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金佛山高山滑雪体验

畅玩雪地飞碟、单板雪橇、双板
雪橇等滑雪项目，与冰雪零距离接
触，尽情撒欢！

地点：金佛山滑雪场

二、“脸谱雪人”川剧戏曲展演

观赏戏曲脸谱灯，与“脸谱雪
人”一起合照留念，在周末时还能看
川剧戏曲展演。

地点：金佛山景区

三、天星小镇祈福灯会

结合了竹林刀客、方竹笋、燃灯
古佛、脸谱雪娃、祖国70诞辰等元素
打造的祈福灯会，还可与家人游走
在琳琅满目的年货市场中，选南川
特色的土味，尽享天伦之乐。

地点：金佛山天星小镇

四、十二金钗大观园踏雪寻梅

十二金钗大观园月月有花开，
此时前往，定是梅园花开正当时。
赏完梅花，漫步在湖光山色间的黎
香湖，就像走在瑞士街头，湖水清澈
剔透，四周是饱览不尽的山水田园
风光。

地点：南川区大观镇

五、祈福金佛寺

金佛山是颇具盛名的佛教圣
地，历代建有众多寺庙，最盛时达
200多处。在仙雾缭绕中，来金佛寺
祈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享受金
佛山的福气。

地点：金佛山

六、黎香湖特色婚纱摄影体验

黎香湖山清水秀，清澈幽静，港
湾众多，湖水清澈剔透，碧波荡漾。
湖边建有瑞士风情小镇，连排别墅
与碧蓝的湖水相互映衬，是市民钟
爱的婚纱摄影基地。

地点：南川黎香湖婚纱摄影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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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岁岁雪相似年年岁岁雪相似 南川今年雪不同南川今年雪不同

今年以来，南川区认真贯彻全市旅
发大会精神，结合自身实际，推动景城
乡一体化发展。其中，金佛山景区作为

“金佛山—城区—大观园”景城乡一体
化发展布局的核心，如何充分挖掘、提
升其旅游的“含金量”，成为新时期南川
区旅游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世界自然遗产、国家 5A 级景区金
佛山，作为重庆地区海拔最高的旅游景
区，其独有的生态旅游资源、立体气候
和特色文化，成就了它响亮的“金字招
牌”。

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一优势资源，践
行景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既要绿水青
山也要金山银山？南川近年来加快实
施“金佛+春夏秋冬”旅游产品提升行
动，积极培育赏雪滑雪、避暑休闲、中医
药健康养生、山地户外运动、禅修文化
五大特色主题旅游产品，提升金佛山旅
游“含金量”。

12 月 25 日，第三届重庆文化旅游
惠民消费季和2018重庆冬季旅游暨第
20届金佛山冰雪节启动仪式将在南川
举行，开启重庆冬季旅游新篇章。

今年，金佛山的雪有哪些不同，去
金佛山旅游又有哪些亮点？让我们一
起探秘新奇的冰雪互动玩法，品味不
一样的非遗美食，体验独特的温泉养
生之法。

金佛山北坡滑雪场 摄/瞿明斌

金佛山是一座雄奇壮美
的“桌山”，一级陡崖、二级陡
崖周长均超过50公里，高差
近500米，大“桌面”面积超过
60平方公里，海拔都在2000
米以上。从 12 月到来年 2
月，金佛山积雪时间可以长达
3个月。

金佛山雪景自然是美得
不可方物，而今年的冰雪节，
游客不仅可以观赏到金佛山
雪原，雾凇、冰瀑三大冰雪奇
观，更有众多新奇的雪地互动
玩法。

滑雪肯定是金佛山冬季
最重要的体验之一。金佛山
目前拥有两大滑雪场，金佛山
北坡滑雪场面积达到5.6万平
方米，可同时容纳5000名游
客。滑雪场建有两条分别长

为250米和180米，宽均为60
米宽的滑雪道。牵牛坪滑雪
场位于金佛山西坡，滑雪场面
积2万多平方米，建有3条滑
雪道，戏雪场面积约2800平
方米。

今年，滑雪场设置了更
多丰富多彩的滑雪项目，除传
统的雪地飞碟、单板雪橇、双
板雪橇外，雪上坦克、香蕉船、
滑雪车、雪上波片、儿童摩托
等众多项目供游客选择，游客
可体会飞驰皑皑白雪世界的
别样感受。

