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滑石古寨所在的滑石村，位
于高梁山山麓，山高坡陡，交通
不便，土地产出低，村里有一座
连续开采了几十年的小煤矿，许
多村民变成了矿工。

2009年，国家对小煤矿实行
关停并转，滑石村的煤矿也顺势
关闭，转型中的“煤老板”周学峰
考察10多个项目后，最终选择了
开发滑石古寨，发展乡村旅游。

“第一年效果不是很好。”滑
石古寨是渝东有名的古战场遗
址，后来成了光秃秃的小山包。
2015年，周学峰对滑石古寨修
复了古栈道和塔楼。2016年 6
月，滑石古寨开门迎客。但新鲜
感过后，游客量再也上不去了。
周学峰认识到，“滑石古寨景区
内容单一，除了简单的攀爬和鸟

瞰周边风光，没有更多吸引人、
留住人的地方。”

滑石古寨如何持续发力？
梁平区文化委相关负责人称，旅
游是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
的有效途径，在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该负责人称，将物质文化与非物
质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既传承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促进旅游
发展。梁平区文化委建议，滑石
古寨走旅游搭台，文化唱戏的路
子，用非遗丰富新的旅游模式。

从2017年7月开始，周学峰
将梁平抬儿调、梁平癞子锣鼓、
梁山灯戏、礼让草把龙等6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项目请上滑
石古寨，成功创建4A级景区。
到滑石古寨的游客，除了体验生
态攀岩、鸟瞰周边风光，还可以
坐下来欣赏具有深厚底蕴和浓
郁地方特色的非遗表演。

“这一年滑石古寨游客与收
入都翻了番。”周学峰说，过去对
文旅融合感受不多、认识不够，
但让非遗项目融入滑石古寨景
区旅游，让他看到了文化的魅力
和活力，“文化才能带走记忆，也
让旅游有了生机。”

72岁的谭正道是滑石村地
地道道的农民，也跟着周学峰当
了几十年的矿工。现在，他成了

滑石古寨的土牌导游，向游客讲
故事、唱抬儿调成了他的工作，
每月工资达到3000多元。

“挣钱是一个方面，更重要
的是抬儿调得到了传承。”谭正
道说，抬儿调在肚子里憋了几十
年了，原以为就这样失传了，没想
到现在成了自己的工作，并且总
有游客向他学习抬儿调，“滑石古
寨旅游让抬儿调得到了传承。”

滑石村党总支书记刘运祥
称，非遗唱响旅游戏，这不仅让
滑石古寨旅游生机呈现，更让周
学峰和跟着他干的80多名矿工
实现了成功转型。刘运祥介绍，
滑石古寨自发展乡村旅游以来，
村民通过景区务工、土地返祖、
农家乐、土特产销售等户均增收
12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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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路做定制AD“酒评功过笑仪康，错在杯
中毁万粮。蜂蜜而今酿玉液，
金丹何如此酒强。”相传与苏东
坡相交的秦少游饮过他的蜂蜜
酒后，曾感慨而做此诗。据考
证，蜂蜜酒至今演绎了近3000
年的酒文化。

现在，梁平人蓝振学也研
发出了蜂蜜酒。这种蜂蜜酒全
部采用发酵酿造工艺，在恒温
恒湿的条件下将纯正土蜂蜜、
新鲜蔬果、精选谷物适量配比，
长时间封坛发酵。且需要每半
年开坛一次，对原液进行过滤
提纯（行内称“翻缸”）再次封坛
继续发酵。反复七次，历时3
年，三坛原液才能酿造出一坛
成品酒。

“醉翁之意不在酒。”梁平区
文化委相关负责人称，蜂蜜酒并

不是蓝振学的最终目的，“他要
用蜂蜜酒拯救蓝印花布。”

蓝印花布是汉族传统的工
艺印染品，距今已有1300年历
史，简单、原始的蓝白两色，给
人以清新雅致的感觉。民国时
期，蓝印花布染房曾遍及梁平
城乡。蓝振学所在的礼让镇就
有11家染坊生产制作蓝印花
布。

“外来‘洋布’对蓝印花布
冲击很大。”蓝振学说，“洋布”
不断增多，梁平大部分蓝印花
布染坊逐步改染五彩花土布。
但蓝振学的父亲没有完全放弃
蓝印花布的制作，还是会做一

些布囤起来，等待需要的人来
买，“父亲说，钱可以不找，但是
这个手艺不能丢。”

2006年，原梁平县非遗保
护中心与蓝振学父子商定恢复
蓝印花布染坊。蓝印花布的成
本达到了每米120元，价格高、
市场小，仅靠蓝印花布很难维
持染坊的运转。

“创新思路做定制。”蓝振
学用蜂蜜酒的效益来支撑蓝印
花布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他打算把蓝印花布做得更
精美一些，制作成具有观赏和
收藏价值的服装、工艺品，等待
需要的人登门定制。蓝振学认

