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蜿蜒小径，清新的柚子香气
迎面扑来，沁人心脾。展目四望，郁
郁葱葱的柚林间已经挂满黄澄澄的
柚子，老乡笑容洋溢，热情相邀，共赴

一年一度采柚节。
“中国名柚之乡”梁平，盛产柚

子，梁平柚与广西沙田柚、福建文旦
柚齐名，是全国三大名柚之一，因果

形优美、色泽鲜艳、皮薄肉嫩、芳香浓
郁、汁多香甜、营养丰富而久负盛名，
有“天然罐头”之美誉，具有消食化
气、去痰利尿、清热通便等药效功能。

2017重庆·梁平第九届采柚节

全国三大名柚之一——梁平柚

采柚节二日游
线路推荐

第一天

沪蓉高速G42云龙收费站下道—
乐英村柚园（荫平镇）—明月湖（屏锦
镇）—百里竹海（竹山镇、午餐）—虎蜜
柚园（虎城镇）—梁平城区（晚餐、住
宿）。

第二天

城区—名柚园（合兴镇）—文峰塔
（双桂街道）—平野园林（午餐）—滑石
古寨（金带镇）—双桂堂（金带镇）—沪
蓉高速G42返程。

■时间：11月3日-12月31日
■地点：梁平县合兴镇柚园，还可以到荫平镇、大观镇和虎城镇3个
分会场采柚。
■门票：免费，各家柚子价格不一。
■活动：活动期间，游客可在合兴镇柚园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土陶现场展演，以及体验别具特色的全柚宴。荫平镇乐英村
还可观赏到180余年树龄的最老柚神树。

采柚节一日游线路推荐

沪蓉高速G42梁平收费站下道—名柚园（合兴镇）—平野园
林（午餐）—滑石古寨（金带镇）—双桂堂（金带镇）—乐英村柚园
（荫平镇）—沪蓉高速G42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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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之秋 与美景邂逅，让时光停留
金色九月，秋韵荡

漾。
褪去夏日的炎炎浮

躁与慵懒，恬然而不疏
淡。执一笔彩墨清婉，
画出梁平旖旎的秋景，
一山一水一世界，一步
一景一方天。“金秋若有
十分美，定有五分在梁
平。”梁平之秋，美轮美
奂，温柔了岁月，惊艳了
时光，让人忍不住背囊
寻访，留下一串串足迹。

在这里，你可以穿越
百里竹海，徜徉天赐氧
吧；信步双桂田园，览醉
人金黄，闻柚果芬芳；亦
或祈福双桂堂，遂寻禅境
之旅；攀爬千年古驿道，
感受古朴沧桑……

山清、水秀、天蓝、
景幽，走进梁平，就如同
走进一幅山明水秀的锦
绣画卷中，浪漫、休闲、
养心，只等你放慢脚步
细细体味。

诗情画意在路上，
陶醉流连天地间。邂逅
梁平的秋季，定是一生
里最美丽的际遇。

俯仰云淡天高，乐享阖家同游，品
味采摘之趣，体验传统民俗……除了丰
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梁平还有许多“高
颜值”的绝美秋景不容错过。在这最怡
人的季节，梁平6条精品旅游线路齐上
线，品一城桂花、游二环金秋、祈三世安
好、尝四季美食、观万亩田园，岂不乐
哉？

百里竹海

百里竹海位于梁平区西北部，因两
山夹一槽的成片竹林天然长成，绵延达
百里以上故得名，被誉为“竹禅世界·东
方寿海”。景区竹林茂密，峰峦多姿，有
历史渊源的“竹寿文化”，内含明月湖、
百竹园、观音洞等50余个景点。自然景
观与“竹文化”和人文景观相结合，是梁
平独有的自然景观，也是宜居养生佳
地。

双桂堂

双桂堂位于梁平区金带镇万竹山，
已有300多年历史，被誉为“西南佛教
禅宗祖庭”，是镶嵌在巴渝大地上的一
颗璀璨明珠。庙宇为石木结构建筑，占
地160余亩，由大山门、弥勒殿、大雄宝
殿、戒堂、破山塔、大悲殿、藏经楼组成，
布局奇特，雄伟壮观。内有长廊相连的
300多间厢房，大小佛像100余尊。