当然，在滑雪场外，景区
也为游客准备了新奇的雪地
互动玩法，那就是雪地打滚
赛、五福“雪球”、“滚滚”卡通
玩偶，让每位游客都可在雪地
上与雪零距离接触，尽情撒

欢！

“我们在冰雪节开幕、节
假日、周末都会举办雪地打滚
赛。”金佛山景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雪地打滚赛所有的游客
都可以报名参加，和家人、朋
友一起放开身心体验这种平
时难得的耍事，滚出速度、滚
出优美姿势的游客还能获得
温泉优惠券、特色产品等激
励。

同时，在茫茫雪原上，景
区还以“金佛山五福”为寓意，
制作5个特别的巨大“雪球”，
游客可现场玩耍互动；景区还
设计制作了“福气滚滚”、“才
智滚滚”、“博学滚滚”、“鸿运
滚滚”、“健康滚滚”、“桃花滚
滚”等6个“滚滚”卡通形象玩
偶，供游客们拍照和互动。

都说来到一个地方，不
论是了解它还是回忆它最直
接的方式就是：吃！而来到
金佛山，不得不吃的美食可
以说是有非常多了，尤其是
20多种非遗美食，绝对能让
你流连忘返！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金佛
山方竹笋宴，其传统制作手
法延续900多年，先后被评
为“南川名宴”“重庆名宴”

“中国名宴”。在今年6月，南
川参加央视《魅力中国城》展
示美食，金佛山方竹笋宴更
是赢得国内外专家评委和观
众的一致好评，被评为“年度
魅力特色美食”。

“相对方竹笋单品，全笋
宴席制作难度高出十余倍。”
其第三代传承人张德剑介
绍，方竹笋宴主材依然是金
佛山方竹笋，但融入高档辅
料运用烩、爆、炒、焖、炖等10
余种传统技艺后，对方竹笋
原材的要求苛刻至极：取雨
后头季秋笋，方能确保口感
细滑、味道鲜美，采撷原材几

乎精确到方竹笋出土的天
数。

前期嫩笋主要制作白油
笋条、土豆烧笋等菜，中期鲜
笋主要制作笋炖腊肉、笋炒
肉片等菜。至于干煸方笋、
方笋福包、香卤笋丝、水煮方
竹笋等菜，则需干笋入材，味
道才显醇厚。10余种烹饪手
法制作的近百道菜品组成全
笋宴，每道菜可独立成单品，
亦可辅以各种原料配合成
菜。其中难点在于保持菜品
原有的型和味，因此十分考
验刀功、搭配和烹饪，三者合
一，技法臻至化境，才能制作
出大方得体、健康美味、视角
冲击兼具的方竹笋全宴。

“一唱雄鸡·刘氏烧鸡
公”也是南川及周边地区传
承已久的特色风味食品之
一，其在原料使用、调味技术
和食用方法上极具个性化，
首先是在原料上，以南川本
地农家散放的土公鸡为主
料，这种鸡全以五谷杂粮、野
草、虫蚁为食，具有肉质细

嫩，肉味鲜美，汤汁醇厚，高
蛋白、低脂肪、滋补性强，纯
天然自然健康的特点。

其次，一唱雄鸡·刘氏烧
鸡主要调料豆瓣酱，是选用
南川本地原生态原料，按照
选料、浸泡、蒸、灭菌的家传
传统工艺制作，并经过一年以
上的发酵时间，自然条件下，
日晒夜露，成品色香味俱佳。