为，“全域旅游的发展，让蜂蜜
酒有了更好的销路，蓝印花布
的技艺传承也有了保障，未来
还会有定制客户。”

梁平区相关负责人称，保
护和发展传统民间艺术，在文
旅融合的道路上，要在技术、资
源、市场、产业上进行深度融
合，促进传统工艺提高品质、形
成品牌，走上产业化发展之路，
推动传统工艺走进现代生活。

在梁平，依托文旅融合走
定制路线的还有志强乌木馆。
乌木馆创建人韩志强瞄准当地
独特的乌木资源和旅游文化市
场，成功开发出500种乌木文

化艺术品。
“家有财宝一箱，不如乌木

一方。”韩志强说，乌木又有“软
黄金”之称，大多数乌木文化艺
术品价值不菲，只有通过文旅
融合，借助旅游平台，才能找到
更多潜在的顾客，“对于乌木文
化艺术品而言，定制是一个方
向。”

现在，韩志强正谋划建设
民间非遗展览苑，把梁平近百
项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集纳在
一起，进一步丰富梁平旅游的
文化内涵，让海内外游客在这
里可以领略“游竹海、赏桂花、
看非遗、观乌木”的乐趣。

文化添活力 旅游显生机
——梁平区文旅融合发展调查梁 平 区 双 桂 田

园·滑石古寨景区有
这 样 一 组 数 据 ，从
2016 年 6 月到 2017 年
6 月，景区收入 900 万
元；2017年7月到2018
年7月，景区收入达到
1900万元。

景区负责人周学
峰坦言，景区收入翻
番的背后，是梁平抬
儿调、癞子锣鼓等6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项目为滑石古寨增添
了 新 的 魅 力 。 他 透
露，非遗对景区收入
的贡献率达45%。

“诗和远方走到
一起才是最完美的结
合。”9 月 6 日，梁平区
委书记杨晓云称，梁
平之美，美在旖旎的
田园风光、乡情乡愁；
美 在 厚 重 的 历 史 积
淀、灿烂人文；美在物
阜民丰、名特产品；美
在良好的自然地理、
交通条件。近年来，
梁平区以文化和旅游
业为主导，挖掘文化
内涵、盘活山水资源，
把文旅产业链条向上
下游延伸，拓展文旅
产业发展空间，形成
多种新的旅游业态、
旅游产品，共同构建
文旅大产业体系。

宏美达梁平丝绸制造文化空间

梁平竹帘制作工序——抽丝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平土陶技艺

提起梁平旅游，很多人会想到
双桂堂、百里竹海、滑石古寨，还有
炊烟袅袅的田园风光。但现在又
多了一个去处，那就是位于梁平工
业园区的丝绸制造文化空间。

这个丝绸制造文化空间由
梁平宏美达纺织有限公司投资
1300万元打造。从 2017年 11
月开始，截至目前累计接待游客
达10万人次。

一个丝绸纺织厂何来如此
大的吸引力？丝绸制造文化空
间负责人熊清林介绍，宏美达公
司过去是做丝绸出口贸易的，但
近年来国际市场不景气，公司开
始转型国内文化旅游产业，围绕

“工旅融合”、“文旅融合”，促进
丝绸行业产业链上下游融合发
展，探索“工业＋旅游”新模式。

去年，宏美达公司在厂区内

规划建设了占地1400平方米的
工业旅游项目体验区，规划了开
放的丝绸生产区、中国丝绸文化
知识传播厅、蚕桑养殖、家居、健
康、文创艺术区，个性化定制产
品体验区，亲子、青少年儿童爱
国教育区等以“丝绸”文化为主
题的旅游点。

“厂房建起旅游线，全方位
体验丝绸文化实践。”熊清林介
绍，在丝绸制造文化空间，不仅
可以了解蚕宝宝生长全过程、远
程观看生产过程、观摩丝绸织造
全工艺流程，还可以现场领养蚕
宝宝、体验丝绸文化实践活动、
科普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定制的
丝绸专业文化知识等，“感受丝

绸行业抽丝剥茧式的工匠精神
和古老神秘的丝绸文化。”

与此同时，丝绸制造文化空
间除了展示蚕丝被、桑蚕丝床上
用品、丝巾及服饰等传统丝绸产
品外，还依托丝绸元素、挖掘丝
绸文化，研发出了丝绸古书装
订、丝绸卷轴画、蚕茧手工艺品、
丝绸手绘画、丝绸观止垫、丝绸
照片、丝绸福袋等文化创意产品
和桑叶茶、桑叶面、蚕丝丝胶护
肤品等健康系列产品。

