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秋，因为五彩水稻节的举办，大足区拾
万镇着实火了一把。

在从资源型大镇的转型过程中，该镇将
传统的优势粮油产业做出新意，激发出乡村
振兴的新活力。

以此为突破口，持续推动农旅文深度融
合，拾万正着力打造有产业、有情怀、有颜值
的“稻香文旅小镇”。

做强产业，五彩水稻大放异彩

紫色、红色、绿色、黄色、白色……如此的
斑斓色彩，不是出现在花海，而是来自稻田，
是不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

金秋时节，行走在大足区拾万镇长虹
村的田间地头，满目所及的，便是这样的神
奇画卷——约200亩的“五彩稻田”，经过精
心种植，由深浅相间的彩色水稻，布局出

“狗年生肖”、“中国地图”、“三心稻”、“大足
脚印”等不同图案，呈现出令人惊艳的田园
风光。

正是凭借这样的奇景，拾万镇在这个丰
收季成为全市乡村游的一大热点。仅在大足
首届五彩水稻节开幕当天，就吸引游客3万
人，实现收益500万元。

拾万，历来是大足的鱼米之乡。这里盛
产水稻等农作物，现有水稻种植面积1.6万
亩，是全市水稻高产创建示范基地、全市粮食
生产先进镇。

持守着对耕地的深厚情感，拾万在从资源
型大镇的转型过程中，将优势的粮油产业作为
突破口，引导其由数量向质量转变，力促农旅文
商融合发展。

怎么转？五彩水稻节的举办，无疑是一
个成功的答案。不仅如此，随着这一节会落
户拾万镇的，还有袁隆平院士专家工作站。
通过引智，拾万镇力争将其建设成为国内一

流的杂交水稻育种科技研发及成果平台，全
国首屈一指的水稻科普教育基地和水稻文化
展示平台。

“政府支持、群众满意，事实证明，发展优
质粮油这条路子，我们走对了。”拾万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

而今名声有了，拾万镇谋划的，是何如进
一步把产业做大做强。

在挖掘传统水稻种植优势的基础上，该
镇提出，要建设集“水稻品种展示、水稻科技
推广、水稻科普教育、稻米文化传承、稻田艺
术展示”于一体的“稻香文旅小镇”。这也意
味着，农民们世代耕种的水稻，将焕发出崭新
的生机，带给他们致富的新动力。

据介绍，找准发力点，拾万镇将持续巩固
万亩优质水稻示范基地，逐步做强“拾万香”
大米，创建有机绿色品牌；同时，结合产业扶
贫，大力发展青脆李和中药材种植，培育大足
黑山羊和绿色庭院养殖产业，通过产品溯源
提升农产品品质，丰富“拾万香”产品体系；针
对五彩水稻，要逐步扩大景区面积，丰富内
容，保障一年两到三季的观赏期；建立乡村集
市和电商等农产品销售终端，不断提高群众
的受益面和积极性。

厚植文化，文旅小镇守护情怀

“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

最初的美好……”周杰伦一首脍炙人口的《稻
香》，处处流淌出对家乡的眷念和儿时记忆的
美好。

一座以“稻香”为标签的文旅小镇，必然也
应当沉淀满满乡愁，让人向往。

拾万，明万历年间称之为“石院里”，因
“石院”与“拾万”谐音，清嘉庆年间改称为“拾
万场”至今。

这里人文历史厚重，有以白云寨、古佛
洞、半边街、观音寺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迹
30余处，孕育出了“龙学泰斗”杨明照等名人。

要留住乡愁，建设“稻香文旅小镇”，这些
文化元素都必须精心打磨，小镇才会有情怀、
有温度。

“实现乡村振兴，建设幸福美丽新拾万，
文化是一定要打好的牌。”拾万镇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打造“有文化”的新乡村，拾万将重
点做亮三张文化名片——

以水稻科普展现农耕文化。初步建成袁
隆平杂交水稻科普展览馆（一期工程），利用
袁老的精神引领和五彩水稻的观赏效应，吸
引城市游客，助推乡村旅游发展。

同时，继续做好以关爱“三留守”人员展
现的乡村文化。去年10月，拾万镇启动“爱
在拾万·夕阳红、巾帼行、四点半”系列活动，
在关爱农村困难群体、引领文明乡风、构建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文化教育体系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并
取得显著成效。

此外，拾万还将以龙学大师杨明照故里
和龙学书院展现求学研学治学文化。目前，
该项目已获认可，正在推动落实中。

提升颜值，美丽乡村如诗如画

干净、整洁、美丽的乡村，才会吸引人。
亲切、温暖、文明的乡村，才能留得住人。

建设“稻香文旅小镇”，拾万镇将另一个
主要着力点，放在了美丽宜居环境的打造上，
塑造“有颜值”的新乡村。

五彩水稻节，让长虹村声名远播。令人印象
深刻的不仅是神奇的“五彩稻田”，这里如诗如画
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同样让游客们津津乐道。