在传统烹制技艺上，严
格掌握火候，先把主料在汤
汁中制作成熟，连锅带火配
辅料上桌，以主菜（连汤）为
锅底，食者先品尝主菜，然后
再涮烫其他辅料，让人真正
体验到原味的精髓。

此外，以甘氏祖传古法秘
制底料熬制而成的歪角烫皮
牛肉汤锅、有两千多年历史的
外婆家私房油茶，以及用传统
技艺制作的美龄滋补汤、老唐
拌鸡、本康鱼、迷你小灰粑、廊
桥大排、衡膳·过江烤鱼、老盐
菜滑肉汤等等，光是想想都让
人流口水，而这些在南川你都
可一一品尝到。

“滚冰雪”：南国雪原打滚滑雪 享口福：非遗美食极致美味 得寿福：中医药温泉养生福寿安康

歪角牛肉汤锅

金佛山赏雪滑雪 摄/胡波

旅游景区和产品是否有特
色，自己说了不算，还得群众来
评判。南川区就大力推动旅游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城区
旅游服务功能，丰富完善旅游
产业链条，着力为游客提供更
好的特色旅游产品。

如果有人这么问，“冬季前
往金佛山，不能错过的体验是
什么？”我一定会告诉他：“金佛
山上，滑雪场玩到嗨；金佛山
下，药浴养生温泉。”

游客在金佛山冰天雪地里
冰冻体验之后，到山下泡个舒
适的温泉浴，从0℃到50℃，感
受这冰火相融的奇妙体验，一
定是这趟旅途最难忘的记忆。
无论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还
是静心修养的老人，这都将是
一场不可多得的体验！

今年，金佛山就有两大特
色药温泉供游客体验，金佛山
天星国际温泉城位于金佛山西
麓，占地23.6亩，以廊道为界
分动感温泉区（造浪池、山体滑
道、儿童水寨）和泡池区（13个
泡池）2大区域4大板块，水面
面积3301平方米，游客容量
1200人。

“天星温泉城泉水天然偏
硅酸、锶含量较高，不仅在重庆
独一无二、在整个西南地区都
是凤毛麟角。”温泉接待中心一
负责人介绍，这类温泉在西方
俗称为小苏打温泉，由于偏硅
酸和锶含量较高，有古人常说
的“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效果，
对慢性风湿类风湿病、关节炎、
骨质疏松症、贫血等有治疗作
用，对恢复血管壁弹性、调节心
脑血管机能、动脉硬化、心血管
和心脏疾病等能起到一定的医
疗保健作用。

同时，结合金佛山特有的
中药材资源，该温泉还在室外
泡池打造了12个中药养生温
泉汤，疗效各异，具有美容养
颜、保健养生的绝佳功效。休
息大厅、影视区、足疗房等完备
的服务设施，让游客在泡泉后
更好的休闲放松。

除了天星温泉城，今年，位
于金佛山北麓三泉镇的金三泉
温泉也将成为游客泡泉的好去
处。南川三泉温泉拥有冷、温、
烫三泉，曾是蒋介石、宋美龄休
憩之地，在此基础上修建的金
三泉温泉酒店是重庆唯一一家
临崖温泉，是重庆地区面积最
大的室内温泉汤池，40余座温
泉泡池和室内外温泉游泳池各

具特色，设施设备齐全。
金三泉温泉富含对人体健

康有益的微量元素，具有很高
的医疗价值，温泉还依托金佛
山的珍稀药材，具有多个独特
的药浴泡池。例如方竹祛湿
汤，是把方竹叶、木瓜、苦参等
投入泉池用来泡汤，可祛风除
湿，通利关节，让你出浴之后有
股方竹的清香；还有杜鹃花汤
池，金佛山作为杜鹃花王国，每
年4-5月总会开满漫山遍野
的杜鹃花，取一些精华花瓣用
来入汤；合欢无忧汤，主含合欢
花、甘松等，可解郁除烦，愉悦
身心；黄精筋骨汤，主含黄精、
四棱筋骨草、杜仲等，可补肝
肾、强筋骨等等。