滑石古寨

滑石古寨景区位于梁平区金带镇，
距双桂堂和梵华禅境景区3公里。古
寨位于一座拔地而起的纺锤形孤峰山
顶，四周皆是陡峭的悬崖绝壁，至今仍

保存着古碉楼、寨门、石厅等遗迹，四
道墙体都开有射击孔，被誉为“石头上
的古寨”。

文峰塔

“梁平有个文峰塔，隔天只有一尺
八”。文峰塔位于梁平区双桂街道青竹

村，是全国第二高大塔、重庆石塔之
最。石塔设计精美，塔壁选用质地坚硬
的青砂石叠砌而成，其基础稳固、构建
缜密。塔身上面有12个用以透光、通风
的拱形窗洞，每层8个檐角高高翘起，有
凌空欲飞的动感。顶层每个檐角各挂
一个小铜铃，风吹铃响，清音远扬，韵味
无穷。

暑去凉来，俗话说“秋补冬藏”，民
间素有“秋补”习俗。在梁平，美食美
景，共融共生，张鸭子、袁驿豆干、安安
鱼、烂肥肠……这些本土味道让人一尝
难忘，瞬间引爆味蕾，带来回味无穷。

张鸭子

张鸭子，四代祖传卤烤工艺，以干、
香、瘦特色闻名，成为梁平的一张美食
名片，也是重庆人最爱吃的卤味。它精
选优质生态麻鸭为原材料，经过了传统
工艺“先卤后烤”的工序后，脱去部分多
余的油脂，形成“干”的特点。选用多种
名贵中药材为原料，采用独特的祖传配
方和精细加工，具有卤香纯正、色泽鲜
亮、味道鲜香、回味绵长的特点。

袁驿豆干

走在梁平袁驿镇，镇上飘着一股浓
郁诱人的豆腐干醇香。袁驿豆干作为
渝东土特产，问世150多年来经久不
衰，深受喜爱。它精选优质黄豆，用水
浸泡过滤，上磨粉碎，震动沥浆，煮沸，
入锅水，翻锅白煮，加精盐、红糖、酱油、
味精、桂皮、茴香、白冠、肉桂等20多种
香料包装卤制。目前已研制出麻辣、五
香、海鲜、甜咸等不同风味，满足不同地
方吃货口味。

烂肥肠

“没吃过烂肥肠的人，算不上地道
梁平人。”可见烂肥肠在当地人心中的
美食地位。新鲜肥肠撕掉油脂，炖煮时
掌握火候，做到香脆可口，配上秘制调
料，肥肠味香浓郁而不腻，百吃不厌令
人难以抵挡。

安安鱼

梁平安安鱼烹饪方式独特，煮的鱼
嫩而不腻。鱼的品种很多，例如草鱼、
花鲢、黄辣丁、翘壳、江团等江河鱼，用
鱼精心选料，其特点主要是麻、辣、嫩、
鲜。鱼肉鲜嫩，麻辣鲜香，入口不腻。

鱼虾戏水，风吹稻浪，扑面花香，远眺碧波荡
漾、水天一色……你的心中是否有这样一处放松
身心的理想地？

梁平，史称梁山，西魏元钦二年（公元553年）
置县，1952年取“高梁山下有一平坝”之意更名为
梁平。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厚重的文化积淀，梁平竹
帘、梁山灯戏、梁平木版年画等5项国家级非遗项
目，展现“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深厚文化底蕴；
梁平坝子，“沃野千里，碧田万顷，素有“四面青山
下，蜀东鱼米香；千家竹叶翠，百里柚花香”之美誉
和“小天府”之称；物丰人美，民风淳朴。陆游有诗