“不仅风貌统一，干净整洁，就地取材的
石槽、石磨等，还被作为小景装饰在农家院
落，这样的村庄不但宜居，更是有情怀有乡愁
的所在。”主城前来游玩的罗乔乔动情地说。

长虹村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是拾万镇着
力提升人居环境的一个典型。截至今年9
月，这里外部的景观改造主体工程已经完成，
大部分绿色景观植物、花卉种植完成，村庄便
民小道工程全部完工，房屋外观风貌改造已
经完成50%以上，项目所涉及范围内的农户
改厕工作全部完工，路灯安装工程已经完成
并已全部亮灯。

以此为代表，拾万镇城乡面貌持续改善。
该镇一方面打造美丽宜居环境，投资8

万元对街道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投入资金20
万元打造“拾万文化场镇”；分别投资100万
元、500万元，启动了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和重
庆市农村综合改革试点镇建设项目。

另一方面，不断保护美丽宜居环境。投
入资金45万元，清理陈年垃圾；每年投入资
金40余万元，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全覆
盖；加大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力度，推广施用有
机肥3400亩，推广秸秆综合利用；依法关闭
限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大户2户，整改3户，镇
村面貌得以不断提升。

农旅文深度融合打造“稻香文旅小镇”

拾万：稻花香里品乡愁

拾万镇拾万镇““五彩稻田五彩稻田””
王萃 王静

图片由大足区拾万镇人民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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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韵龙乡 艺术润童心

铜梁区：文化+旅游带动全域旅游新发展
10 月 20 日，2018 全国

少儿电视才艺秀暨重庆市

首届启迪少儿文化旅游艺

术节渝西赛区总决赛在铜

梁区精彩开赛，来自铜梁、永

川、綦江、万盛等地数百所学

校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的

35组少儿才艺节目，联合非

遗文化传承人及旅游景区

共同上演了一场文化、艺术、

旅游相互交融的饕餮盛宴。

以文化作媒、艺术为

载，搭建起文旅产业走向

世界的桥梁，唱响“原乡风

情·大美铜梁”的动人旋

律，是铜梁区释放文化魅

力、擦亮生态底色、做强旅

游产业的一个生动实践。

近来，铜梁区以诗意

栖居、人居典范为目标，以

全域旅游带动全面发展，

大力推进“文旅+”纵深发

展，新产业新业态正聚合

磅礴势能，让区域经济焕

发出勃勃生机。

启迪童心韵龙乡
俊采星驰展风采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10月20日，在铜梁区龙城天街商圈
南广场，伴随上千观众的热情掌声，
在一段精彩的《竞技龙舞》铜梁特色
非遗文化表演后，2018全国少儿电
视才艺秀暨重庆市首届启迪少儿文
化旅游艺术节渝西赛区总决赛正式
升起战旗，来自铜梁等渝西赛区，经
层层选拔的精品少儿文艺节目次第
亮相。

诗歌朗诵、唱歌舞蹈、乐器
表演……选手们十八般武器样
样精彩，节目形式新颖独特、内
容丰富多彩，现场掌声连连，亮
点十足。

其中，“动感呼啦圈”舞蹈、“少
年街舞队”街舞表演等节目，充分将
体艺融合，有活力，有激情，展现出
青少儿朝气蓬勃、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精神面貌。

铜梁龙舞“舞武生威中华龙”、
“好想把龙灯看个够”，“喜相逢”竹
笛表演，“幸福渠水到咱村”少儿古
筝表演，“空巢的孩子”舞蹈表演等
节目，更是深度挖掘本土非遗文化
及特色文化，并将其巧妙融入才艺
表演之中，有历史，有内涵，积极影
响着青少年儿童传承优秀文化。

据介绍，以“文化寻根、启迪成
长”为主题的全国少儿电视才艺秀
暨重庆市首届启迪少儿文化旅游艺
术节，由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庆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商务委员
会、重庆市体育局指导，活动旨在鼓
励全市青少年儿童传承中华文化，
推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
精品，向全国展示巴渝文化的新风
采。本次渝西赛区总决赛更是得到
了铜梁区委宣传部、区电视台、区新
闻中心、区教委、区文化委、区旅游
局、区文联、区公安局、区城管局、龙
城天街商圈管委会、华夏文旅公司、
玄天湖旅投公司、区供电公司、东城
街道办事处等多个部门的大力支
持。

“文化+”
打造魅力城市新名片

“以文化作媒、少儿艺术为载
体，搭建起铜梁文旅产业走向世界
的桥梁，唱响‘原乡风情·大美铜梁’
的动人旋律，只是铜梁释放文化魅
力、擦亮生态底色、做强旅游产业的
一个生动实践。”铜梁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