金佛山冰雪节游玩路线：

自驾线路一：渝湘高速—南万高速—金佛山西大门

自驾线路二：渝湘高速—南道高速—三泉镇—金佛山北
坡索道
（金佛山冰雪节期间客流量大，请尽量避开周末客流高峰
前往游玩）
咨询电话：金佛山西坡：023－71669888
金佛山北坡：023－71404222

金三泉温泉

文化旅游集市
打造文化旅游消费盛宴

“文艺盛筵·惠聚南川”——第三届重
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将于12月25日在
南川正式启动，届时，全新打造的“文化旅
游集市”，将集中展示我市各地文化企业、
旅游企业、文创企业等特色产品，将各地特
色文化、传统手工技艺、旅游景区、旅游产
品、地方非遗食品等纳入参展内容，实施系
列优惠活动，为广大群众带来一次丰盛的
文化旅游消费盛宴。

“目前，全市各区县已有约250家优质
文化、旅游企业主动报名参展，”南川文化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打造的“文化旅游
集市”，按照区县地域特色，划分了区县集
中展区，突出区县品牌展示。而作为东道
主的南川，自然会将自身最具特色的文化
旅游品牌一一进行展示，在目前参展的250
家企业和品牌中，南川就占据150席。

在展会上，南川区将设立“南川味道”
“南川好礼”“冰雪体验”等三大特色展区，
同时还推出免费品尝、发放优惠券、打折
券、免费体验等各种实实在在的惠民活动。

其中，“南川味道”主推独具南川特色
的各种美食，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金佛山
方竹笋宴、农家刨猪汤，利用非遗传统技艺
制作的美龄滋补汤、老唐拌鸡、本康鱼、迷
你小灰粑、廊桥大排、衡膳·过江烤鱼、老盐
菜滑肉汤等等也将登场。

“南川好礼”则主推具有南川特色的民
主粘烙画、铁皮石斛养生酒工艺、金佛山野
生大树茶生产技艺、传统手工鞋垫、草凳技
艺、竹编背篓、老布鞋、手工沙罐、民间纸扎
等，即可作为家中自用装饰的好东西，也可
作为馈赠亲朋的好礼物。

“冰雪体验”主要展示南川金佛山冬季
“南国雪原”的靓丽风景，吸引各地游客前
往赏雪游玩。

“我们希望通过文化旅游集市的集中
展示，让更多人了解‘金佛山·福南川’的城
市文化品牌，唱响金佛山“天下第一桌山”、

“中华药库”、“南国雪原”地方名片，充分展
现2018《魅力中国城》十佳魅力城市——大
美南川之独特魅力。”该负责人如是说道。

明年初两馆开放
群众休闲娱乐又有好去处

近年来，为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发展，南川区大力推动文化阵地建设，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真正让文化惠民
落在了实处。

“区级文化馆和图书馆的建设，就是南
川近期在文化阵地建设方面的又一成效。”
该负责人介绍，为让群众有一个良好的文
化活动场地，南川区投资3亿元建设了区文
化艺术中心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

其中，南川区文化馆新馆，设有舞蹈排
练厅、合唱厅、数字体验厅、琴房、录音棚、
开放式展厅、多功能室、培训辅导教室等功
能用房，将于2019年初投入使用，并面向
市民免费开放。

而南川区图书馆新馆，与老馆相比，除
了少儿阅览室、24小时自助图书馆、期报刊
综合阅览区、残障阅览区、数字体验区、古
籍室、地方文献书库、基藏书库、多媒体视
听室等基本服务功能室外，还配备了自助
借阅机、自助办证机、期报刊借阅机等多媒
体视听设备，引入RFID管理系统、大数据
分析平台等智慧图书馆设施。

