

乡村旅游开发还应紧密结合当地文化特

色。在旅游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创新创

意必不可少。要在广泛调研和吸取经验的基础

上，征集优秀创意并将其融入乡村旅游开发的

各个环节中。尤其应重视文创手段在乡村旅游

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笔者在调研时注意到，奉

节县以当地丰富的诗词文化历史为依托，开发

了“诗仙李白款”“诗圣杜甫款”等一批文创产

品，深受游客喜爱。

同时也要注重产业融合特别是农旅融合。

乡村旅游对游客最大的吸引力是乡村意象，与

城市休闲游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乡村属性。不妨

尝试增加游客农事体验，“干农家活、享农家

乐”，丰富旅游活动内

容，保持乡村旅游产

品浓郁的乡土气息。

破
除
同
质
化
关
键
在
特
色

刘
春
沐
阳

“朝辞白帝彩云间”，重

庆奉节县地处长江三峡之首

瞿塘峡的入口，有“中华诗

城”之称，不但有壮美的三峡

风光，还有白帝城等深厚的

人文资源。奉节如何利用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

源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如何

让“诗城”文化助力脐橙产业

发展和农旅融合？如何实现

以农兴旅、以旅促商、以商

富民？

初夏时节，正是樱桃成熟之际，山东平度市云

山镇游人如织，客商纷至沓来。漫山遍野的大樱

桃，吸引着客商，也富裕了村民。

“我们的大樱桃十分抢手！每天都会接到来

自北京、上海等地的订单，高峰时一天能经手 1万

多斤。”当地“樱桃经纪人”孙秀林说，现在正是销

售旺季，经常忙得“连口水都没时间喝”。

云山镇铁岭庄大樱桃交易市场是胶东地区最

大的大樱桃单品交易市场，占地 80 亩，日交易量

最多能达50万斤。

云山大樱桃缘何如此火爆？云山镇党委书记

王丽告诉记者，云山镇的气温、光照、土质都非常

适合大樱桃生长，产出的大樱桃上市早、口感好、

品质高。仅有良好的资源禀赋还不够，云山大樱

桃能够“坐地圈粉”，得益于当地一系列开拓创

新。他们通过推行高效大棚设施栽培、出台支持

政策、构建产业链扶贫机制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

大樱桃产销两旺、富民增收。

樱桃树栽进了盆，一盆挨着一盆密集种植，一

簇簇红樱桃缀满枝头，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更加

晶莹剔透，让人垂涎欲滴。在云山镇南王村樱桃

大棚示范园，村党支部书记何洪礼玩起“盆栽”樱

桃新花样，并引进新技术使大樱桃亩产提高 2倍，

上市时间提前2个月。

“普通大棚一亩地种 55 棵大樱桃树，我们的

能种 1200棵。”何洪礼提到的这个新技术叫作“一

根红”种植法，每亩 5000 斤的出果量是普通温室

大棚产量的两倍多。

南王村是大棚樱桃种植专业村。为解决传统

大棚樱桃种植耗费人力、财力过多的难题，何洪礼

经过考察引进樱桃智能休眠技术。“与盆栽+智能

休眠技术搭配使用的新技术大棚，用工量节省一

半，2年左右就可收回成本。”何洪礼告诉记者。

为实现高效大棚设施栽培，云山镇还先后出

台土地流转、银企对接等政策，从土地、技术、资金

等方面予以支持，以“新型经营主体领建标准化种

植园区”为核心举措，实施“园区+标准化”提升行

动，推进大樱桃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形成

片区—产业园—示范园—特色村—重点项目的一

体推进模式。目前，云山镇大樱桃高效设施栽培

1.8万亩，占总面积的 35%以上；还获得“中国大樱

桃科技示范镇”称号。

“有产业乡村发展才有支撑，脱贫致富才不是

空话。”云山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陈云宝告诉记

者，“发展樱桃产业富裕了全村人。”

赵家庄村曾是省级贫困村，与樱桃种植专业

村铁岭庄村相隔不远。云山镇通过产业扶持让这

两个村结成了帮扶对子，赵家庄村由此发展起大

樱桃种植。“一到樱桃旺季，客商纷纷来村取货，村

民们在家门口就能让樱桃卖出好价钱，钱袋子鼓

起来了。”陈云宝说。

他们还以“精准扶贫专项资金+自筹”的形

式，利用 40 亩机动地与 70 万元扶贫资金建成“赵

家庄村精准扶贫产业园”，每年为村集体带来一二

十万元收入。2016年底，赵家庄村通过大樱桃等

主导产业发展成功脱贫摘帽。截至去年底，这个

仅有 89 户的村庄已发展樱桃种植 600 亩，人均纯

收入3万元，实现了从“脱贫”到“小康”的跨越。

经过多年发展，云山镇大樱桃种植总规模达

5.1 万亩，拥有种植专业村 47 个、优质品种 30 余

个，年产大樱桃 3500 万公斤，带动农民增收 10 亿

元，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我们正积极推进

以大樱桃等为主导的优势特色产业发展，进一步

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在整个产业链条

建造中融入扶贫元素，从新品种推广、技术指导、

销售、用工等环节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王丽说。

“ 园 区 + 标 准 化 ”提 升 樱 桃 产 业
本报记者 刘 成

云山镇农

户在大棚里采

摘樱桃。

孙科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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