此外，丝绸制造文化空间还
携手意大利画家朱纸、法国艺术
家傑里·佩提索和中国著名画
家、雕刻家江碧波，制作限量版
丝巾。

时尚大气的“精神堡垒”、五
彩斑斓的“模块化盒子建筑”、仿
佛穿越时光隧道般的车间参观
通道、创意无限的文化墙、绿色
环保的形象展厅……游客刘彦
称，这里再不是钢筋水泥的工
厂，已经是一个可参观、学习、观
摩、游戏、休闲的主题公园。

“工业旅游对于宏美达来说，
是创新，也是新的增长点！”熊清
华称，作为一种全新的互动模式，
丝绸制造文化空间既可以让消费
者在游玩中了解企业的生产流
程、先进工艺和企业文化，无形中
增加对品牌的认同和信赖，同时
也借助独特的旅游资源，给用户
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零距离地
与品牌形成趣味互动。他透露，

“半年来，我们文化旅游板块产值
达300多万元。”

皇家贡品、“天下第一帘”、
承制人民大会堂巨幅竹帘窗
帘、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礼
品……梁平竹帘是流传千年的
历史文化遗产，已被录入中国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到了1999年，梁平竹帘已出
现滞销，以致后来不得不破产
改制。

“有一种责任把它传承下
去。”56岁的陆晓刚这辈子40
多年都耗在了梁平竹帘上。他
回忆，解放初期，梁平竹帘艺人
仅存7人，这项千年遗产濒临灭
绝。几十年发展，它又拥有了
300多人的艺人队伍。陆晓刚
说，“不能因为破产，让这帮人
散了、让梁平竹帘没了。”

2003年，陆晓刚成立了流
芳工艺竹帘厂，从当初的10多

个艺人发展到现在70多人。10
多年来，陆晓刚在立足梁平竹帘
深厚文化底蕴的基础上，主动适
应市场高端线路、个性化需求、
小众化的发展方向，与团队研发
出工艺品扇子、屏风、竹窗帘、拎
包、拖鞋等10多种新产品。

“全域旅游给梁平竹帘带
来了新希望。”梁平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梁平区在推进全域旅
游发展的同时，特别突出全域
旅游商品开发，大力传承弘扬

“工匠”精神，着力挖掘引进全
国“高手”行家、培育梁山“百工
百匠”旅游专业人才，推出一批

特色旅游美食和旅游纪念品，
加快丰富多样的“梁平造”、“梁
平产”工业品、农产品、工艺品、
特色食品、非遗资源等转化为
旅游商品，形成“梁平好礼”品
牌体系。

陆晓刚打了个比喻，梁平
竹帘就是“公主的身份丫环的
命”，到了今天，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梁平竹帘不能高高
在上，也不能躺在过去的荣誉
上“睡大觉”，要放下身段，带着
自己的文化底蕴进入寻常百姓
家庭。他认为，旅游是个走进
千家万户很好的路径和渠道。

为此，流芳工艺竹帘厂团
队立足梁平旅游、经营三峡旅
游，走向重庆、全国乃至世界旅
游，研究旅游市场、研判游客需
求、研发旅游产品。

“让梁平竹帘走进景区。”
陆晓刚说，梁平竹帘不能简单
的进景区，要创新推出一批结
合各自景区特色的竹帘，“让游
客购买作纪念，留下记忆。”

长江三峡、石宝寨、巫山红
叶……一幅幅带有各自景区特
色的梁平竹帘走进了各大景
区，成为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
新产品。

西安一位市民一口气买下
18张竹帘、绘制有清明上河图
的梁平竹帘参加第三届中国竹
文化博览会金奖、选送到墨西
哥参加工艺精品展示、工厂制
作的竹帘屏风出口到日本、韩
国……近年来，依托旅游，梁平
竹帘越走越远。

2014年，陆晓刚带着梁平
竹帘去美国展示。一位美国人
掏出30美元买下一把竹帘扇
子后，竖起大拇指夸赞陆晓刚
对非遗、手工艺品的坚持精神。

那一刻，陆晓刚意识到，让
文旅产品进景区，接着旅游这
条路，梁平竹帘带着文化，实际
上走出了景区，走进了寻常百
家家庭。陆晓刚说，他相信，梁
平竹帘会更多地走向世界。

张亚飞 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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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里展演礼让草把龙，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摄/刘辉

滑石古寨景区非遗展演中心，非遗传承人正在表演梁
山灯戏 摄/陶开星

梁平抬儿调等非遗展演让游客在景区慢游 摄/刘娅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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