借助这些智慧图书馆设施，可全方位
为读者提供咨询办证、书报刊借阅、多媒体
阅览、电子图书阅览、地方文献阅览、古籍
特藏展览、数字体验等服务。其明年初建
成开放后，必将成为南川名符其实的文化
地标、城市的会客厅、市民的学习和休闲娱
乐好去处。

届时，图书馆还会陆续开展读书交流
会等活动，让书友们能够快捷地了解到很
多好书，还能分享到彼此的读书收获和乐
趣，互相感染，互相熏陶，带动全民阅读的
发展。

与此同时，南川区还大力提升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截至目前，该区共完成12
个乡镇500个点的广播“村村响”工程，建
成文化馆分馆34个、图书馆分馆20个、基
层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249个，打造大
观、水江、南平、城区、金佛山西坡景区5条
公共文化服务示范线路，打造特色文化大
院10个，配置图书3万余册，文体设施200
余件。还打造了乡村文化墙，建设农耕博
物馆、“乡情馆”等，这些阵地如今都成为南
川各地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好地方。

乡村小舞台
群众自编自演好热闹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阵地是基地，
内容才是核心。为此，南川区从“满足群众
多元化需求”入手，大力提升文化惠民的内
容建设。

“在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期间，预计南
川各乡村会陆续开展30多场‘乡村小舞台’
演出，让群众热热闹闹过好新年。”该负责
人介绍，依托已有的文化阵地，南川区群众
文体活动是蓬勃发展，今年，就开展全民阅
读活动等文化活动100余场次，开展送流
动文化下乡活动446场次，放映惠民电影
2252场次，开展文艺演出、文化讲座培训等

“订单式”配送900余场，广受群众欢迎。
其中，依托传承和挖掘传统文化，乡村

小舞台、乡村小讲坛、乡村小喇叭、乡村文
化小广场等都成为当地群众最喜爱的品牌
和去处。

在最近南川区南城街道三圣路社区的

一场乡村小舞台演出上，地方演员和农户
们，一起演出了小品《扶不扶》《家乡的味
道》等节目，融入了南川区乡村振兴、城市
品质提升等元素，精彩的文化节目表演令
现场掌声如潮，中间穿插的“乡村振兴”知
识互动，更是将活动拉向了高潮。

除了文化活动，如今，南川的各类体育
健康类活动也是广受群众喜爱。

“为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我们
花了大力气完善城乡体育基础设施，在文
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期间，登山、健步走、骑
行、坝坝舞等活动也持续不断。”该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南川不仅投资近3亿元在
新城区高标准建成了区体育中心，还围绕
城区“三山”（花山、永隆山、九鼎山）修建
3条登山步道，沿着城区“两江”打造了2
条长约20公里的滨江健身长廊，建设健
身广场 8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227个，
全民健身路径68条，村（社区）体育设施
实现全覆盖。

在此基础上，南川区群体体育活动蓬
勃开展，全区相继创建国家级青少年俱乐
部2个、市级3个，民间成立的体育俱乐部4
个，单项体育协会14个，市级社区健身站
13个，除定期举办区运会、全民健身运动会
外，健步走、骑行、坝坝舞、球类等日常健身
活动常态化开展，实现了“月月有赛事、周
周有活动、天天有健身”，全民健身蔚然成
风。

据统计，南川区经常性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数已近 40%并呈逐年上升态势，
国民体质监测抽样合格率达 93%，体育
活动俨然成为群众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

文化惠民
让群众共享高品质生活

恰逢第三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除了一系列的冬季旅游体验外，南川区
众多文化惠民行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过程中。在新年将至、年关已近的当下，身
处南川，你已经可以感受到一股股浓浓的文化惠民消费氛围。

王静 刘廷
图片除署名外由南川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南川
区文化委员会提供

乡村旅游“十二金钗”大观园文化节

乡村小舞台走进东城

少年中国梦

第三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和2018重庆冬季旅游暨第二十届金佛山冰雪节明日启幕