赞曰：“都梁之民独无苦，须晴得晴雨得雨。”
古韵文化秀新姿，大美山水孕珍品。梁平

柚、张鸭子、袁驿豆干等美食和手工精细的竹帘、
竹编、竹雕、阴沉木等工艺品，远近驰名，凸显梁
平特色。

历史文化养心，青山绿水养眼，百里竹海养
肺，传统美食养颜，田园生活养神，历经时光的淬
炼，梁平散发着夺目之美，成为众人心之所向的
旅游佳地。

今秋，梁平启动“双桂田园·金秋梁平”主题
秋游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定能开启你的乐活之
旅，带你领略柚乡非凡魅力。

秋趣篇

双桂田园耍事多双桂田园耍事多 金秋梁平有金秋梁平有““柚惑柚惑””
“双桂田园·金秋梁平”主题秋游启动

■活动一：启动仪式
时间：9月28日

内容：在梁平非遗保护传承基地，现场
表演了独具梁平特色的草把龙、癞子锣鼓、
梁山灯戏等非遗项目；部分景区还在现场
推出金秋梁平旅游季活动；开启以双桂堂、
梵华禅境、望花山谷、滑石古寨为主线的金
秋温暖旅程。

活动二：摄影大赛
时间：9月下旬

内容：面向全市乃至全国征集近两年
拍摄的梁平旅游景区相关照片，反映梁平
景区、景点以及乡村旅游发生的日新月异
的变化。

活动三：第九届采柚节
时间：11月上旬

地点：龙滩中华名柚园

内容：将呈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
节目及非遗表演，趣味游戏、“柚子大力士”
比赛、猜谜等活动丰富多彩，柚王评选、最
美摄影师颁奖、摄影作品展、品柚采柚让游
客体验柚园乐趣。

活动四：美食享不停
内容：在秋游期间，在亿联、柚园、乾

街、商投世纪广场、梁平南站、兴茂熙街等
美食街推出本土特色食品，让游客朋友一
网打尽吃喝玩乐购。

活动五：百万礼包大惠民
内容：“梁平秋季有礼”，部分景区集赞

赠门票，集赞享折扣价门票，赠住宿、美食
优惠券等礼包；滑石古寨景区办年卡优惠
活动40元/张。

秋景篇

一路风景一路歌一路风景一路歌 四大精品旅游景点享悠然四大精品旅游景点享悠然

秋果篇

秋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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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美景醉秋色一年美景醉秋色 又到蜜柚飘香时又到蜜柚飘香时

梁平秋季旅游活动线路推荐

●梁平“二环”金色之旅

主题：金秋田园·诗意梁平
时间：9月至10月
主要景点：“二环”金色诗意田园、蜀岭雄风、唐家坡民
宿、蟠龙古洞、蟠龙花海、大观露营基地、滑石古寨。

●龙滩中华名柚园赏柚摘柚之旅

主题：金秋梁平·最美柚园
时间：10月底至11月
主要活动：赏柚园、品柚、摘柚。

●万亩生态渔鳅园·观光之旅

主题：荷田赏秋·渔业观光
时间：9月至10月
主要活动：采莲、垂钓、观光、亲子互动。

●双桂堂祈福之旅

主题：祈福双桂堂·畅游滑石寨
时间：9月至10月
主要活动：双桂堂祈福、滑石古寨登高、生态探险、篝火
晚会、梵华禅境赏秋、非遗展演体验。

●荫平乐英之旅

主题：登七斗寨·游名柚园
时间：10月底至11月
主要活动：登山、游柚园、摘百年老柚、乐玩响水峡谷、
赏龙溪河湿地风光。

●“桂花飘香·美味梁平”特色美食之旅

主题：天下梁仓·飘香梁平
时间：9月至11月上旬
主要活动：赏满城桂花，品梁平美食（张鸭子、安安鱼、
烂肥肠、朱家面、龙溪鱼），住丰胜园。

赵童 刘玉珮 蓝倩
图片由梁平区委宣传部提供

千年古驿道——蜀道难·百步梯

梁平秋季田园风光

西南佛教禅宗祖庭西南佛教禅宗祖庭———双桂堂—双桂堂

秋到双桂湖

梁平秋色梁平秋色

张鸭子卤烤鸭

豆干

烂肥肠

全国五大竹海之首全国五大竹海之首———百里竹海—百里竹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