在本次活动开展前期，活动组
委会还特别组织开展“坚定文化自
信行——重庆中小学生代表走进文

旅气质风景”研学体验活动，邀请重
庆主城的中小学生共同走进铜梁安
居古城、玄天湖等极具文化底蕴的
景区开展研学采风活动，通过研学
采风系列活动的开展，让来自全市
的青少年儿童走进重庆特色文旅景
区，体验特色文化旅游线路，在研学
旅行中充分启迪青少年儿童对文化
的认知，提升文化自信，同时以此带
动旅游景区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本次活动当天，该区还匠心
安排了“坚定文化自信行”铜梁文旅
气质风景展演、铜梁非遗文化及特
色文化展演和铜梁生态农特成长优
选钜惠嘉年华。

“坚定文化自信行”铜梁文旅气
质风景展演组团，集中展示了铜梁
特色景区新风采，包括安居古城、贝
尼世界、七色梦园、三色乡下时光等
精品景区；铜梁生态农特成长优选
钜惠嘉年华，集中展示了该区优质
的生态农特产。

铜梁非遗文化及特色文化展演
体验组团则集中开展了特色文化及
非遗文化展演体验，包括“铜梁龙
舞”表演、非遗特色文化产品展示、
铜梁龙灯彩扎工艺现场展示、铜梁
木匾传统制作工艺现场展示、铜梁
刘氏中医正骨术现场展示、安居思
乡糍粑传统制作技艺展售、石鱼井
水凉糕制作技艺现场制售、牛角梳

传统制作技艺现场制售、铜梁龙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产品展售、秦老幺
泡椒凤爪现场展销、安居特色食品
展售、白羊咸菜系列产品展销等。

此外，该区还精心策划了丰富
多彩的线上活动。如“时光淬炼龙
舞，传承非遗文化”全民知识闯关竞
赛等，借助移动端社交圈，通过创意
H5线上有奖问答形式，展示铜梁龙
非遗文化。

然而，这些仍然只是铜梁打响
“文旅”牌的举措之一。在该区今年
文旅大戏的节目单中，还包括举办
重庆小姐大赛、国际龙舞争霸赛、亚
洲龙狮锦标赛、原乡风情国际马拉
松等知名赛事，常态化组织龙灯会
等名俗文化展演活动，建设重庆原
创民谣歌手培养基地、重庆小姐品
牌基地等。

“我们的目标是，把铜梁打造成
一座‘诗意栖居、人居典范’的城市，
让大美铜梁走向全国，走近世界。”
铜梁区相关负责人称。

新产业新业态
聚合磅礴新势能

今年来，铜梁高起点推进全域
策划、高水平彰显全域文化、高品位
打造全域景观、高标准优化全域环
境、高质量促进全域发展，着力完善

旅游规划、提升景区品质、释放文化
魅力、擦亮生态底色、做强旅游产
业，以全域旅游带动全面发展。

以“原乡风情”为特色，着力打
造“一线四区”精品旅游区，以城市
导轨电车为纽带，压缩时空距离，串
联安居古城度假区、小北海玄天湖
淮远河城市旅游区、巴岳山毓青山
生态旅游区和乡村旅游拓展区，打
造“车在画中行、人在花中走”的精
品旅游线路，加快建成重庆大都市
后花园、国家户外运动基地、国际会
议中心、国际康养基地、国际户外运
动基地、中国乡愁旅游目的地、龙文
化创意产业基地，打造游客向往的
旅游胜地。

围绕产品高端化、业态多元化、
品牌国际化的路子，对安居古城、玄
天湖等优质旅游资源进行规模、系
统、整体开发经营，建设以多处特色
旅游景点、多条精品旅游路线、多个
景区旅游面为支撑的旅游全域景
观，推动铜梁旅游业实现从观光型
向休闲度假型、资源开发型向深度
融合型转变。

用好用活自然生态优势，推进
美丽乡村原生态建设，因地制宜打
造森旅融合、农旅融合产品，创建秦
翰堂3个田园综合体，实现乡村旅游

“四季有果香、月月有花香”，满足游
客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需求，让人
们普享“绿色福利”。

去年，该区接待游客数量和旅
游 综 合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56.7% 和
41.8%，建成国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区，获“中国最具魅力文化旅
游名区”“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
等称号。

“到2019年，铜梁力争将安居
古城创建为国家5A级景区，巴岳山
玄天湖旅游度假区、小北海度假区
成功培育为中高端康养产业基地和
康养家园。到2020年，全区建成国
家A级景区14家，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突破5%。”铜梁区相关负
责人说。

汪正炜
图片由铜梁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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